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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保

從 零 開 始

壹、砲戰後的童年
一、舉家遷台從零開始

民國 43 年出生於金門，4 歲時發生 823 砲

戰，當時中共架設於金門島群對岸的三百四十二

門巨砲，瘋狂的對金門發動地毯式的砲擊，短短

四十四天裡發射了近 48 萬枚的砲彈。小小年紀

的我躲在防空洞時，聽著外頭轟隆隆的砲彈聲，

心裡也很明白外頭早已是斷垣殘壁，但當我回到

居住的村莊，映入眼簾 95% 以上的房子被炸毀，

那猶如末日的憾人景象，是我一輩子也無法忘懷

的。

823 砲戰結束後就隨家人遷台，落腳於高雄

茄萣鄉；當我們從金門坐船到碼頭時，看到台灣

民眾又是放煙火又是大聲歡呼的，當時還年幼的

我天真的跟我父親說：「台灣人民人真好，這麼

熱烈歡迎我們」父親一聽笑了笑說：「傻孩子，

那是因為今天是國慶日，在舉國歡騰慶祝，不是

因為我們金門人的到來！」。

二、貧困的童年回憶
那時所住每個月 50 元租金的房子非常簡陋，

用竹子當柱、土泥巴為牆及稻草蓋頂所造的「竹

蔑屋」，上廁所沒有衛生紙，而是用剝去麻皮後

的麻桿。當時的台灣物資還很匱乏，有錢人才有

煙抽，那時我就常幫房東老婆婆，撿拾別人丟在

地上的煙屎頭，將煙草集合放在像短版清末民初

抽鴉片時所用的煙管裡，作為「二手煙」。

小時候的早餐，沒菜沒肉沒雞蛋，就只有

清清如水的白米粥或蕃薯粥，再拌個醬油。國三

到台北唸書時，住在二哥經營的小型鐘錶工廠那

裡，當時員工吃剩的飯菜就是隔日我帶去學校的

午餐，有時根本也沒剩什麼飯菜，正在發育的我

常常都吃不飽。還記得有部電影「魯冰花」，裡

面有段客人來家中吃飯，客人將魚翻面，家裡的

小孩就放聲大哭說：「他把魚翻面了 !」，我的

孩子看了都笑他太誇張，但這是真的，雞鴨魚肉

是過年過節、貴客來訪時才吃得到，所以客人將

魚翻面，當下那滿懷希望期待有豐富的剩菜或剩

飯可以吃卻落空時的心情，我能體會那種揪心的

感覺。

因為家境比一般人更困苦，所以我放學後一

定都要幫忙做家事、帶小孩，父親生我時已 47

歲，我和大哥年齡差距有 15 歲之多，所以那時

回家除了要帶小自己 9 歲的姪女外，也要切很多

醬菜，還要折包醬菜所要使用的三角紙袋，一天

大概都要折 700~800 個；這個生長環境造就了我

學會這個目前全世界可能只剩我會的傳統「折

紙」技術，也讓我在國小那小小年齡時就擁有可

媲美阿基師般的神速刀法，但我卻很羨慕別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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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能夠自由自在的玩，一直希望有天我放學

