
A24 讀 書 人 ■責任編輯：尉瑋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20182018年年1010月月2929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wp@gmail.com
徵稿啟事

書介
Hello Kitty讀尼采

你一定聽過尼采， 或許
也聽過他的偉大著作《查拉
圖斯特拉如是說》， 應該
很好奇這本書如何能成為經
典，歷久不衰， 但龐大的
文字量與看似艱澀的內容總
令人怯步嗎？ 三麗鷗人氣
角色x世界經典名著系列，
用親切好讀的方式，帶領讀
者入門。本書將《查拉圖斯

特拉如是說》中雋永的文章，轉換成好讀易懂的語
錄，並在語錄下方作進一步的說明以及出處。搭配超
過100幅Hello Kitty圖像，值得Hello Kitty迷收藏。

作者：三麗鷗（肖像）、朝日文庫編輯部
譯者：林慧雯
出版：尖端出版

暗夜飛行者：
喬治馬汀NETFLIX影集原著

喬治．馬汀曾說：「《暗
夜飛行者》是我最棒的科幻
小說。」改編自該作的同名
NETFLIX影集正熱映中。小
說講述科學家與心靈感應者
搭乘「夜行者號」前進宇宙
深處，這艘船艦卻透着詭異
氣氛，不只艦長不現身，僅
靠「全息影像」與人對話，
就連心靈感應者也陷入癲
狂，大喊危險迫近。這下成

員驚覺到自己是身處太空密室，任憑宰割了。眾人在
無以名狀的漆黑深淵前，切切體認到：想要存活，千
萬別相信任何人。除<暗夜飛行者>外，書中還收錄
馬汀首度摘下科幻大獎之作<萊安娜之歌>、啟發電
影《星際大戰》關鍵角色的 <殺人前請七思> 、<覆
蓋指令>、 <週末戰地遊戲>、 <絢爛星環之火也穿
不透的黑暗>。讓你盡情領略馬丁的科幻世界。

作者：喬治．馬汀
譯者：章晉唯
出版：寂寞出版

怪奇事物所

有溫度的插畫Ｘ有態度的
文字，本書謹獻給那些讓世
界更有趣的怪事與怪人們。
80 篇輕鬆幽默的圖文小
品，充滿知識性的趣味共
鳴！你知道「學校」的原意
是休閒時間嗎？你知道恐龍
有頭皮屑嗎？你知道鴛鴦根
本不專情嗎？除了你以外，
世界上還有更多奇奇怪怪的

事！本書收錄各種有趣的冷知識，囊括生物、醫學、
科學、心理和歷史等，時時刻刻提醒沉浮於庸碌的我
們：生活總還是能有一些有意思的事。

作者：怪奇事物所所長
出版：時報文化

延禧攻略（上中下）

熱播劇《延禧攻略》小
說，兩岸三地唯一完整版，
上中下三冊完整收錄全劇劇
情，並加碼收錄即將上演的
番外篇。書內附精美劇照，
高冷經典色調、服飾道具細
膩考究、各角色生動畫面一
次珍藏。乾隆六年，魏瓔珞
為追查姊姊死因，下定決心

入宮。性格剛烈的她不主動惹事，卻也從不怕事，一
次次機智解圍，更有仇必報，要向欺侮她的人加倍奉
還。一心復仇，寧折不屈，魏瓔珞從小宮女變成皇上
寵妃，然而，她心中真正所愛，到底是甘心默默守護
的他，還是眼前萬人之上的他？

原著：周末
改編：笑臉貓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那時候，我們還不是孤兒

1939年，十二歲的瑞兒
和她的四個弟妹，與年輕的
父母一同住在密西西比河的
船屋上。那晚風雨交加，父
親必須將難產的母親送往醫
院，怎料這一離就是永別。
隔天，五個孩子遭警察強行
帶走，送往「田納西兒童之
家」，雖然大人們保證他們
很快就能與父母團聚，但未
知的黑暗仍逐漸朝他們襲

