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1通識新世代

年廿八那天，我在家中執
拾書籍，將它們分門別類地存
放進書櫃裡。在眾多書籍中，
我最喜歡讀一些海外的中國研
究。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
中國研究叢書》是我收集得最
完整的叢書，目前我已集齊全
套，共有百多本高水平的漢學
著作。每年年初，我會定下一
個閱讀全套叢書的目標，每3天
看完一本，但已失敗了多次，
令我面對着一種無形的壓力。
反觀我們的一生，何嘗不是面
對很多目標、標準、計劃，迫
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年初三早上，我翻閱了閻
晗編著的《弘一法師教你家中修行》（香港：
中華書局，2012年）（右上圖），令我對這些
人生必須面對的 「目標」和 「標準」，產生了
一種全新的想法。

我們每個人都是背着背囊（一些標準）在
人生路上行走，負累的東西少，走得快，就能
盡早接觸到生命的真意。放棄實權虛名，勇敢
大膽地放下。如果不懂得放下，我們面對瑣碎
的生活，令我們認識不到生命的意義。彼岸人
人想去，難在是放不下。弘一法師主張，世間
形形色色，我們所愛的、憎的、苦的、怕的，

我們要試圖包容。它們來了，
我們淡然處之；放不下，是因
為沒看破。佛法在分析人生的
基礎上更看破人生。看破人生
實際上是對於人生價值的肯
定，因為我們只有透過醉生夢
死的虛幻人生，看破功名利祿
是過眼雲煙，才能夠顯示人生
的價值。看得破就能放下，也
就不再執於小我，這樣就能步
入解脫之道。

執念某些標準和目標指的
是一種心境。覺悟是超脫自我
的大境界，掙脫自己的執念編

織的繭、超脫自我的藩籬才能真正覺悟。放棄
執著的信念，無論對人、對事、對自己，都留
一份反思的空間，不要把執著變成愚昧的固
執，那種固執會讓你看世界的眼睛失之偏聽偏
頗，失去很多。

從弘一法師的想法中，我想今年我仍會以
閱讀整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為目標，但不
會再執著一些自訂的 「標準」，強迫自己3天
看一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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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點知識點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1970年前，大部分衣服都是自家
製，或找裁縫縫製。1970年之後， 「成衣」（ready to wear）由於可
以大量生產、價格降低，各類尺碼齊備，大部分人都即買即穿。成衣
是標準化的產品，同一款式的衣服件件一樣。這種標準化的生產方
式，由服裝推廣至其他家居用品以至飲品、食物，便是現時流行的快
餐、即食麵等等。

個人遷就產品
標準化的後果是，產品只適合 「一般人」，太肥太瘦，太高太

矮，或手長腳短的人，便不易買到合身的衣服，訂做價錢又貴。自家
製的食物，往往比標準化的快餐，貴幾倍至幾十倍。結果是個人遷就
衣服，不是衣服按照個人的需要而縫製。大多數人的身形亦逐漸標準
化，不符合標準的，被 「迫」要瘦身或健身。

化妝品標準化生產後，人們連樣子都變得差不多，個個都追求
「美白」，是真的因為美白是美的標準，還是要跟大隊？連文化產

品，例如電視劇、電影、歌曲、小說等等，都受標準化的影響，而變
得一式一樣時，人人的喜好、話題，乃至性格都變得標準化。社會學
家都跟隨馬克思，把這種現象稱為 「異化」。

有訂單 才生產
這個趨勢在1980年代後有了重大的改變，不是因為人們思想改變

了，而是電腦、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生產方式。從此，生產商可以
在全球任何一個角落，找到最便宜的原材料，可以把工廠搬到窮國，
僱用最廉價的工人，令物品的價格不斷下降。可是，靠降價也難競爭
時，生產商只好改變生產方式。

過去是做好了產品才推出市場，但產品不暢銷，存貨累積，生產
商及零售商都要蒙受巨大的損失。改用 「按需製造」（MOD─made
on demand）的生產方式，可以減低蝕本的機會。顧客在網上訂購產
品，可以順便選擇顏色、功能等等，生產商接到訂單才製造。理論
上，每件產品都賣得出去，生產商不用儲備大量存貨，節省不少成

本。雖然不是每種產品都可以
用這個方式生產，比如化妝品、電影等等便不能 MOD，但今天這生
產方式已越來越普遍，恍如回到昔日自家製的年代。

個人主宰用品
電腦和手機跟其他標準化的產品最大的分別，正是前者可以 「自

行設定」（customize），意思是：每部電腦都齊備各種功能，但每個
人毋須全部用上，只須按個人喜好及需要，設定桌布、背景色調等
等。瀏覽器亦可自行設定 「我的最愛」。你的電腦或手機便徹底個人

化，成為你的電腦、你的手機，而
不只是一部電腦、一部手機。

「自行設定」讓用家感覺
自己主宰用品，而不是給用品
主宰。習慣了，對標準化的產
品便會遠離。所以，MOD 最

受i世代歡迎。他們不會再為一首歌買一隻CD，寧可在網上付錢下載
那首歌。除非沒有選擇，否則他們一定選購可 「自行設定」的物品。
自家製的東西，包括食品、飾物、歌曲、自拍，越來越受歡迎，是否
與此有關？ 撰文：博文