後不需要做任何事，只需要玩就好。

從小到大我沒有任何玩具，只能在高雄港

玩，當時的我還無師自通 DIY 做竹筏，帶著也是

自製的抓螃蟹工具，類似這幾年在海邊發現一種

抓螃蟹法，就創意上來說相當聰明、簡單，只要

掛上一塊俗稱炸彈魚的臭魚頭，加上一團又細又

亂的尼龍繩網，加個重錘，綁上長繩，丟進海中，

這些在礁岩上覓食的各種螃蟹就會被臭魚頭吸引

過來；當時我是在四個角綁上水泥柱塊，再將四

個水泥柱塊各綁上一條線交結，於交結處再綁上

一條利於做收網動作的線，即俗稱的「螃蟹砧」。

帶著這 DIY 工具划到較深海域區，憑著〝憨膽〞

一個人在約 10 米的深海中抓螃蟹回家加菜，當

天若收穫不錯就會在家門口販賣來貼補家用。

三、強迫入學的恩賜
從小對數理邏輯能力就很好，學業表現也很

好，體格也比同齡小孩來的高壯，任何體育選角

活動都輕易入選，增添不少自信，直到國中才發

現那是因為自己晚 2 年 2 個月入學讀書，才會表

現的都比同屆同學來的出色！我在 6 歲學齡時，

去上了一星期的課後，因為當時的農業社會挑糞

是很有賺頭的工作，父親因而決定轉行去挑糞，

所以我們舉家由茄萣鄉搬到旗津，又父母的學識

不高，不會辦理轉學手續，所以沒去上學。直到

8 歲，已經過九月入學報到時間 2 個月了，我還

是沒去上課，里幹事趕緊來通知已超過學齡若再

不入學就要罰款，父親才急忙送我去上學，雖然

順利完成小學學業，但因為錯過基礎一、二年級，

所以到現在我對ㄅㄆㄇ依舊不熟練。

那時的人礙於糊口，也較無「教育是擺脫貧

窮的最佳機會」觀念，所以我父親及大哥認為我

只要小學畢業能識字就好，但因為從小在學業和

運動上都很有成就感，所以堅持要唸國中，但到

了國二時，大哥還是希望我能協助家計，而遊說

父母要我不要再唸書了，母親見我如此向學，因

而詢問大我 12 歲的二哥我是否能到台北投靠他

繼續唸書，所以我在 60 年 1 月國三時去台北繼

續升學；我是九年國教免試上國中的第一屆，在

景美國中畢業後，我考取在政大斜對面的大誠高

中，高一暑假時為了賺取生活費、學費，二哥帶

我去他朋友所經營專門買賣電子零件的店工作。

打工賺的錢有限，家裡也沒能力讓我唸書，

所以在大誠高中唸了一年後，為了因應學費、生

活費，只好白天工作晚上唸書，在高二時轉到中

興中學夜間部就讀，高二上學期結束回高雄，當

時媽媽有拿學費 500 元給我，但回台北後因為吃

飯只剩下 400 元，原本上台北投靠二哥後，他都

有支援我的學費，那次突然沒拿學費給我，我也

不好意思跟二哥開口，也不敢先跟老闆借支來繳

學費，就這樣 18 歲的我休學回高雄家中，幫忙

像現代人所說『複合式經營』的醬菜兼飲料生意， 

之後就再也沒繼續升學了。

攝於美國的金門大橋
螃蟹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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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那段時間，我就只有 3 套制服，一年

365 天天天都是制服日 ! 有次前兩套制服都穿過

了，只剩最後一套，偏偏屋漏偏逢連夜雨，下課

時雨大到全身都濕透了，當天洗也乾不了，只好

再穿前兩套中比較不臭的那套，隔天在學校都不

敢和同學太接近，就怕被發現是穿沒洗過的衣服

來上課！

那時都已經窮到沒衣服可穿，還遇到我有生

以來印象最深刻、最為強烈的寒流來襲，家裡連

條厚被都沒有，更別說暖爐了，只能穿上所有的

衣服禦寒，連我曲著身體抱著腳，還是冷到沒辦

法入眠！當時覺得沒被凍死，真是上天憐憫了！

貳、就業的逆轉人生
一、奠定基礎的四個工作

出社會後我考過「載貨三輪車駕照」以及當

時很好賺的計程車執照，我母親鼓勵我去做這行

業，還好沒去，不然現在站在這跟你們說話的就

不會是我了！民國 85 年 11 月 30 日發生「彭婉

如命案」，在警方撤查南部五縣市有計程車執照

者並比對其指紋時，讓從沒執業過的我，也莫名

其妙的被叫去警局蓋手模 !