來，瑞兒拚了命要保住所有弟妹，不讓一家人再次被
拆散。2017年，聯邦檢察官艾芙芮由於在老人安養
院的一次意外遭遇，驅使她好奇地探索那段模糊隱匿
的家族史，沒想到竟就此踏上一條最終走向崩壞或救
贖的道路──端看她如何抉擇。這部令人動容的小
說，靈感源自美國史上一樁真實事件。兩個家庭、相
隔數個世代，因為叫人心碎的不公不義而發生永難癒
合的改變。

作者：麗莎．溫格特
譯者：沈曉鈺
出版：馬可孛羅文化事業

我得承認對有川浩的興趣不算特別
大，而她作為暢銷流行小說家，產量豐
富得來，有時候也難免出現水準參差的
情況。不過重拾對2009年《打工族買
屋記》的興趣，很明顯是因為時下日本
的樓市狀況，與當年所云已構成有趣的
對倒，作為年代鑑察的印記，確實有一
讀的趣味。
事實上，此小說後來於2010年改編
成電視劇時，中文譯名已把作者的用心
正名為《飛特族、買個家》──有川浩
的市場觸覺，正是以「飛特族」為本，
也即是我們粗而概之視之為廢青一族的
年輕人，如何洗心革面重拾「正軌」，
變成認真盡責的上班族，再透過買屋把
全家救贖來建構的一個勵志故事。
在2009年的時空中，作者很清楚擺
明車馬把兩個對立的觀念並置──飛特
族VS買屋。兩者表面上風馬牛不相
及，甚至理應呈對立狀態，前者的吊兒
郎當對萬事不痛不癢僅求餬口便馬虎度
日，確屬不少日本當代年輕人的寫照，
也即是小說前半部分對主角誠治刻劃的
面貌。只不過作者以樂觀及勵志的角度
去處理物語，沒有讓主角淪為獵奇式的

社會奇案類定型角色（最近獲芥川獎的
《便利店人間》就以此作為噱頭吸引眼
球），反而筆鋒一轉，把他描繪為孝順
的好兒子，在得知母親患上抑鬱症後醒
悟過來，發奮圖強成為另一個人。
好了，我想談的焦點在買屋上。有川

浩在小說中很明顯把買屋視之為一個隱
喻，也可說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主
角誠治由一個連養活自己也出現困難到
成為業主。當中透過買屋的過程，令到
自尊心過強的父親接受現實，也讓母親
得以逃離鄰舍冷言冷語的生活空間，以
及教已出嫁的大姐安心，簡言之，買屋
就是一次令全家重生的過程。當然，那
不是由胼手胝足到改變生活水平的脫貧
式隱喻，因為小說中的「買屋」其實是
由大屋搬小屋的衍變，即是中產家庭重
新面對實際景況，從而去調適接受的變
化，當中的「時代意義」正好由此產生
確立。
當中選房子的片段尤其令我感興趣。

「都內就不用看了。往琦玉的川越市一
帶，我找到不少含土地的獨棟中古屋，
屋齡大約十年，也去看過其中幾戶，離
車站十五分鐘的4LDK，還不到二千萬

圓。我們兩個的通勤時間多一點點，
但是爸你現在也是一個小時吧？那就
沒甚麼差別了。」
以上是誠治當自己的工作已踏上正

軌，於是向父親提出買房子的建議片
段，那是2009年的描述。好了，今天
的客觀現況又如何，不如看一看一些
現實的數據情況。《日本經濟新聞》
今年曾作出報道，指出東京、名古屋、
大阪這三大都市圈內有共336萬戶的
「空屋預備軍」，意思是當住在這些屋
的老人死後，就會變成空屋，因為當中
絕大部分是65歲的長者所居住的。他
們一旦死後，加上目前日本社會的少子
化現象，故此推算將不會有人遷入他們
剩下來的家宅去，因此二手住宅會出現
嚴重的供過於求情況。而且，其實日本
人一向不喜歡買二手住宅，對比起各地
二市房產在市場上的佔有率而言，日本
只有15％，與英國及美國均高逾80%，
絕不可同日而語。
另外，據不動產調查公司Dasu的新

