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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變動未來世界的

自主生存之道
王樵一 文字工作者

前言
如今這個世界的發展型態，唯一不變的可能

就是持續變動了。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過去上

一代那種「穩定不變的世界觀」應該被揚棄了，

我們要重新建構一套面對與應對世界的新觀點，

在這套觀點中，能夠協助我們因應不斷變動的世

界，找出生存之道。

本文要介紹的書籍，盼望能幫助大家找到變

動世界的自主生存方法，不被變動的過程中所帶

來的新現象或震盪干擾，從而做出錯誤判斷，影

響人生。

 

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歸》
過去三十餘年，呼籲解除管制，讓市場接

手，讓人自己來的新自由主義論述大勝，世界各

國政府的監控機制逐漸放鬆，出現了貌似十分活

絡的全球化，甚至有人高唱「世界是平的」，一

切阻撓世界變得更加融合的崎嶇都將被彌平。

然而，《大退潮》的作者有不同的看法，他

認為近年來的全球化或是榮景，不過是更大的景

氣循環論中的一小段，從歷史過去的經驗來看，

眼下貌似繁榮與全球化的世界已經走到盡頭，一

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世界其實也非常的

全球化（當年叫做國際化），但因為全球化的過

度發展的負面風險沒能被正視，貧富不均等現象

接二連三發生，最後以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阻止

了上一次的全球化進程，且帶來了許多動盪。

在《大退潮》中作者比對了上一次跟這一次

的全球化現象，指出目前的世界其實處於高度風

險，隨時都可能出現讓人承受巨大損失且讓世界

發展倒退的大退潮，作者呼籲人們應該更審慎而

帶著風險意識看待未來，不要太過盲目樂觀。

 

經濟成長、貨幣與危機的歷史》
要了解眼下與未來世界，最好的方法是窺探

歷史、追本溯源，看看當今世界是從哪裡走過來

的？曾經又發生過那些影響世界發展的大事？

如果說，我們都承認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叫做

資本主義，那麼花點時間掌握「資本的世界史」

當有其必要性才對。

《資本的世界史》一書作者赫爾曼指出一個

非常有趣的點，他提及早在古羅馬帝國或古代中

國，就出現了財富群聚的現象，人們也懂得類似

今天的期貨交易行為，且放眼古今中外，可以說

沒有人不愛錢的。

但是，偏偏財富轉化為資本開展成新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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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退潮：

《資本的世界史：財富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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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型態一事，沒有在富庶的古羅馬帝國或中國發

生，反而出現在並不能算是富裕的英國。雖然後

來的英國是富裕且成為日不落帝國，但資本主義

萌芽的時候，英國卻是最欠缺資本的地方。

作者認為，關鍵在於，帶來資本主義的並

非財富而是生產方式，工業革命驅動了生產方式

變革，生產力的大幅提升成了創造財富的動能之

後，財富累積的方式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財富

可以不靠資本而靠創新／生產方式創造，資本主

義才有了立足的空間。作者更直言，正是在最欠

缺資本的地方，正是在最窮的地方才會萌生資本

主義，只不過得要有爆炸性提升生產力的生產工

具配合。

所以，資本主義並不是市場經濟，資本主義

毋寧是創意經濟的擴大延伸，而且需要國家強力

干預、積極調控市場才得以讓剛發芽的資本主義

茁壯。市場經濟講究競爭，但是資本主義卻試圖

壟斷／寡占。

資本並不是貨幣或財富的累積，資本有一

種帶著生產性的動能，能捲動國民財富的累積並

擴大，以提高生產力的方式。錢能生錢並不是甚

麼嶄新的發明，但優化的生產力卻也能生錢且創

造讓財富自行增值的動能才是資本主義的嶄新發

明。

史
地

/

傳
記

王世宗 著

三民 /10706/404 面 /21 公分 /4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1464374/610