民國 64 年退伍後繼續在家中幫忙，每天晚

上在旗津海邊邊喝著啤酒邊思考人生方向，在民

國 65 年時下定決心離家發展。因為怕父親和大

哥阻止，於是不到兩小時就洋洋灑灑寫了十多張

的信給大哥告知他我的雄心壯志、強烈決心，只

有在離家當天親口向母親說明心意，應該是我的

文筆很好吧 ! 我大哥和父親就沒再要求我留在家

中幫忙。就這樣帶著 3,000 元騎著光陽機車先到

壽山公園然後到愛河遊蕩，而這突如其來的「自

由」卻讓我頓時對人生失去了方向，在路邊思慮

了一夜後，隔日一早馬上往北出發，雖然一夜未

眠，但我依然精神奕奕，最後決定落腳台南。到

現在那輛車還留著，快 40 年的古董車了 ! 由此可

見我是個念舊的人吧 ! 這輛車除了代表著我的念

舊也在提醒我那份年輕時對事業的熱情與夢想。

到台南後，因為害羞、沒勇氣，有五次都

從一早 7 點多站在公司門口附近到 10 點，還是

不敢進去參加面試，最後只好摸摸鼻子回家，但

就像人家說的要去沒法度，不去沒頭路，所以直

到第六次才到「永久食品行」面試，這是我生平

第一次的求職，原本是希望就算不是外務至少也

可以是司機的職位，但老闆嫌 22 歲的我太過年

輕了，擔心外務最需要的應對進退能力還太過生

澀，要我先從送貨員做起，為了糊口也只好先將

就著做，做了 2 個月近春節過年時，因為母親生

病才離職回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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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高雄後就到「國際牌電氣行」上班，搬貨