事業開發部部長藤井和之指出，他們搜
集了各方面的情報，然後再計算出首都
圈的空置率，發現比例可謂驚人。當中

超過 50%的有
14 個區或市，
而在 60%以上
的也有7個區或
市。重災區就是
69.97%的東京
多 摩 市 及

66.36%的琦玉八潮市。如果再作長遠一
些的投影，據野村總合研究所發表的
《2030年住宅事情》，指出33年的住
宅總數量為七千一百萬戶，但空巢數字
高達二千一百五十萬戶，即接近三成，
情況極為嚴峻。
由2009年到2018年，乃至未來年代

的推算，客觀現實的變化令到今天重讀
《打工族買屋記》不得不多了很多聯想
──誠治一家在2009年購下琦玉市的
中古屋後會如何作後續發展？四周會空
巢迭見嗎？照推想父母應仍未辭世，而
且中古屋也肯定由誠治承繼，不會出現
上述提及的無人打理情況。但以買屋建
構出來的溫馨夢，在嚴峻的現實映照
下，似乎有川浩的樂觀期盼，也難以如
小說中所刻劃般落地生根……

小說內的樓市對倒 文：湯禎兆
書評

人類與人類與AIAI共存的藍圖共存的藍圖
文文：：李開復李開復
節選自節選自《《AIAI新世界新世界》（》（台灣天下文化出版台灣天下文化出版））

編按編按：：未來人類將如何與未來人類將如何與AIAI共存共存？？全球全球
人工智慧領軍人物李開復人工智慧領軍人物李開復，，以以3535
年年AIAI專業經驗專業經驗，，以及歷任蘋果以及歷任蘋果、、
微軟微軟、、GoogleGoogle頂尖科技公司全球頂尖科技公司全球
副總裁等重要職務對全球科技業的副總裁等重要職務對全球科技業的
了解了解，，在新書在新書《《AIAI新世界新世界》》中為中為
讀者分析未來世界的可能樣貌讀者分析未來世界的可能樣貌。。本本
版節選片段版節選片段，，以饗讀者以饗讀者。。

火的試煉火的試煉
新的社會契約新的社會契約

前方的挑戰將十分巨大前方的挑戰將十分巨大，，就像我在就像我在
第第66章敘述的章敘述的，，我預測在未來十五年我預測在未來十五年
內內，，就技術上而言就技術上而言，，美國有美國有4040％％∼∼
5050%%的工作可以被自動化的工作可以被自動化。。但是但是，，這這
並不是說並不是說，，這些工作將在一夕之間全這些工作將在一夕之間全
部消失部消失。。不過不過，，如果任由市場機制自如果任由市場機制自
然發展然發展，，世界各地的工作者世界各地的工作者，，將會開將會開
始承受巨大的壓力始承受巨大的壓力。。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和其他開發
中國家中國家，，受到衝擊的時間點可能不受到衝擊的時間點可能不
同同，，工作流失可能發生得更晚或更工作流失可能發生得更晚或更
早早，，視經濟結構而定視經濟結構而定，，但整體的趨勢但整體的趨勢
大致上相同大致上相同：：失業增加失業增加，，貧富不均擴貧富不均擴
大大。。
技術樂觀主義者可能會借鑑歷史技術樂觀主義者可能會借鑑歷史，，

