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錢人的生活哲學
文／愚庵    圖／編輯部

當你死的時候，身邊還留著一大堆財富，

那是一生最大的恥辱。

─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

前言

這個世界所有的紛擾，大部分源自於

金錢的需索。但是，很少人理解：金錢不

等於是財富，只是衡量財富多寡的其中一

個指標，真正的財富必須包括健康和金錢

及人格。所以有一句話說：「年輕時候，

用健康交換財富；老的時候，用財富交換

健康。」，但是，這樣的交換，不一定會

成功，更何況真正的幸福，絕不是由財富

多少衡量，還要看整體社會的環境，如同

印度鋼鐵大王翁巴尼 (Mukesh. Ambani)，

住在孟買 10億美元的豪宅，每天從窗戶望

出去，盡是貧民區，心情肯定不佳，為了

好心情，只好丟下豪宅，搬家！

千百年來，窮人和富人，生活就像天

堂和地獄之別，因此全球近 200個國家，

除了少數健康以外，多數社會生病，因為

財富分配出問題，這個世界才開始不安，

YUAN MAGAZINE82

源新
圓心

w
w

w
.t

aip
ower.com.tw



為了爭奪擺平財富的分配不公平，而不惜

走向戰爭，從古至今，豪強欺凌弱小，戰

爭就是掠奪的藉口，是無法爭辯的事實。

2016年 8月 29日，拉丁美洲的哥倫

比亞，宣布內戰結束，這場內戰打了 52

年，創下金氏紀錄，由哥倫比亞共產黨組

成的代表窮人想翻身的革命軍，從 1964

年對執政黨政府發動內戰直到今天。革命

一開始，他們利用販賣毒品古柯鹼，取得

革命軍費，到最後，財務每況越下，只能

靠綁票有錢人維生。這個時代，革命是因

為不公平而鳴，但是，沒了金錢，也革不

了命，單靠綁票勒索有錢人，成不了氣候，

所以革命軍不革命了，放下武器回到體制

內搞鬥爭吧。

哥倫比亞是一個沒錢，就沒革命的例

子，看起來，這是走向文明的好機會；但

是，位處隔壁的委內瑞拉，卻是有錢也鬧

革命，導致從去年開始國家經濟通膨，兩

年一路通膨到 800%，真是不可思議，委

內瑞拉貨幣變成比影印紙還便宜，一個漢

堡 20美元。委內瑞拉過去曾經是全世界

人均所得第 4高的國家，但是，從 1999

年查維斯 (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上

台，實施「新共產主義」，外資紛紛逃離，

查維斯把所有工廠全部收歸國營，希望創

造一個均富的社會，但是只有憑恃委內瑞

拉是南美最大石油輸出國，一旦油價暴

跌，國內經濟立刻陷入困境，過去許多產

油國家重蹈覆轍者屢見不鮮，富人有錢有

腿，有路線逃離國家，剩下跑不掉的窮人，

只能哀號上街。

拉丁美洲 20幾個國家，歷史上幾乎

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二戰前沒有被戰爭

波及，戰後卻成了納粹戰犯逃亡之地，不

久就捲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抗賽。

但是，雙方口號一樣，都是反對獨裁軍政

府，戰爭長達 30年，哥倫比亞打了最久，

現在只有委內瑞拉和古巴，還站在社會主

義這一邊。簡單說：資本亞當斯密打敗了

共產馬克思，古巴被美國採用 60年經濟

封鎖政策，窮到一貧如洗，在今年三月才

和美國和解，借由歐巴馬訪問古巴，結束

意識形態對立，也是貧富間的開始對話。

但是，古巴是否堅持共產路線，或者會學

習中國大陸，政策急轉向右彎，解除物價

管制和物資配給制度，變成實施市場自由

經濟？全世界還在看。

很多問題，其實不在意識形態，而在

政策執行面，想要變成富強的國家，各出

奇招。像新加坡，以低稅率方法吸引全世

界有錢的人來移民，各項稅率只有臺灣一

半，所以構造有錢人的世界。有了錢，治

安社會生態環境，也相對較穩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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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財富的態度是否有偏差？我們能否