約一個多月，期間學會了一些家電維修技術；有

次去客戶家裝設電線時，客戶家的洗衣機剛好故

障，請我們順便維修，搬回公司後，發現其實只

是卡了條抹布，移除後就能使用，那時薪資不多，

這是個賺外快的好機會，但當時的我很憨直，不

敢賺這錢，而我的同事是社會老鳥，就跟客戶說

是馬達壞了，收了一筆金額不小的維修費，其實

當下他就知道只是抹布卡住而已，但這作法有違

我的道德、信念，而且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君

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個工作經驗讓我後來在

三洋維士比可以幫忙董事長的媽媽修理許多電氣

用品，無形間讓我增加不少職場附加價值。

離開電氣行後到「仁泰行」，賣當時很流

行的椰子糖，同時也兼職賣日本進口的「海草冷

電」，那是一種美容院冷燙髮時在用的材料。因

為每天都是接觸女孩子，怕時日一久我會不小心

變成娘娘腔，所以就不再賣美髮材料了。

二、影響職涯最重要的決定
從民國 65 年 11 月到 66 年 5 月 18 日，半年

間歷經四個工作後，在我生日的早上，在租屋處

斜對面的豆漿店吃早餐時看到三洋維士比在報紙

刊登應徵真口味的外務，當天馬上去應徵，經過

這半年的歷練讓我成長許多，雖然外務經驗還不

夠，但我深知我絕對是一等一的銷售高手，為了

這難得的機會，我鼓起最大的勇氣跟老董口若懸

河般說我很會銷售、舖銷，但也因為這樣的自信

讓我得到這個工作機會。

剛開始我的業績是全省最差的，但董事長

卻對著大家說我非常的認真、做的很好，用鼓勵

代替責備，激勵我加倍努力；當然我是真的很認

真工作，每天下班後都到各夜市、半夜到市場就

為了給大家試喝公司商品，其實我也用了一個小

技巧：在董事長會去消費的餐飲店家舖銷公司的

商品，讓董事長知道雖然我目前業績不好，但我

真的很認真工作。其他業務員平均年齡比我大上

10~20 歲，心想，當一個人先從自己的內心開始

奮鬥，他就是個有價值的人，所以我全力以赴努

力的彌補經驗上的不足，不到二年的時間，我的

業績就已名列前茅。

進維士比一星期後，有位 4、5 年年資的司

機跟我說這公司不好不要做了，我心想：「你可

以待那麼久我應該也可以吧！而且我都來一星期

了，現在離開可能也領不到薪水，當然說什麼都

要再做看看！」，結果這一待，待了 28 年 6 個月，

直到民國 93 年頸椎病發後，我萌生離職念頭，

雖然董娘一直希望我不要離開，但當時體力已無

陳天保與父親 早期工作車輛



法負荷，在我的堅持下，到了 94 年 10 月才

獲准離職。

參、創業體悟的人生淬煉
一、把握機會勇敢創業

永遠記得我太太的外祖母曾跟我說過一句

話，這句話也是我人生座右銘：「一個男人一輩

子沒有幾次機會，當機會來了要好好把握」，所

以我總是時刻警惕自己，因為「成功是給有準備

的人，準備了不一定成功，但不準備就註定失

敗」。

民國 82 年創立崑庭建設時，我沒有多餘籌

碼，只得步步為營，賭上畢生積蓄，懷抱著不成

功便成仁的信念抓緊機會，勇敢創業。我一個人

買文具用品和桌子到租來的辦公室打掃整理，當

時我其實一點都不懂「何謂建設 ?」，到現在已

是有很多位員工的規模了，我還是不懂，我只是

信任我的員工，尊重專業並充分賦權給他們執

行。

「建設」一定要先買地、蓋房子銷售後才

會有營收，一開始只要一買地，我就會 3 個月左

右的時間睡不著，因為那都是我的畢生積蓄，在

每次匯款前，我一定會去調閱謄本，確定這塊地

在正式過戶前沒有被偷偷貸款，怕火燒姑寮全無

望，擔沙填海了憨工。

二、使命必達的態度贏得貴人相助
三洋維士比的董事長、董娘可說是我的貴

人，總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幫我；有次在鳳山買地

還缺幾千萬，只好向三洋維士比董娘開口借錢，

董娘一口就答應，但她有天突然跟我說：「你是

我員工，你這樣是兼職的行為，我怎麼沒辭掉你，

反而還一直借你錢？」我想，或許是因為彼此

之間所建立起來的信任及一個想法「老闆只有一

個，必須為他盡心盡力做事」，對上級所交代的

任何任務都會「使命必達」的性格特質，才能讓

董娘願意且放心支持我。

三、珍惜信用並防範於未然
我這輩子因為貧窮只向人借過二次錢，分別

是向多年好友許自福及呂安井，呂安井寄給我的

有收到，但許自福寄給我的 2,500 元，當時我是

隻身在台南上班，工作關係常外出所以沒收到，

又退回去給許自福；第二次是在我大兒子出生沒

多久，因為我母親想搬來和我同住，但她有氣喘

病，只能跟人併租一樓的房子，因為必須一次繳

半年租金 9,000 元當押金，只好跟三洋維士比的

董娘借錢來繳。當時生病的母親和幼子都需要人

照顧，我就跟當時在幫傭的太太說：「我是個男

人，理當養家，妳把工作辭了，只需要在家專心

照顧媽媽和兒子就好」雖然少了太太那份收入，

但我還是兩個月就把借的錢給還清。因為呂安

井、許自福及老闆娘的幫助讓我順利渡過難關，

他們雪中送炭之恩我常銘記於心，他們有任何需

要之處，只要能盡上我一點棉薄之力，我總盡力

幫忙回饋。

我生平第一次被倒帳，是在三洋維士比時

期，被倒帳後我整整兩天闔不上眼、睡不了覺，

整天都在思索應該如何防範不被倒帳和降低被倒

帳的機率，自此之後，就算被倒帳也是被信任的

親朋好友倒帳，廠商、客戶反而沒倒過我的帳。

我有個人生哲學：不借錢於任何人，只救急不救

窮。因為借錢給人不便於開口要錢，一開口要錢

有可能雙方就撕破臉，這樣借錢給人等於不是失

去了金錢就是得到了敵人。

四、為了生活必須學會割捨
早年從台南回到高雄工作初期時，因為沒

錢，只好將身邊唯一值錢的郵票拿去建國路上的

集郵社賣，印象中賣了整整一萬元，當我從店裡

走出後，感到一陣鼻酸，十年心血付諸東流，只

為生活。這也是長大懂事後第一次濕了眼眶，因

為真的很捨不得那些從小到大辛苦收集的郵票！

五、豁達看待病痛，堅絕不用嗎啡
從 18 歲起，每天必須利用背部和脖子支撐

起約 60 多公斤的飲料箱，從早搬到晚，長期下

來造成頸椎變型，從民國 93 年起開始，因為頸

椎椎間盤突出問題，造成神經孔逐漸萎縮並壓迫

神經，使我的手腳酸麻狀況越來越嚴重，這期間

遍尋各大名醫，歷經兩次重大頸椎手術後，我手

腳的酸麻依舊沒有獲得有效改善，甚至因為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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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讓我的後頸部多了僵硬的後遺症。