以工業革命和以工業革命和 1919 世紀的紡織業為世紀的紡織業為
例例，，證明情況會愈來愈好證明情況會愈來愈好。。但是但是，，我我
也在前文討論過也在前文討論過，，這樣的論點愈來愈這樣的論點愈來愈
站不住腳站不住腳，，AIAI革命的規模革命的規模、、速度和偏速度和偏
重特定技能重特定技能，，將會迫使我們面對史上將會迫使我們面對史上
前所未見的全新挑戰前所未見的全新挑戰。。就算最嚴峻的就算最嚴峻的
失業預測沒有實現失業預測沒有實現，，AIAI也會嚴重加大也會嚴重加大
互聯網時代造成的財富不均互聯網時代造成的財富不均。。
我們已經目睹薪資停滯和貧富不均我們已經目睹薪資停滯和貧富不均
擴大擴大，，可能導致政治不穩定可能導致政治不穩定，，甚至造甚至造
成暴動成暴動。。隨着隨着AIAI 席捲全球的經濟與席捲全球的經濟與
社會社會，，這些趨勢很可能加劇又加快這些趨勢很可能加劇又加快。。
長期而言長期而言，，勞動市場會自我平衡勞動市場會自我平衡，，但但
在那之前在那之前，，我們必須先通過就業流失我們必須先通過就業流失
和不均擴大的火的試煉和不均擴大的火的試煉，，這些試煉可這些試煉可
能就會讓我們先嚴重脫軌能就會讓我們先嚴重脫軌。。
想要克服這些挑戰想要克服這些挑戰，，我們當然不能我們當然不能
被動反應被動反應，，必須主動掌握必須主動掌握AIAI為我們創為我們創
造的物質財富造的物質財富，，重建我們的經濟重建我們的經濟、、更更
新社會契約新社會契約。。罹癌帶給我的啟示雖然罹癌帶給我的啟示雖然
非常個人非常個人，，但我相信這些領悟也給了但我相信這些領悟也給了
我一個全新的觀點我一個全新的觀點，，思索我們如何共思索我們如何共
同應付這些問題同應付這些問題。。
想要打造一個能在想要打造一個能在 AIAI 時代繁榮發時代繁榮發
展的社會展的社會，，經濟會需要巨大的改變經濟會需要巨大的改變，，
文化和價值觀也是文化和價值觀也是。。過去過去，，長達幾世長達幾世
紀的時間紀的時間，，我們生活在工業經濟中我們生活在工業經濟中，，
相信自己在社會上的主要角色相信自己在社會上的主要角色（（甚至甚至
身份認同身份認同），），存於一份具有生產力存於一份具有生產力、、
可以賺取薪資的工作中可以賺取薪資的工作中；；如果沒有這如果沒有這
個個，，個人與社會最強的連結就消失個人與社會最強的連結就消失
了了。。隨着我們從工業時代轉型到隨着我們從工業時代轉型到AIAI時時
代代，，必須改變必須改變「「工作＝生活工作＝生活」」這樣的這樣的
心態心態，，不能繼續把人類當成生產力優不能繼續把人類當成生產力優
化演算法的變數化演算法的變數，，必須轉型到比以往必須轉型到比以往
更重視愛更重視愛、、服務服務、、同理心的新文化同理心的新文化。。
沒有任何經濟或社會政策沒有任何經濟或社會政策，，能夠用能夠用
「「蠻力蠻力」」改變我們的心改變我們的心。。但是但是，，在選在選
擇不同的政策時擇不同的政策時，，我們可以獎勵不同我們可以獎勵不同
的行為的行為，，逐漸把文化推往不同的方逐漸把文化推往不同的方

向向。。我們可以選擇純粹的技術治理方我們可以選擇純粹的技術治理方
法法，，把每個人視為一個待滿足的金融把每個人視為一個待滿足的金融
／物質需求組合／物質需求組合，，給所有人足夠生活給所有人足夠生活
的錢的錢，，讓他們不至於餓死或無家可讓他們不至於餓死或無家可
歸歸。。 事事 實實 上上，， 這這 種種「「全全 民民 基基 本本
收收 入入 」 （」 （Universal Basic Income,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UBI））的主張的主張，，近年來似乎愈來愈流近年來似乎愈來愈流
行行。。
如果作出這種選擇如果作出這種選擇，，我認為我認為，，將會將會
貶低我們的人性價值貶低我們的人性價值，，錯失了一個空錯失了一個空
前的機會前的機會。。相反地相反地，，我認為我認為，，我們可我們可
以運用以運用AIAI創造出來的財富創造出來的財富，，加倍下注加倍下注
於人類的獨特性於人類的獨特性。。想要成功做到這件想要成功做到這件
事事，，就必須改寫基本的社會契約就必須改寫基本的社會契約，，也也
必須調整經濟誘因必須調整經濟誘因，，獎勵對社會有益獎勵對社會有益
的活動的活動，，就像工業經濟獎勵對經濟有就像工業經濟獎勵對經濟有
益的活動一樣益的活動一樣。。
接下來接下來，，我會帶各位檢視三種適應我會帶各位檢視三種適應

