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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一生，價值是由善良來決定的。 

沈芯菱從小生活在貧困里，沒錢的滋味她最懂。可 14歲賺到的第一

筆 100萬，一分都沒花到自己身上。 

她知道這個世界的黑暗所在，可最讓司馬敬佩的是，她也相信每個人

都有辦法，讓世界往美好再靠近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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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後的她出身貧寒， 

但卻被人們譽為天才， 

因為她 14歲時就賺到了 100萬， 

20多歲時還被寫進教科書， 

成為國中小 13本教科書里的人物， 

是華人世界被寫入， 

最多本教科書的在世人物， 

而這些，都還只是她的冰山一角…… 

她，就是沈芯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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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她出生在台灣，父母都是裁縫學徒，文化水平不高。 

早年曾開設小型成衣代工廠，因台灣經濟蕭條欠下許多債，為償還債

務，淪落到家徒四壁，一家三口擠在一間臨時鐵皮屋裡，連個能安穩

睡覺的地方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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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幼跟隨父母謀生，曾和父母、狗籠擠在一輛小車上，也曾隨父母

擺攤躲警察。雖然貧窮，可她的父母，卻從不貪圖錢財，常常教育她：

人要常給，不要多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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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歲時，她跟父母一起去賣氫氣球，都過了午飯時間，還沒能吃上飯，

她飢腸轆轆，看著路邊大餅攤出了神，結果手中的一大把氣球，不知

不覺的就飛走了。 

雖是幾個氣球，但卻攸關她一家子的溫飽，闖了禍的她本以為母親會

怪罪，沒想到母親反倒安慰她。 

家裡日子很難，媽媽常帶她進入廟裡拜拜，她以為母親會向神祈禱賺

大錢，沒想到母親卻許願：上天若能留給我們一條生路，賞口溫飽，

我們必定教導孩子以愛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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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爸爸媽媽忙，她自己看書， 

有個故事，讓她一直印象深刻： 

  

有一個國王生了病，醫生跟國王說，你去找個快樂的人，穿上他的鞋

子，病就會好。宰相到處找、到處問，問了很多有錢人，發現有錢的

人未必快樂，他們的鞋都沒有讓國王好起來。 

有天宰相失意的走著，看見一個老農夫，唱著歌種著田，宰相跑去問

農夫快不快樂，農夫說他很快樂。 

當宰相跟農夫要鞋子的時候，農夫看著自己的腳傻住了：「我根本沒

有鞋子，要拿什麼借給你？」 

  

她當時看完覺得好好笑， 

跟媽媽開玩笑， 

說我把鞋子脫掉就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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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看完故事後笑笑地跟她說了一些道理，六歲的她似懂非懂，但這

些話卻一直留在心裡，媽媽大概的意思是：這些外在的物質都很短暫，

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內在住的是什麼？ 

媽媽總是用不一樣的眼光告訴她，她擁有很多其他人沒有的，讓她接

受自己的匱乏，讓她知道家裡的匱乏，並不是羞恥的、骯葬的、讓人

排斥的。 

這些都讓她學會了，很簡單卻困難的價值：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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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歲那年，身邊同學都開始用上電腦學習， 

母親便當掉珍藏多年的玉鐲， 

為她也買了一台電腦，母親說： 

再苦，也不能犧牲孩子學習的機會。 

懂得知足的她得到電腦之後， 

抓緊每一個機會學習，從不用電腦玩遊戲， 

母親孤注一擲，對她愛的付出， 

她也的確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 

她成了電腦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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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台灣電腦大賽里頻頻拿冠軍。 

  

 

  

有人說：人的貧窮會對其一生，造成兩種影響，一種是讓人更愛錢，

一種是更了解貧窮的人，而她就屬於後者。 

貧窮，讓她懂得了生活的不易，淳樸而寬厚的父母，則讓善良的種子

在她的心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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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阿公靠種植文旦柚為生，那一年是大豐收，可阿公沒有因盛產而

高興，反而為收購價格過低愁眉苦臉：又種得太多了，賣不出去又都

要爛家裡了，哎！今年的生活費可怎麼辦呢？ 

  

 

  

長年滯銷的問題，讓許多像阿公， 

這樣的果農連生計都沒有保障， 

年幼的她天真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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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太多一個人吃不完，但如果有 100人、 

1000人一起吃，不就吃得完了？ 

她想起看過別人在網上賣東西， 

年幼的她於是「憑著一股傻勁兒」， 

上網給許多大企業發電子郵件， 

信里簡單直白的寫道： 

我阿公種的文旦柚很好吃，有需要的可以來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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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沒想到 3天後， 

家裡真的接到企業訂單了， 

全家人喜出望外， 

阿公一遍遍地問：是真的嗎？ 

最終那年水果比往年多賣了 3萬多斤， 

電腦神童的她， 

也第一次發現了網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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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鐵皮屋開了家小雜貨店， 