控制人性永無止盡的貪婪？我們能否知足

常樂？通常，控制不了財富，社會就會出

問題。

2008年，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破產倒閉，從美國延燒到全

世界的金融風暴，就是個鮮明例子，這次

風暴橫掃美國華爾街，搞金錢遊戲的投顧

銀行 CEO，成為中產階級眾矢之的，很少

上街的沉默大多數，紛紛走上華爾街，抗

議投資銀行老闆，自養自肥，搬走財富，

造成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的社會。寫過《民

主在美國 (Democracy in America) 》的

托克維爾 (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說：「美國民主的基石，就是

中產階級，有房有車，生活才會穩定。」，

但是，日本學者大前研一 (おおまえ • け

んいち )在 2000年就提出：整個世界貧富

不均，情況越演越烈，一旦中產階級減少，

社會的貧富對立，就會失控，陷入準革命

狀態。前不久，臺灣軍公教人員擔心財富

流失，15萬名中產階級，走上街頭，就是

一個警兆。

寫《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

的亞當斯密 (Adam Smith)認為：貪婪是經

濟發展的推手。看樣子，好像鼓勵人性貪

婪，大家應該努力賺錢；可惜很多人卻忘

了他也寫了一本《道德情操論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告訴人類要控制

貪婪，否則財富會變成動亂源頭。但是，

有錢人是如何看待財富呢？

有錢人分兩種：會用錢，和不會用錢。

錢只是數字，不用白不用，會用錢是造福

社會；不會用，成為守財奴，只會危害社

會。

窮人相信有錢有幸福，但是，根據調

查，金字塔頂端的有錢人，80 % 不相信金

錢可以帶來幸福。

活在金字塔頂端的人

根根據聯合國統計：財富金字塔頂端

的人口占總人口 1%，控制了全世界財富

80%；反過來看，99 % 的人口，才分配

20%財富。所謂頂端金字塔，就是超級巨

富，現在所謂超級巨富的財富，是以 10億

美元基本起跳，全球上榜的人，超過 1,000

人。40年前，美國的所謂巨富，就是百萬

富翁，可見貧富差距，已是差之千里。現

在我們把《富比世》（Forbes）雜誌上富

人榜名單如表１。

中國大陸最有錢的地產大王—王建林

以 250億美元，排在 18名，香港李嘉誠

以 220億美元排到 20名，至於臺灣郭台

銘或旺旺集團已經在 200名以外了，頂新

集團更不用說，今年在中國大陸，已經虧

損 4,000億台幣，連香港恆生指數也被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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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見富豪只要有不名譽事件上身，

絕對會影響財富的累積。

從以上這些有錢人的發跡原因來看，

有錢的理由大源自於時代的變遷。第二次

大戰以後，貧富差距縮短，戰爭使社會國

家經濟蕭條，歐洲被戰火波及更甚，美

國算是戰爭中的兵工廠，也是受損最少的

國家，所以恢復元氣最快。從 1950年到

1980年，中產階級從美國崛起，但是，

1980年以後，新科技出現和全球化運動，

造成財富越來越集中，大型跨國企業運

作，成為趨勢，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比爾蓋

排名 姓名 描述 資產

1 比爾．蓋茲（Bill Gates） 美國微軟（Microsoft）創辦人 750億

2 奧爾特加（Amancio Ortega） 西班牙颯拉（Zara）集團創辦人 670億

3 巴菲特（Warren Buffett） 美國柏克夏海瑟威（Berkshire Hathaway）公
司創辦人

608億

4 史林（Carlos Slim Helu） 墨西哥通訊 (telecom Mexico)大亨 500億

5 貝佐斯（Jeff Bezos） 美國亞馬遜（Amazon.com）公司創辦人 452億

6 祖克柏（Mark Zuckerberg） 美國臉書（Facebook）公司創辦人 446億

7 艾利森（Larry Ellison） 美國甲骨文（Oracle）公司創辦人 436億

8 彭博（Michael Bloomberg） 美國彭博（Bloomberg）公司創辦人 400億

9 查爾斯．科克（Charles Koch） 美國科氏工業集團（Koch Industries）創辦人 396億

10 大衛．科克（David Koch） 美國科氏工業集團（Koch Industries）創辦人 396億

(單位：美元 )表１ 富人榜名單

資料來源：美國《富比世》（Forbes）雜誌，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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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一直保持全球首富地位多年，微軟生產