AIAI經濟最常見的政策建議經濟最常見的政策建議，，很多都來很多都來
自矽谷自矽谷。。

「「33RR」」解方解方
矽谷提出的許多技術性解方矽谷提出的許多技術性解方，，大致大致
上可以分成三類上可以分成三類：：再訓練工作者再訓練工作者（（rere--
training workerstraining workers）；）；減少工作時數減少工作時數
（（reducing work hoursreducing work hours）；）；重新分配重新分配
所得所得（（redistributing incomeredistributing income）。）。每個每個
方法都瞄準了調節勞動市場的一個變方法都瞄準了調節勞動市場的一個變
數數，，分別是技能分別是技能、、工作時間和酬勞工作時間和酬勞，，
對工作流失的速度與嚴重性有不同的對工作流失的速度與嚴重性有不同的
假設假設。。
提倡再訓練的人提倡再訓練的人，，傾向相信傾向相信 AIAI 會會
慢慢改變市場需求的技能慢慢改變市場需求的技能，，如果工作如果工作
者能夠接受訓練者能夠接受訓練、、調整技能調整技能，，就不會就不會
發生人力需求減少的問題發生人力需求減少的問題。。提倡減少提倡減少
工作時數的人工作時數的人，，相信相信AIAI會減少人力需會減少人力需
求求，，但如果一周減為工作三但如果一周減為工作三、、四天四天，，
把同樣的工作時間分配給更多工作把同樣的工作時間分配給更多工作
者者，，就可以吸收人力需求減少的衝就可以吸收人力需求減少的衝
擊擊。。提倡重新分配所得的人提倡重新分配所得的人，，對對 AIAI
導致的工作流失預測最為悲觀導致的工作流失預測最為悲觀，，很多很多
人預測隨着人預測隨着AIAI進步進步，，會徹底取代會徹底取代、、驅驅
逐工作者逐工作者，，再多的訓練或調整工作時再多的訓練或調整工作時
數都沒有用數都沒有用。。相反地相反地，，我們必須採取我們必須採取
比較激進的重新分配所得方法來幫助比較激進的重新分配所得方法來幫助
失業者失業者，，更均勻分配更均勻分配AIAI 創造出來的創造出來的
財富財富。。接下來接下來，，我會討論一下這些方我會討論一下這些方
法的價值和陷阱法的價值和陷阱。。
提倡再訓練的人提倡再訓練的人，，通常會指出兩個通常會指出兩個
相關趨勢相關趨勢，，認為它們對準備面對認為它們對準備面對 AIAI
的轉型非常重要的轉型非常重要，，那就是那就是 11..））線上教線上教
育育；；22..））終身學習終身學習。。他們相信他們相信，，現在現在
愈來愈多的線上教育平台愈來愈多的線上教育平台（（免費和付免費和付
費的都有費的都有），），可能被取代的工作者擁可能被取代的工作者擁
有前所未有的管道有前所未有的管道，，可以取得訓練教可以取得訓練教
材和課程材和課程，，學習新工作需要的技能學習新工作需要的技能。。
這些平台──包括串流影音網站這些平台──包括串流影音網站、、線線

上編碼教學等上編碼教學等────是終身學習者的好是終身學習者的好
工具工具，，可以幫助他們不斷地更新技可以幫助他們不斷地更新技
能能，，順利轉入還沒有被自動化的新順利轉入還沒有被自動化的新
行業行業。。這樣的再訓練如果運作流這樣的再訓練如果運作流
暢暢，， 失業的保險經紀人可以利用失業的保險經紀人可以利用
CourseraCoursera 之類的線上教育平台之類的線上教育平台，， 成成
功轉職為一名程式設計師功轉職為一名程式設計師。。如果新如果新
的工作再度被自動化的工作再度被自動化，， 還可以再訓還可以再訓
練一次練一次，，也許這次變成演算法工程也許這次變成演算法工程
師師，，或是心理醫師或是心理醫師。。
透過線上平台終身學習透過線上平台終身學習，，當然是很當然是很