中國文化從「崇道尚賢」的先秦開始，經歷「懷憂

喪志」的魏晉南北朝、「行禮如儀」的隋唐、「自

我作古」的兩宋，然後成為「務實圖功」的明清，

最後終於「利慾薰心」而「與世偃仰」的民國，中

間是如何發展與轉折的呢？作者依據朝代劃分章

節，書寫各個朝代的文明發展與歷史意義。附錄談

到成語的濫用、誤用，其原意與現今被世人所誤

解的用法相去甚遠，也呼應了中國文化的轉變與沈

淪。（三民）

中國歷史通釋

史
地

/

傳
記

冷山月 著

知青頻道 /10708/262 面 /23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4881987/610

本書研究參考正史和野史的基礎，結合歷史環境和

政治條件、人物特質等元素，進行分析，開「棺」

驗史，將歷史真相呈現於大眾面前，文章明朗，精

密分析五十則歷代皇帝的身前和身後事。這是一本

正史之外的歷史書，幫助讀者重溫各朝代的發展經

過，綜觀歷史環境和人性特質，了解被掩飾忽略的

真相，揭秘中國歷代皇帝的非正常死因。（知青頻

道）

龍椅背後
開棺驗史！

揭開中國歷代帝王

死因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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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前提不是財富或市場，而是創造

成長的生產動能。也因此，觀察當下與未來世界

的重點便在於「成長何時會終結？」如果一旦出

現成長的終結，屆時人類可能面臨是否要繼續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抉擇？至於未來是否會有更好的

經濟型態，這個問題作者無法給出答案，只能由

全體人類一起思考！

 

之書》、《知性對話必備！提升素

養的生存之書》
要能深入思考人類世界，必須對整個人類世

界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乃至人類所提出來描述、

解釋、批判的觀點，具有最低必要限度的理解，

才能有效運用知識作為理解世界的工具，甚至是

推動世界變革的武器。

然而，世界史與解釋世界的知識如此浩瀚，

要能窮盡理解並不容易。所幸，韓國知名作家蔡

社長所撰寫的一套兩本《知性對話必備！讀懂世

界的生存之書》與《知性對話必備！提升素養的

生存之書》給了我們一份簡明扼要且全面又好懂

的知識地圖。

這兩本書總共介紹人類的十大領域學門，分

別是歷史、經濟、政治、社會、倫理、哲學、科

學、藝術、宗教與神秘。蔡社長認為，要了解人

類世界就必須掌握上述十個領域的基本知識及其

演變。

也因此，蔡社長從歷史出發，以馬克思的

生產工具論作為帶出人類歷史的關鍵理論模組，

介紹人類各歷史階段出場。馬克思將人類歷史分

成原始、古代、中世紀、近代與現代五個階段，

造成階段遷移的關鍵因素是經濟型態的變化，由

此，蔡社長帶入第二個領域學門經濟，介紹人

類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早期資本主義、晚期資本主

義、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在經濟型態的基礎上，蔡社長接著介紹政治

出場，因為政治制度相當重要的一個（但非唯一）

功能是決定經濟成果的分配，蔡社長以人類的保

守與進步兩大思考模式作為切點，介紹了民主主

義與菁英主義兩大政治思想陣營各自的發展與重

視的問題。

再接著輪到社會上場，關於社會的探討，蔡

社長認為關鍵在於能否理解個人與集體兩者之間

的兩難矛盾，個人主義與極權主義兩者之間的千

絲萬縷。

第五個知識體系是倫理學，蔡社長從後果論

與義務論來談人類道德思想與決策背後的成因。

有些人更在乎應然而有些人則看重實然，不同的

《知性對話必備！讀懂世界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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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重會讓同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的理解。

因為篇幅有限，另外五個知識學門就留給有

興趣的讀者自己閱讀。總而言之，這裡想傳遞的

一個重要訊息是，一個人想要深刻的理解世界甚

至預測未來社會的變化，沒有一定的知識系統作

為分析工具是很難窺見世界的本質與奧祕，分析

社會變遷不是看著某些重大新聞事件提出個人見

解而已，還要了解事件跟整個人類社會之間的關

係，不同觀點者重視的面向以及緣由，在不同領

域之間可能產生的影響變化。

 