的視窗，是所有電腦必備的工具，全世界

有多少電腦一開機，就會用到視窗，等於

一開機，大家就要印鈔票給微軟，這個公

司當然永遠不倒，除非另一個發明可以取

代他，這也是全球化的結果，把世界連結

在一起。因此，比爾蓋茲捐出去的錢，最

後還是回到自己口袋，捐出去越多，回來

越多；「臉書」的道理一樣，每分每秒，

人類掛在社群網站上互動，除非你要封閉

自己，與世孤立。

當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國家和人

民之間的關係，也產生變化，許多大集團

大財閥，越來越不受政府的控制。所以，

富豪的財富可以控制國家的局面就產生

了，因為，跨國集團所控制的經濟影響力

已大到政府不能讓它倒的情況。2008年的

美國次貸風暴，美政府最怕的並不是人民

上街抗議，反而擔心大銀行倒閉，大集團

出走，引發更大的風暴，甚至造成更慘的

蕭條期。所以，必須先穩住銀行失血，從

國家印鈔票，拯救銀行，這才是讓中產階

級火大的原因。

其次，全球化運動也使新興國家受益，

大量的資金在世界上流動，尋找更便宜的

勞工，最早受益的就是中國大陸，因為龐

大的勞動人口，工資便宜，很快吸引流動

資金進入，中國大陸變成世界工廠，是強

力吸鈔機，卻也搞壞國家生態環境，禍福

之間，實在很難衡量！等到中國大陸人民

富了，薪水高了，這些世界資金又流向第

三世界的新興國家了，在後面控制資金的

藏鏡人，就是操縱全世界經濟的人。

有錢人的生活

你可以想像：躲在世界幕後有錢藏鏡

人的生活嗎？每天睡到自然醒，或吃好，

穿好，住好？或者上述都不是？當你有錢

的時候，最早可以享受的，其實不是山珍

海味，而是自由，你可以搞失蹤，從地球

上消失，這也是那麼多人追求財富的原因，

這個世界上多數人不自由，因為我們被「想

要活下去」這個動機逼迫，有時候，你努

力拋開一切工作，出外旅行幾個月，最後

你還是要回到工作崗位；但是，有錢人沒

有這種壓力，因此，許多專家研究：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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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人，活到幾歲？要存多少錢，才可以

算是自由？這個問題其實很難回答，而

且，自由不等於幸福，很多有錢人每天睡

到自然醒，沒有壓力，但是並不快樂，因

為快樂因素還包含外部因素。有一個故事

說：有一位瑞士籍的老闆，安排了一次非

洲狩獵假期，他到了非洲以後，每天看到

為了飢餓受苦的人民，自己卻在森林中打

獵，這位老闆開始感到強烈的罪惡感，罪

惡感造成憂鬱不快樂。回到瑞士後，一樣

悶悶不樂，有錢人看了很多醫生，找不到

病因，有一天他看到一個電視節目，報導

非洲的饑荒，他才領悟：問題出在那一次

非洲的旅行。所以他把身邊所有財富捐給

非洲救濟單位，才發現很久不見的快樂回

來了。

金字塔頂端的人，也會出現這樣的罪

惡感，反省自己是否從這世界拿了太多資

源，造成其他人貧窮。但是，有錢人通常

不喜歡討論貧富差距，這個字眼很敏感，

其實有錢人多數常慷慨解囊把錢捐出去，

如同巴菲特和比爾蓋茲，他們的慈善基金

會是全球最大的基金會，運作基金超過

五百億美元，可惜，這個世界的貧窮，永

遠拯救不完。

如果你想使用比爾蓋茲的基金會，只

要上網，提出創意的計劃，審查通過就可

以了，但是條件是這個計劃必須是對改善

人類生活有幫助，例如改善沙漠生活的用

水，或如何降低茲卡病毒傳染等等計畫。

沒錢的人想沾一沾有錢人的磁場，希

望和有錢人吃頓飯或見面，巴菲特去年提

出的見面條件：每人 10萬元美金，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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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限制。仍然有人捧錢大排長龍報名，