棒的主意棒的主意，，而且我也相信工作者接受而且我也相信工作者接受
再訓練再訓練，，會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會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這個這個
方法特別能夠幫助第方法特別能夠幫助第 66 章兩張就業風章兩張就業風
險評估圖險評估圖「「慢變區慢變區」」中的工作者中的工作者，，讓讓
他們保持領先他們保持領先AIAI的能力的能力，，更具備創意更具備創意
思考思考，，或是在非結構化環境工作的能或是在非結構化環境工作的能
力力。。我也喜歡這個方法我也喜歡這個方法，，能夠為這些能夠為這些
工作者創造個人成就感工作者創造個人成就感，，以及掌控生以及掌控生
活的自主感活的自主感。。
但是但是，，考量到考量到 AIAI 對就業衝擊的深對就業衝擊的深
度與廣度度與廣度，，我擔心我擔心，，這種方法無法解這種方法無法解
決大量失業的問題決大量失業的問題。。隨着隨着AIAI持續佔領持續佔領
新行業的工作新行業的工作，，就業者每隔幾年就必就業者每隔幾年就必
須轉行須轉行，，要快速學會別人花了一輩子要快速學會別人花了一輩子
才練就的技能才練就的技能。。由於自動化的速度和由於自動化的速度和
路徑並不確定路徑並不確定，，這使得情況變得更加這使得情況變得更加
複雜複雜。。就連就連 AIAI 專家也難以預測哪些專家也難以預測哪些
工作在未來幾年會被自動化取代工作在未來幾年會被自動化取代，，我我
們真的能夠期望一般工作者們真的能夠期望一般工作者，，可以正可以正
確選擇自己的再訓練計劃確選擇自己的再訓練計劃，，準確預測準確預測
未來幾年哪些工作比較安全嗎未來幾年哪些工作比較安全嗎？？
我擔心我擔心，，工作者將會陷入換來換去工作者將會陷入換來換去

的狀態的狀態，，就像動物遇到不斷高漲的洪就像動物遇到不斷高漲的洪
水水，，自動就會從一塊岩石跳到另一塊自動就會從一塊岩石跳到另一塊
岩石去岩石去，，尋找更高處尋找更高處，，以求安全以求安全。。再再
訓練確實可以幫助很多人在訓練確實可以幫助很多人在AIAI 經濟經濟
中找到工作中找到工作，，但是我們必須實驗不同但是我們必須實驗不同
的方法的方法，，設法擴大再訓練的規模設法擴大再訓練的規模，，讓讓
這件事變得非常普及這件事變得非常普及。。不過不過，，我認我認
為為，，我們不能只靠這種比較隨意的方我們不能只靠這種比較隨意的方
法法，，應付即將橫掃全球勞動市場的大應付即將橫掃全球勞動市場的大
規模破壞力量規模破壞力量。。

工作共享工作共享？？
在這裡在這裡，，我必須說明一點我必須說明一點，，我相信我相信

教育會是解決未來教育會是解決未來AIAI 失業問題最好失業問題最好
的長期解方的長期解方，，畢竟人類數千年來早已畢竟人類數千年來早已
證明我們在技術創新證明我們在技術創新，，以及自我訓練以及自我訓練
新技能以適應創新這兩件事上新技能以適應創新這兩件事上，，擁有擁有
驚人的能力驚人的能力。。但是但是，，由由AIAI造成的改變造成的改變
發生的規模與速度發生的規模與速度，，不會讓我們有餘不會讓我們有餘
裕可以只靠周期很長的教育革新裕可以只靠周期很長的教育革新，，就就
跟得上我們自身發明不斷改變的需跟得上我們自身發明不斷改變的需
求求。。很多人都了解這樣的破壞力量可很多人都了解這樣的破壞力量可
能有多大能有多大，，例如谷歌共同創辦人賴例如谷歌共同創辦人賴
利利．．佩吉佩吉（（Larry PageLarry Page））等人等人，，甚至甚至