《準確預測未來趨勢的思考術》
的確，能否準確預估未來變化模式，影響的

可能是你的人生？而預估未來這件事，很可能和

許多人想的不一樣？坊間有些預估未來的書，事

後諸葛證明了並不準確，但做出錯誤預估的人卻

還是能夠持續出書，讓某些人覺得是在騙錢，更

嘲諷那些寫書的人。

那是因為準確預估未來的確很難，這類作品

的可看性也不是結果到底準不準，而是作者在預

估未來時所提出的推論與證明方式究竟是怎麼走

的？也就是說，內行人看的是預估者的思考模式

而不是結果。

事後諸葛來看，更要仔細剖析推論與證明過

史
地

/

傳
記

錢穆 著

臺灣商務 /10706/288 面 /20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531060/630

中國文化問題，已不僅為中國人所熱烈討論之問

題，抑且為全世界關心人類文化前途者所注意。錢

穆先生以他獨特視角對中西文化予以了系統的比

較，在對比中擷取出中國文化的特殊價值，並主張

偏重人文的中國文化，應該積極向偏重科學的西方

文化學習，以因應在西方文化浪潮衝擊下日益嚴重

的文化危機。（臺灣商務）

中國文化史導論

史
地

/

傳
記

向東 圖文

賽尚圖文 /10708/288 面 /21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6527432/672

本書詳細講解千百年來居住著來自華夏各地不同

的移民，且保有各自的民風、習俗、土特展、飲

食習慣、烹調技藝，並融入巴山蜀水，形成食材、

食風、食俗、食文、食事、食趣，且蘊含豐富的文

化內涵和地方風情，生動而充分揭示出川菜天下，

天下川味的個中奧秘。書中精挑細選三十個歷史、

文化、風情依舊豐富，美食、美景、美色相映成輝

的古鎮，來一趟川菜小吃尋根之旅。（賽尚圖文）

神遊海吃下四川
川菜小吃古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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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找出哪些地方是誤判或疏漏導致預估失準。

因為，預估未來更重要的是鍛鍊預估的思考與判

斷能力，而非結果有沒有中（中了固然能大紅特

紅，但其實多數預估者都是沒中比中的情況多，

只是世人多半只記得中的結果而忘掉失準的部

分，就跟去算命我們只記得老師說的正確的部分

卻忘了沒說中的部分）。

一部分原因是這類談未來發展的書在預估

未來的思考方法的部分講得太少，或是讀者沒能

意識到這些才是重點，所幸我們手邊有了佐藤航

陽《準確預估未來趨勢的思考術》一書，針對預

估未來的思考方式進行深入探討，作者指出，要

能夠準確預估未來，必須能夠看出科技進步背後

隱藏的模式，此一新科技對未來社會系統的影響

（正面的效益與負面風險），最後則是個人如何

因應未來做出決策？

某種程度上來說，預估未來要能看出散落在

世界上各種新事物（點）背後的趨勢（用線將點

串聯），找出這些串聯點的線，就能看出未來可

能的進展。比如說別人只看到了網際網路、雲端、

電子商務、人工智慧、物聯網……，而你能看出

貫穿其中使其作用或改變社會系統的「東西」，

那麼你也許就可能比其他人更能精準預測未來並

且做出因應之道。

《全球經濟的關鍵動向 》
鄧特二世就是經常提出全球經濟分析，預測

卻似乎不是太準而經常被網友鄉民嘲諷的作者之

一。他最新的作品《全球經濟的關鍵動向》仍舊

堅持以他提出的循環週期論分析全球經濟走向，

且仍然堅持 2019 年之前會出現大落底，並且提

出他認為正確的資產配置布局。

社會科學預測未來趨勢最棘手的一點在於，

當預測的結果還未到來之前，得知預測結果與推

論過程的人們，可以行動介入干預。舉個例子，

每個國家的人口學者都會提出未來的人口金字塔

圖預測，特別是出現少子化與高齡化趨勢時，就

會向政府建言，應該以政策作多的方式避免那個

可預測的未來真的降臨。是以，如果最後少子化

並沒有發生，可以說是預測失準嗎？可以說是，

也可以說不是，端看怎麼解讀。

同樣的道理，當鄧特二世不斷從人口等各種

循環指標提出建言時，假設掌握國家資源分配的

關鍵人物得知預測之後，決定以政策做多干預市

場，或消滅或延後預測結果發生時，可以說預測

失準嗎？

人力可以因為得知未來趨勢的預測而進行行

動的調整，避免預測的不幸結果降臨，某種程度

上來說，這也正是提出預測分析者期望見到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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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畢竟真的出現不幸的結果，預測真的成真，