這些錢會進入慈善基金會手中。如果你沒

錢，卻又想要一睹富豪風采，每一年的「達

佛斯論壇 (Davos Forum)」是最佳機會。

這個論壇是專門為金字塔頂端的富者而創

設舉辦，受邀者身價必須是 10億美元起

跳，有錢人聚會，所談的無非是世界趨勢，

如何解決世界問題等等。

有錢人並不怕繳稅，問題出於這個世

界的稅制，無法讓有錢人多繳稅，尤其是

免稅國家太多，包括英屬維京，開曼群島，

巴拿馬等等，99 %的跨國公司，會在這些

地區設立公司，進行交易，避開稅捐，因

此愛爾蘭抱怨蘋果公司不繳稅，奧地利抱

怨星巴克和臉書不繳稅，每一年，國際間

大公司逃稅或避稅，超過 5千億美元，如

果這些錢可以進入各自所屬國家口袋，祖

國政府肯定不會喊窮，也就不會發生人民

上街抗議的事情。

貧富差距的衡量

寫《21 世 紀 資 本 論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

(Thomas Piketty)說：「有錢人生育率降

低，很多家庭只有一個孩子，不像過去，

有錢人可以娶很多妻子，就像回教國家，

財產可以分配給更多人，可以降低貧富差

距。」，所以他認為讓富人娶更多妻子，

是降低貧富差距的最好方法。這句話也許

是笑話，卻也是事實，又很實際，多數富

者想要養小三，卻又怕法令，只好搬到回

教國家。

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數，稱為吉尼指

數 (Gini index)，從 0.1開始，如果一個國

家的指數超過 0.5就是危險指數，美國、

中國大陸、香港，都超過 0.5，臺灣也在

0.5指數邊緣；再者從財富分配也可以看出

貧富差距，以北歐幾個國家來看，頂端的

20%人口，擁有財富 30%左右，但是，

臺灣、中國大陸、香港、美國，頂端 20 % 

人口，擁有財富達到 80%，顯示財富分配

嚴重不均。

從財富分配均衡的國家來看，北歐幾

國，排在聯合國所謂十名幸福國度之內，

原因很簡單：財富是尊嚴的代表，當你認

為自己賺錢不會比人少的時候，尊嚴就來

了，而這種尊嚴，需要國家教育去改造，

瑞典和挪威的平等尊嚴理念，推廣了 30

年，才能到達今日水平。一個平等的社會，

一定是比較快樂的社會，而北歐國家的受

薪階級，也是全世界職業別的薪資差距最

小的國家，領最多錢的總理薪水，和領最

少錢的麥當勞清潔工人，相差只有兩到三

倍，但是，總理大人不會覺得自己領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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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覺得幹總理，不應該高高在上，所以自

己開車，自己煮飯，甚至搭公車上班。北

歐是實踐人人平等的國家，財富共用，互

相尊重，也難怪是全球最適宜人居的首

選。這些地方又冷又凍，卻又吸引人，簡

單說：社會沒有歧視，難民也備受禮遇，

你以為這是共產主義，其實是資本主義，

但是北歐國家卻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所

有教育醫療全部免費，這種國家當然讓人

民幸福。聯合國調查：排名前十位最清廉

的國家，皆在北歐幾國，實現真正的人間

烏托邦，而亞洲地區，只有新加坡入列。

在挪威，總理以下的受薪薪資最高

者，不是醫生，也不是律師，而是礦工，

在瑞典或挪威，是以職業危險等級，評估

薪水的國家，而不是靠教育程度，他們注

重職業訓練大於讀死書拿文憑。他們的稅

率也是高低有別，高收入者，會交多一點，

就算違規罰款，也是一樣高低有差，開豪

華車種，違規罰更多，這一點和德國相似。

亞洲國家中，經濟條件人均所得，可

以和北歐國家相比，就是新加坡，但是文

化不一樣，情況也不同。新加坡的總理和

部長是全世界薪資最高的幾十名，但是，

新加坡工資是浮動的，總理和部長薪水會

隨著國家每年人均所得高低，而訂定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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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的薪資，新加坡政府有一個薪資制定局，