提出更激進的主張提出更激進的主張：：一周改成只要工一周改成只要工
作四天作四天，，或是讓多人或是讓多人「「共享共享」」同一份同一份
工作工作。。這種主張還有一個版本是這種主張還有一個版本是，，把把
一份全職工作拆成好幾份兼職工作一份全職工作拆成好幾份兼職工作，，
讓更多工作者可以分享愈來愈稀缺的讓更多工作者可以分享愈來愈稀缺的
工作資源工作資源。。諸如此類的方法諸如此類的方法，，都代表都代表
大多數工作者的薪資可能減少大多數工作者的薪資可能減少，，但至但至
少可以避免他們完全失業少可以避免他們完全失業。。
一些很有創意的工作共享方法已經一些很有創意的工作共享方法已經

實施實施，，2008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美
國有好幾州實行工作共享的方法國有好幾州實行工作共享的方法，，避避
免因為業務突然暴跌免因為業務突然暴跌，，導致公司大量導致公司大量
裁員裁員。。很多面臨業務危機的公司很多面臨業務危機的公司，，並並
不是直接解僱一部分的員工不是直接解僱一部分的員工，，而是讓而是讓
一部分的員工減少工作時數一部分的員工減少工作時數2020%∼%∼
4040%%，，然後地方政府提供部分的損失然後地方政府提供部分的損失
補助補助，，通常是通常是5050%%。。這種方法在某些這種方法在某些
地方運作得很好地方運作得很好，，讓公司和員工不必讓公司和員工不必
遭受裁員的風暴遭受裁員的風暴，，以及日後業務好轉以及日後業務好轉
後又得重新徵人的麻煩後又得重新徵人的麻煩，，也幫助地方也幫助地方
政府省下原本必須支付的全額失業救政府省下原本必須支付的全額失業救
濟金濟金。。
工作共享的安排工作共享的安排，，有助於減少失有助於減少失
業業，，尤其是在兩張就業風險評估圖尤其是在兩張就業風險評估圖
「「結合區結合區」」中的工作中的工作。。這些工作由這些工作由
AIAI 負責執行主要的任務負責執行主要的任務，，只需要少量只需要少量
的員工來和顧客互動的員工來和顧客互動。。如果執行得當如果執行得當
的話的話，，這些安排可以當作政府補助或這些安排可以當作政府補助或
誘因誘因，，讓公司繼續僱用更多的員工讓公司繼續僱用更多的員工。。
但是但是，，這種方法雖然可以應付短期這種方法雖然可以應付短期

的衝擊的衝擊，，恐怕無法應付恐怕無法應付AIAI對就業市場對就業市場
的持續巨大衝擊的持續巨大衝擊。。現存的工作共享方現存的工作共享方
案案，，只補助薪資損失的一部分只補助薪資損失的一部分，，工作工作
者的實質所得還是減少者的實質所得還是減少。。如果只是暫如果只是暫
時性的經濟危機時性的經濟危機，，工作者或許能夠接工作者或許能夠接
受這種安排受這種安排，，但肯定沒人想要薪資長但肯定沒人想要薪資長
期停滯或向下流動期停滯或向下流動。。一個人原本每年一個人原本每年
可以賺可以賺 2020,,000000 美元美元，，你告訴他／她你告訴他／她
現在每周工作四天現在每周工作四天，，年薪降為年薪降為
1616,,000000 美元美元，，這種方法肯定並不會被這種方法肯定並不會被
低收入者擁戴低收入者擁戴。。
當然當然，，如果類似方法還能夠更有創如果類似方法還能夠更有創

意一點意一點，，或許能夠修正這點或許能夠修正這點，，所以我所以我
鼓勵企業和政府繼續做實驗鼓勵企業和政府繼續做實驗。。但是但是，，
我擔心這種方法我擔心這種方法，，遠遠不足以應付遠遠不足以應付
AIAI 對勞動市場造成的長期壓力對勞動市場造成的長期壓力，，所以所以
可能得採取更激進的重新分配所得的可能得採取更激進的重新分配所得的
方法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