不久後，旁邊又開了家超市， 

生意一落千丈， 

她提議父母回到縫紉本行， 

並靠她自己的摸索和嘗試， 

幫父母架設了一個服裝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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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不到，家裡的生意就大有起色。 

  

 

  

她開始意識到， 

原來做幫人事情，並不需要很有錢， 

只要把自己的特長培養好， 

用它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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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也是一種公益嗎。 

小小年紀的她，從此心中有了一個大大的理想， 

那就是：用鍵盤打造知識公益， 

用滑鼠彌平社會斷層，以愛行動天下， 

發動一場名為溫柔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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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她義無反顧地， 

踏上了公益革命之路！ 

同樣生活在底層的她深知， 

幫助窮人光用金錢是不夠的， 

知識才是力量，只有讓弱勢學子， 

都有學習知識的機會， 

他們才會靠自己的力量來脫離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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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 13歲時，才上六年級的她，就開始思考為窮苦孩童，架設「安

安免費教學網」，立志要架設全國首家集國中 、國小全科目的全免

費教學平台，藉著無遠弗屆的網路，讓弱勢學子有一個免費的學習管

道。 

在架設安安網站期間，她曾以優秀成續考取了私立明星學校，但最終

還是選擇了公立國中就讀，為的就是節省差額學費，來供應安安的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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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網站過程中，常碰到資源上的不足，以及她不願意接受金錢的贊

助，一個人獨自承擔種種壓力，遇到好多前所未料的難關，她的母親

常說：我很難想像在她小小的身軀里，到底還能裝進多少壓力？ 

  

 

  

每次在漫長寂靜的夜裡，父母都想制止整晚立在那兒的背影，但是一

向聽話的她，此次卻非常地執著，帶著十分堅定的語氣，甚至是懇求

父母讓她把時間花在公益上。 

母親說：我了解到，這對她才是真正的快樂，既然她已找到自己想做

的，我又有什麼立場去阻止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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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將固執轉為支持，雖然我們對電腦一竅不通，所能做就是

成為她精神上的支柱，為她在半夜裡泡一杯熱牛奶，在她失意沮喪時

替她加油打氣。 

  

 

  

而她就是憑著一步一步的摸索， 

多年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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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安安成為兩岸三地熱門的教學網， 

時至今日這個網站， 

已經幫助了近 500萬名弱勢學子， 

有無數的父母發來郵件感激的說： 

謝謝你，我的孩子功課進步了！ 

  

 

  

可這還遠沒結束，安安網站後，她又開辦了，「楊過世代英語免費學

習園地」，隻身企劃籌措，免費讓 75名弱勢學子接受公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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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名氣漸漸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都上門找她，聘請她架設各種

網站，短短時間內，她就賺到了一百萬。 

這個曾經貧窮的女孩，在成為百萬富翁後，並不是想著給自己買漂亮

的衣服，也沒有去旅行，去炫耀......而是把錢捐出，幫助更多困苦的

學童，而那時的她，才僅僅 14歲！   

  

 

  

因為看到柳丁價賤，她曾勇敢地向報社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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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與農委會打筆仗， 

在大眾媒體前和政府作對，她是瘋了嗎？ 

可她毫不顧忌，勇敢發聲， 

最終迫使政府改變立場， 

並推動了「全民吃柳丁運動」。 

她感慨道：原來個人小小的力量， 

是可以拓展到無限大， 

而爆發出這種力量的她，那年才剛剛 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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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次去鄉下，她看到一對母子， 

母親教訓哭泣的孩子說：「你再不用功念書， 

以後就跟那些人一樣，沒出息！」 

她順著手勢望過去，是一群在鷹架上揮汗工作， 

皮膚曬得通紅的勞工。 

曾出生底層的她驚覺：連在鄉下， 



14歲收入百萬，20歲被寫進各大教科書-沈芯菱 

 

對底層勞工的歧視都如此嚴重，她憤怒極了。 

在同齡孩子還在父母懷裡撒嬌， 

無憂無慮，對未來都還迷茫的時候， 

她的目光卻已觸及到了整個社會， 

她立志要建立保存一部，「庶民生活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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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人騎車環島， 

走遍全台上千村落， 

用相機拍下每個遇到的真實面孔。 

她說：沒有高科技的配備， 

只有一部電腦， 

一台數位相機、掃描機和印表機， 

沒有陣容龐大的團隊， 

只有我，滿懷理想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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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收割的農民、 

生計不穩的流動攤販， 

佝僂著身影的拾荒者…… 

這些被歧視的底層人們， 

都被她認真的用相機記錄著。 

  



14歲收入百萬，20歲被寫進各大教科書-沈芯菱 

 

 

  

一次拍攝時，她看到一個阿嬤， 

大姆指被刮掉一塊肉鮮血直流， 

可阿嬤卻一臉開心， 

因為她可以把撿到的蛤蜊拿到市場賣， 

這樣孫子的學費就有著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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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遇到這樣的事， 