每一年核定不同職業薪資，官員表現不好，

也會降薪，不會一成不變，變成鐵飯碗。

亞洲地區，只有香港特首薪資，可以和新

加坡總理一較高下，新加坡李顯龍月薪大

約兩百萬台幣，香港特首也差不多，但是，

新加坡一般公務員薪資大約是 10萬台幣起

跳，年資等級再加上去，香港公務員薪資

和新加坡差不多，但是，不同的是新加坡

的公務員薪資，大約是私人企業三分之二

而已，在新加坡，多數菁英人才選擇進入

私人企業就業，而非公務員；而香港公務

員從港英時代到回歸後，薪資結構很少改

變，香港總收入約 70 %用在公務員人事

費，所以一般小民當然無法受到良好照顧，

小百姓工資從 3,000港幣到 1萬港幣，很

少超過公務員，這也是香港幾十年來，形

成貧富差距擴大的因素。

新加坡和香港，拿最高級薪資的總理

特首，薪水和挪威或瑞典總理比一下，大

約是北歐國家 6倍之多，但是，國家治理

能力卻不見得成正比，最大的原因是：華

人政治還是家父長制度，政府管理者總認

為自己是高人一等，是統治者；百姓是被

統治者。說穿了，華人社會還停留在儒教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狀態，因

為自認自己是統御者，無人可取代，所以

薪水要拿比別人更多；人民總是笨，有飯

吃就可以。所謂職業無貴賤，完全是口號，

若要學習北歐國家落實平等，不管白領或

藍領，薪資差距縮短的精神，還必須走很

長的路。

1997年港英政府結束統治，中國大

陸自己實施工農兵制度，公務員薪水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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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總書記每月 12,000人民幣，低層

公務員大約 5,000人民幣起跳，當然，中

國大陸官員私底下拿更多，是公開秘密，

這也是貪腐主因，部長以上或更高級別，

有權力的人，收賄是常態，否則不至於有

一兆美元流出去美國各地了。政府一旦換

領導人，還要開始掃貪，下紅色追緝令，

但是，中國大陸接收香港後，為了穩定政

局，不敢改變陋規，所以讓香港公務員維

持高薪制度，列入基本法保護，所以公務

員薪資比起英國本土政府還要高。

回頭看看臺灣

最近臺灣社會為了年金改革問題，

已經吵翻天，因為臺灣現在的幸福是假幸

福，簡單說：「是向銀行和下一代借貸來

的幸福。」。

主要的問題是臺灣經濟，十幾年來一

直停頓不進，人均所得停留在原地踏步，

造成薪資大倒退，國家財政因為過去「苦

農工，養軍公教」的政策制度指導下嚴重

失衡，如果不改革，一旦國家財政破產，

下一個希臘的例子就可能是臺灣。

過去除了不同版本的退休制度太混

亂以外，臺灣目前的職業薪資差別等級太

大，最低的勞工和位階最高的總統，薪資

差距 20倍，本來是 40倍，被阿扁總統

砍掉一半，這還不算其它總統特支業務開

銷，包括出門要用車，怕暗算要保鑣等等。

目前，所有民主國家或共產國家，對於實

施老年保障社會福利制度，大部分是全體

適用，只有基本保障，你想更好只能自己

去繳其它保險，過去是總統也好，大將軍

也罷，只要脫下制服，下了台退了休，大

家一樣是老百姓，自己想過更好退休日

子，在退休前，自己就要多存一點，這樣

才是公平。退休以前，工作不同，待遇不

同，也是自然，就算極端不平等也罷了，

但是，退休後，制度還不平等，政策執行

面就有待商榷了。

世界上不會有萬代不變的制度，民主

國家也不會有永遠的帝王制度，跟隨世界

的潮流改變，才是王道；更何況，臺灣過

去很多社會制度，悖離主流世界太遠了，

現在談改革，只是讓它走回正道而已，也

讓臺灣社會更有公平正義。

身上有錢的人，應該體諒窮人，發揮

慈悲心，畢竟生命短暫，揮一揮手，甚麼

也帶不走，一個人活的好，不會比大家活

的好更快樂。我相信：如果臺灣有一個追

求的國家目標，讓我們學習北歐諸國，讓

臺灣有一天也成為幸福國度，生態永續、

均富、尊嚴，人人平等。

但是，這樣的理想不是靠窮人革命，

而是靠有錢人想通了，不爭了，放下了，

這個理想很快可以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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