未必讓人開心得起來。

好比說鄧特二世過去曾經預測的新一波金融

海嘯之所以失準，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各國央行

不斷以貨幣政策做多，透過量化寬鬆等政策讓問

題爆發的時間往後延。遞延是否等於失準或不會

發生，只能等待時間來證明。

這也是為什麼我前面提到，閱讀未來預測之

類的作品更重要的不是去比對預測結果準不準，

而是去審視作者所提出來預測的思考與模型有沒

有道理。

鄧特的作品利基於景氣循環論，景氣循環論

算是經濟學中被肯定的一套論述，而鄧特在此基

礎上回顧歷史找出多項大小周期不等的指標，目

的也是希望替其預測的可信度背書之外，更試圖

擴大提醒更多的人群留意其所預測的問題。

放到大脈絡來看，鄧特二世的作品跟文章

開頭介紹的《大退潮》一樣，都在提醒那些相信

未來只會有榮景不會衰退的人們留意衰退指標，

不要過份樂觀了。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全

球經濟的關鍵動向》一書中的模型推估很值得一

讀。

 

史
地

/

傳
記

李零 著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708/331 面 /23 公分 /480 元
平裝
ISBN 9789869516020/685

本書談三大旅行家，第一是孔子，第二是秦始皇，

第三是漢武帝。孔子是宦游的代表，秦皇漢武是巡

狩的代表。秦皇漢武的巡狩、封禪是模仿大禹治

水，但關注的可不光是水澇災害、貢賦輸納。他們

還一路祭祀山川，尋仙訪藥，視察邊防軍備。他們

行走的路線是以《禹貢》為依循。《禹貢》講禹跡，

是大禹治水，隨山濬川，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古

代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旅行，除了雙腳，只有

舟車，出行太不容易了。（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我們的中國

周行天下

史
地

/

傳
記

李零 著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708/294 面 /23 公分 /420 元
平裝
ISBN 9789869516013/685

本書討論北方三省：山西、陝西、甘肅。俗話說：

山東出聖人，山西出祖宗。堯、舜、禹，這些老祖

宗，據說全在山西。山西也是個胡騎南下的大通

道，胡風從大同吹進來，有八個出口吹出去，即太

行八陘。第一篇文章就是寫太行八陘。到陝西實地

考察後與文獻對比發現，上郡這麼重要的郡，原來

是一筆糊塗賬，學者就連上郡的郡治在哪兒都搞不

清，本書涉及上黨、上郡、西河三郡，每個郡都從

水道入手，《地理志》和《水經注》是放在一塊兒

讀。（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我們的中國

大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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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數位未來》、《2030 年僱用