她就眼淚不止，忍不住質問： 

他們不是失敗者，為什麼要把這些曾經， 

赤著雙手奠基好社會基礎的人， 

移到金字塔的最底層，讓貧窮繼承貧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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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6年的奔波， 

她拍下累積超過了 30萬張照片， 

訪談超過 3600多位父老鄉親， 

寫下了超過 40萬字的紀錄。 

之後她創建了「草根台灣臉譜」網站， 

希望讓更多人知道這些「庶民」的生活， 

她曾將這些帶入北京奧運會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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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吸引了近 2000萬人次的瀏覽觀看。 

  

 

  

20歲，正是一個少女， 

如花般綻放，花枝招展的年紀， 

她卻把時間和精力全部用在了公益上。 

她深刻思索貧窮背後的不公， 



14歲收入百萬，20歲被寫進各大教科書-沈芯菱 

 

但她不是用理論去批判，而是用行動去改變。 

她坦言，高中三年生涯， 

收穫最多的反而是教室外的事， 

那是她一被子帶得走的人生養分。 

  

 

  

從投身公益開始到現在，她已經獨自走了10多年，支出800多萬元，

而更讓人驚訝的是，所有這些公益支出，全部都是她自己掙來的，演

講、寫作、比賽、拿獎學金，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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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掙錢又不耽誤學習的事，她幾乎都做了一遍。 

她還從來不接受捐款贊助，在她網站上最顯眼的位置，一直寫著：13

年公益路，為保純凈，謝絕捐款贊助。 

  

 

  

一直以來，她都在做超齡的事， 

也很少迷失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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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她獲得了無數的榮譽： 

台灣崇高榮譽「總統創新獎」、 

「台灣十大慈善家」、 

蟬聯「總統教育獎」、十大傑出青年， 

台大學生貢獻獎等多項殊榮。 

獲選「台灣百年代表人物」， 

事跡載入《世界年鑑》《商業周刊》， 

《時代雜誌》稱她為： 

「天堂掉落凡間的天使」， 

《讀者文摘》評她為「仁勇風範人物」， 

《天下雜誌》譽她為「台灣史官」， 

《讀者文摘》亞洲版稱她為「少女慈善家」， 

才 20多歲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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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已被載入台灣國中小 13本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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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許多人的生活在一點點變好， 

可她自己的生活卻沒有絲毫變化。 

她住的還是兒時的鐵皮屋， 

夏天會熱到發瘋，下雨又會漏水， 

房間只是比從前稍大了一些而已， 

一台舊電腦，一張用到泛黃的圍棋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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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她用了十多年沒有換過的東西。 

  

 

  

即使自己的知名度變高了， 

她依舊很低調謙虛，她說： 

我是一個攤販、一個莊腳小孩， 

我的確非常平凡，但我就是選擇去做而已。 

選擇讓每一個遇見我的人，都可以變得更美好， 



14歲收入百萬，20歲被寫進各大教科書-沈芯菱 

 

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她知道這個世界有許多或明或暗的規則， 

也知道有光的地方就一定有黑暗， 

可她相信：每個人都有辦法， 

讓世界往美好再靠近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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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 do，一種是 do not， 

真正的窮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能力去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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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曾作為學生與大家分享： 

面對成績，她不會花全部的心力去拼一百分， 

而是謹守本分，保持八十分以上， 

藉此空出更多時間做公益行動。 

她笑說：當她在第二領域， 

慢慢累積出六十分成績時， 

她的人生就是八十＋六十＝一百四十分， 

比起只拼一件事，得到一百分的人， 

我可能得到更多的快樂與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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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經 28歲的她，仍然堅定地走在公益的路上，她是一個 1，卻

正在以 1傳 1的力量改變世界，發動一場溫柔的公益革命。 

她的終極理想就是：把發言權、詮釋權從上位者，還給那些在太陽底

下，默默低頭流汗的人，讓他們的聲音都能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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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已脫離社會底層， 

卻把自己的位置無限放低， 

而每個能把自己位置放低的人， 

註定是內心潛藏著巨大的能量。 

因為她的自信和愛，就像黑暗中的小小發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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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默默散發出炙熱而巨大的光芒， 

這個善良充滿無限能量的陽光女孩， 

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為她點贊！ 

取自: 文 / 德國優才計劃（ID：ToGermany） 

 

 全世界都看了網際網路神奇的魅力與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大多數人卻把網路當成玩具： 打遊戲、交友、看影片.... 

而有少數人把網路當成工具：學習、交易、印鈔機.... 

想在網路上佔有一席之地，實現你的人生夢想嗎? 

 

 

更多免費的網路行銷電子書，  下載： http://ust365.com/free/  

免費傳授網路陌生開發秘訣   林昱老師 

 LINE:0985561212    WECHAT: we0985561212 

http://ust365.com/f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