由中菜及西餐的菜牌，都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別。西餐比較透
明，吃的牛扒是牛身體哪部分的肉、有什麼配菜、怎樣烹調、是焗是
烤是炸，甚至醬汁用什麼材料配製，都明明白白的在菜牌中寫明，亦

容許顧客按自己的口味更改，如不要黑椒汁改燒汁……比較接近
「按需製造」（MOD）的生產方式。中菜則平價菜會講明：如菜

遠炒牛河，但若客人不問，不會告訴你菜遠是什麼菜，更不會讓
你選擇什麼菜。至於飲宴時的 「金玉滿堂」、 「大吉大利」等等
是什麼菜式，更要端上桌才知了！

見微知著 中西菜牌見生產模式

▲標準化的後果是，
產 品 只 適 合 「 一 般
人」，不符合標準的，
被「迫」瘦身

▶現今的成衣都大量生
產，花時間編織毛衣的
人愈來愈少

兒時參與家庭作業─小型加工
廠，當年已在課餘時擔任裁衣部主管。
「開料」時根據不同 「紙樣」，按訂單之

出口地找出合適的尺碼。美洲、歐洲、非
洲各有不同的體型規格， 「L、M、S」、
「46、48、50」、 「10、12、14」系統各

異，尺碼、顏色之數量亦有不同比例。這
使我早就認識了不同地域人體尺碼之差
距，甚至顏色之喜好。

當時以度身裁衣為時尚。所以 「裁
縫」也自成一個行業。時至今日，大家都
會根據不同的品牌及品牌專線，而選購最
適體的衣服。

應用於生活與發明，也是源出一轍。
喬布斯的成功，也是因為在 IT 產品上作
「人性化」不斷修訂；最偉大之處便是能掌握我們這

階段的願望、奢望而創造發明，雖然 「鐵金剛」、
「叮噹」、 「職業特工」電影已提供了不少靈感，但

喬布斯把這些人性化的需求落實到生活中，藉分享與
APPS的創造，不斷擴展也不斷提升。

天窗出版社的《蘋果創意——喬布斯非同凡
「想」創新力》（右上圖），卷首引用了蘋果教主喬

布斯的名言： 「創新，正是領導人與追隨者的差別所
在。」 「Mac、iPod、iPhone、iPad……一個名字就是
一場潮流革命！」喬布斯創建的不是產品，而是令全
人類興奮無比的迷戀體驗！他以 「創新力」玩轉全

球，顛覆電腦、電訊、音樂、娛樂，
甚至是零售業。原來 「神級」創意的
兩大核心就是 「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 及 「另 類 行 為 」 （Act
Different）。喬布斯狂熱地以新經驗
（ 書 法 藝 術 ） 、 新 環 境 （ 浪 遊 印
度）、新朋友（廣結詩人、藝術家及
異士），令大腦建立原本不存在的連
繫， 「創新力」源源不絕，以創建其
夢想的世界。

作 者 卡 曼 ． 蓋 洛 （Carmine
Gallo）道出喬布斯 「創新力」的核心
思維，更從7個層面解構箇中法則。第
一條亦是最關鍵的法則，就是要戀上
「你」的工作。2005 年，喬布斯向史

丹福畢業生演講： 「工作佔了人生大部分時間，想要
得到真正的滿足感，你必須從事並熱愛心目中你認為
最了不起的工作。」

該書並以真實個案說明如何活用法則：名廚如何
以喬布斯設計法則擬定受歡迎的壽司食譜；雪糕店如
何以蘋果式體驗提供快樂增值服務；汽車生產商如何
學會簡約美學、削減過多車款品牌。不論你是主管、
創業家或是小員工，這些法則都能鼓動你的熱情、釋
放你的創造力，激勵你如喬布斯般以 「創新力」改變
世界。 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

sidneylui@gmail.com

在工業世界中， 「標準化」的目的是為降低成本，以
一式的模板、一系列的機器，製造出符合大部分人需要的
貨品：不求令每位客人稱心如意，而是以最有效率的方法
爭取最廣的客源；不為個別的 「一百分」，只為大多數人
的 「七十分」。

就以上所見， 「標準化」是在生產市場中提升利潤的
不二法門，然而，把這概念套在教育工作上，又是否同樣
如魚得水呢？

三三四學制中，最為人討論的是新加入為主修科目的
「通識教育」，也是屢屢捱批的一科。課程內容空泛？教

師培訓不足？這些都是令 「通識科」備受批評的原因之
一，但當深入分析，它對主流 「標準化」思想的衝擊，才
是引致學生家長，以致教師過激反應的主因。

「沒有評分準則」，接到這個消息，學生老師頓時盡
失方寸，學生四出尋找 「天王」的答題要訣、技巧等，老
師積極擬定一套校內的評分準則。於是，考卷上又出現
「模板」式答案，特定議題該出現的 「字眼」、 「專業詞

彙」統統出籠，沒有驚喜可言，但勝在有據可依，不過不
失。於是，我們在 「多元化學習」、 「獨立思維」等的標
語中再一次看到的，是工廠式的 「標準化」學習。

人們每每埋怨舊式教育使學習公式化，然而，當 「革
命」 正要起步，我們卻死命地抓着 「標準化」 的救命稻
草。可見，造就公式化的不是教育，而是人的心態：彷彿
創意予我們的不是空間，而是使人跌出 「安全網」的空
隙。這種心態一天不除，要做到 「獨立思
維」、 「多元化學習」又談何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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