大崩壞》
最近幾年，未來趨勢分析類的作品，不管是

樂觀預測還是悲觀預測的作家，不約而同的都會

提到的共同趨勢是 AI、物聯網等技術的成熟應

用，以及對於就業和經濟制度的衝擊。

樂觀派認為，未來人類可以更多仰賴 AI 或

自動化科技減少勞動力，人可以從勞動力中解

放，因為機器人就能創造更高的產值，人類將過

上更好的生活。

悲觀派則認為，機器人雖然可以提高生產

力，卻也會帶來驚人的失業潮，因為資本家不再

需要領薪水還會抗議的工人，他們可以直接買入

大量的機器人來使用即可。悲觀派還看到一點，

失去靠勞力換取收入的方式後，人的購買力也將

大幅萎縮，很快的將會衝擊市場經濟，因為經濟

是靠交易所建立起來的貨幣循環系統支撐，當一

個市場只有不斷大量高效生產卻無人消費時，一

定會崩盤。

有意思的是，樂觀派和悲觀派共同提出的一

個解方式「全民無條件基本收入」，然而，截至

目前為止理論雖然談的風風火火，多數人卻對此

一見解抱持悲觀的態度，認為不太可能落實。

在《2030 年僱用大崩壞》一書中，對上述

脈絡有非常簡扼而清楚的爬梳，值得一讀。關於

自動化科技影響人類未來的作品，往後數年應該

會持續出版，不過，《機器 平台 群眾》一書作

者的作品則是格外值得留意，麥克費和布林優夫

森是《第二機器時代》一書的作者，兩本書都對

人類科技發展與社會變遷有非常深入的描繪和解

讀，悲觀中帶著希望的看待 AI 進入人類社會後

的滔天巨浪，在這個多數人類將退出生產力的提

供這個注定的未來人類該如何自處，作者在《機

器 平台 群眾》提出了有趣的解方。

簡單來說，就是提出第三條路，既不是過分

天真的樂觀相信一切交給機器人就可以了，也不

是悲觀的認為人類沒救了，而是更積極的相信未

來人類將能更加充分的整合使用這些新科技，透

過人機一體，人腦與機器的合作的方式，走出未

來人類自己的道路。

未來是個不斷跨界整合的時代，誰能看出兩

個值得結合的事物並且將之導入商業模式，就能

令其發揮相乘效果，在未來社會站穩腳步，就像

作者相信人類的商業模式未來是高度仰賴產品與

平台的整合，一群核心的專家與廣大群眾的聯手

也終將幫人類度過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善用跨界

整合的力量，審慎的評估風險然後朝希望邁進，

《機器 平台 群眾 : 如何駕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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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人類可以選擇的路。

 

前面介紹了不少判斷時局大環境的書，那

麼，接著要來談一談當個人確認大環境趨勢的判

斷之後該怎麼辦這件事情？

大體上來說，讀完上述作品之後，應該很少

人還會相信未來將如過去一般穩定，可以靠著找

到一份安穩做到退休的工作過完人生才對，甚至

眼尖的你應該已經發現了，別說未來轉職成為常

態，薪資凍漲也將會是常態，只要留在組織裡且

沒有機會爬升到高階主管的話？

那麼，該怎麼面對未來變動不居卻薪資凍漲

的就業環境？

首先有一個很重要的認知要建立，未來不是

單靠一份薪水就能養活自己的時代，每個人都必

須要有副業（就是最近很紅的「斜槓青年」），

而且，副業恐怕不只一種，而是有複數種，只要

能夠變現的專長，就應該想辦法到市場上變現

（透過網路媒介）。

雖然每一種副業都只是零工經濟，但只要販

售的是知識而非單純的體力，許多副業加總起來

史
地

/

傳
記

許倬雲 著

三民 /10707/424 面 /21 公分 /50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1464312/711

遠自西亞、埃及、中國、印度古文明，近至你我身

邊的大小事，都是歷史。歷史從來就不是獨立發

展，而是互相牽連糾纏，世界各國的歷史有如一股

股浪潮，在史海中彼此激盪、交流。本書凝聚作者

畢生的研究，以全球觀點細說古今中外歷史的分合

與交纏。猶如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只有從自己

切身的經驗看過去，過去才呈現我們關心的意義，

也幫助我們由此尋找未來的道路。（三民）

世界、華夏、

臺灣
平行、交纏和分合的過程

史
地

/

傳
記

大衛．克里斯欽 著；拾已安 , 王若馨 譯

聯經 /10709/754 面 /23 公分 /8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851625/713

認知革命的宏觀人類歷史圖像敘述，更新對歷史和

現實的認知！從宇宙大爆炸至今，生命起源到現代

文明長達 130 億年的歷史，將人類史融入整個宇宙

的時間線，建立起整個世界起源直至未來的時間

架構。與傳統世界史不同，不侷限於民族、地區、

國家的歷史，並結合了自然史與人類史，綜合天文

學、生物學、考古學、物理學、歷史學等，成為一

門跨領域跨學科的新知識。將人類史視為宇宙歷史

的一個章節，重新定位人類在宇宙演化進程中的歷

史座標。（聯經）

Big History
大歷史
跨越 130 億年時空，

打破知識藩籬的時間旅圖

《你可以不只是上班族》、《複業 

 時代來了》、《零工經濟來了》、《一

 鍵獲利》、《斜槓微創業（實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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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成為複業，而從事者將成為斜槓人，也就是同