生病初期，酸痛讓我每天痛不欲生，必須吃

2 粒安眠藥才能入眠，但我實在不想依賴藥性，

所以就請醫生慢慢減少安眠藥用量，大約 2 個月

後我就不再依賴安眠藥入睡；有次醫生表示依我

的疼痛狀況已達法定可打嗎啡的程度，也保證這

絕不會造成藥癮，但我認為嗎啡就是毒品，不可

使用，所以再痛苦我還是拒絕，寧願尋求其他更

健康的方式，例如：用瑜珈伸展全身筋骨，減輕

酸麻狀況。

現在我必須長期復健，每天做肩頸淺層按摩

以減輕肌肉緊繃問題；醫生曾跟我說過，我從此

無法將「手腳麻痛」治癒，只能與「酸、麻、痛」

共生，雖然我每天都因麻痛而身心備受折磨，但

我不怨天尤人，像一般人一樣怡然自得的生活。

對於身體的保養，平日都會去留意，固定時

間作健檢，98 年的時候作了心臟的 64 切斷層，

發現其中一條血管有 70％以上的鈣化阻塞，在

醫生建議下於 4/1 愚人節當日先入院，隔日進行

放入心臟支架手術，一直以為放了支架就一勞永

逸，結果卻要終生服用保栓通 ( 一種抗凝血劑，

讓血液較不會凝固阻塞 )，副作用是傷胃，就跟

頸椎手術後卻造成一輩子後頸痠痛一樣，這兩次

的經驗後，讓我對身體要再作任何檢查或動刀都

會特別格外的小心，去查一些醫師不會跟你說的

事。

六、飲水思源回饋社會
在我擔任高雄市金門同鄉會理事長期間，

因為有感於這一路受到許多人幫助，故秉著飲水

思源，食果子拜樹頭的心，在民國 83 年以過世

父親的名義成立「皆得基金會」，並基於血濃於

水的認知，不定期贊助高雄市金門同鄉會的基金

會。

在事業較有成後，深感應要有「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的心，要回饋社會、幫助急難

民眾，所以在民國 100 年時和股東討論過後，成

立「崑庭基金會」，用成立時的 2,000 萬為基金

會茲息本金，公司固定提撥每年盈餘特定比例當

作慈善基金，幫助弱勢的家庭或團體，以期能回

饋社會大眾。

多年前陳水木前議長問我願不願意回金門建

設，一開始我是拒絕的，但另一位小金門人的股

東請我如果不願意也賣個面子給議員，至少來看

一下。當我來到金門看到這裡房子的設計規劃、

施工品質後，就毅然決定回來蓋房子，因為我希

望金門鄉親也有好的居住品質。蓋了 50 間房子

後，因為金門實在太遠，管理上鞭長莫及，動了

不再繼續興建的念頭，但想到已經購買我們公司

房子的客戶，也會有需要售後服務的需求，若撤

掉金門營業處，他們就成了「孤兒建案」，這種

不負責任的行為斷不可行，因為房子與售服是我

們公司一輩子的「責任」，所以目前繼續在金門

深耕下去。

肆、結語：	
我出生在台灣物資匱乏的時期，生長在比當

時普遍環境還糟的家庭裡，但歷經磨鍊後給了我

成功必備的堅毅性格與「一步一腳印」實在的觀

念。沒有很高的學歷，但我由許多書本裡找知識，

將社會大學所求得的難得人生經驗內化，成為我

真正的「知識」。

「態度決定高度 高度決定格局 格局決
定命運」，不是境況造就人，而是人造就境況，

只要路是對的，就不怕路遠。事業上的成就並不

代表一個人所有的價值，一個人的價值在於一顆

正直、善良的心腸。

人生就是由許多的不完美集結成一篇美妙的

詩章，在身處低潮期時，只要努力一定會出現另

一個高峰。

( 講座為崑庭建設董事長、本會現任董事 /
李家勳、王寶璽整理 )

編者按：陳先生的人生，反應戰爭時期一般
金門遷台人士的艱辛歷程，其自逆境中奮發
向上的精神令人欽佩，特邀其演講鼓勵更生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