時能夠使用多種專長從多種領域賺取收入的新新

人類。

上班族從事複業，未必要轉為全職，將來也

不必然得做大到創業的規模，設定一個金額，每

個月用有限的時間達到該金額，也是一種選擇。

也就是在公司無法給你足夠薪水且環境短時間內

很難改善的前提下，自己想辦法增加收入來補貼

生活。

《複業時代來了》、《你可以不只是上班族》

和《斜槓微創業（實踐版）》三本書，介紹了不

少上班族可以做的「零工經濟」，從如何發想概

念到落實，甚至未來轉型開展成一門全職事業該

思考的問題以及流程步驟，書裡都有。

就算不想搞那麼大也完全沒有關係，開頭筆

者提到，這類兼差只是為了幫補家用，有點像過

去臺灣的家庭代工，利用晚上閒暇多少做一點的

概念，只是如今做的工作來自網路，且代工的方

式是出售知識而非體力活。

有了網路來相助之後，任何專長或服務都可

以透過網路銷售，只要掛出之後有人願意購買，

工作就成立，完成之後，就能拿到報酬。在《一

鍵獲利》中，作者收集了三百種可以透過網路從

事的零工工作，還有提供媒合服務的平台，有的

收入也許只有幾塊美金，但也相對簡單。例如，

幫忙翻譯幾行外文字或幫一段簡短的影片配音，

這種在過去不可能透過正式翻譯公司發包的案

子，如今可以透過網路媒合，在全世界範圍內找

到合適的人選。這類工作的收入少但工時也少，

網路更讓接案門檻降低。

如果複業做得很順手，決定全職且公司化營

運，那麼可以參考《給你 10 萬，你怎麼做到 10

億？》一書，本書是中國知名知識型網紅李笑來

老師，逐課解讀史丹佛大學的《創業養成課》，

從點子如何開展成公司？檢視自己的創業基因？

如何找合夥人與首批員工？如何製作有靈魂的產

品？執行產品的銷售與新創公司營運成敗，乃至

天使投資人的喜好（要能討天使投資人喜歡新創

公司才能拿到資金）……等，跟創業有關的大小

事的全面解讀。

有人曾經說過，「就業已經終結」，而人生

成了「永遠的測試版」，面對變動不居的世界，

想通往財富自由之路，除了公民聯合推動讓更美

好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降臨之外，就是靠著自己的

專業知識創業，將知識變現能力提升到最極致，

也是一種面對變動不居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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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地

/

傳
記

尤文瀚 著

平裝本 /10708/189 面 /23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23674/731

作者才剛完成三萬公里摩托車環遊中國，這一次，

他把眼光投向臺灣人最熟悉的島國──日本。然而

他卻選擇「以自行車環遊日本」，他秉持極簡生活

的原則，僅帶著一頂帳篷、一套睡袋、一組鍋具及

幾套衣物，便輕身上路。在整趟旅途中，他有三分

之一的時間在野外露營，也必須每日採購食材以進

行野炊工作。這趟日本之行帶給他的，不僅僅是

一段單純的旅行，而是那些歷經沉澱過後的珍貴價

值。（平裝本）

日本一周

史
地

/

傳
記

蔡亦竹 著

遠足文化 /10707/248 面 /21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8630550/731

作者以民俗學為手術刀，以日本史為病歷，將「日

本人」做了詳細的解剖。拋棄了大眾對日本人「有

禮無體」、「很變態」、「很守秩序」等斬釘截鐵

的評論，細細地從最源頭：日本人的居住地形、聚

落型態，提出了幾個因而演化出來的民族性，接著

再提出大量或遠或近的史實，去證明這個論點是講

得通的。從對於死亡汙穢的恐懼、對群體決策型態

的仰賴，到強調內外之分、同儕壓力大到足以將人

逼瘋，為讀者精闢剖析日本人的原型以及日本文化

的村落性格。（遠足文化）

圖解日本人論
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