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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跨年2009的倒數中，

大家期望新一年的來臨。而電信

國家型計畫(NTP)則圓滿落幕，

由網通國家型計畫(NCP)接棒，

我稱之為「由T到C的傳承」。

當時鄧啟福(參見圖一)、張進福 

(參見圖二) 兩位校長及我登載在

《NTP簡訊》專欄文章也集結成

冊，由張進福校長命名為《閃

文集》。本來以為任務結束，

可以歇筆，NCP主持人吳靜雄教

授(參見圖三)卻又下令要繼續在

《NCP簡訊》寫專欄文章，只好

硬著頭皮答應。

NTP計畫的最後一年，主持

人張進福校長就要求整個執行

團隊下台換人做，不應該萬壽

無疆。大家都認同這個看法，也

都準備打包卸任。未料任期尚剩

半年時，張進福校長首先跳船，

被徵召去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由吳靜雄教授接任NCP後，除了

鐘嘉德被帶去行政院科顧組擔任

張政委的「御前行走」，其餘團

隊成員都被吳教授留下，繼續幫

自序：由T到C的傳承

忙。NCP也增加新的生力軍，除了陳銘憲(參見圖四(左二))回鍋擔任副執行

長，蔡志宏回鍋擔任召集人，曹恆偉、黃能富，曾煜棋及郭大維等諸位教

授也來拔刀相助。之後人事變遷，滄海桑田，諸位教授的職務一直變動，

只有林某人一直是NCP顧問。

回首NTP計畫，交通大學的領導人物包括鄧啟福校長及魏哲和教授，

是計畫的奠基人。其後魏哲和教授被徵召擔任國科會主委，由吳重雨校長

短暫接任後，再由陳信宏擔任執行長(參見圖二(右二))，持續執行鄧啟福校

長的政策。清華大學的領導人物是陳文村校長，在NTP第一期擔任寬頻網

際網路組召集人。我和陳文村校長的互動，主要在教育部/國科會的學術追

求卓越計畫，不在此細表。

臺灣大學的NTP領導人物，依參與時間排序為陳俊雄、張進福，以及

吳靜雄三位教授。陳俊雄教授擔任NTP無線通訊組召集人時，我是副召集

人(陳俊雄教授的趣聞請參閱《閃文集》第43－49頁)。張進福教授接掌NTP

時，我擔任NTP無線網路組召集人，旋即改任顧問。吳靜雄教授接掌NTP

後，我仍擔任顧問。這三位教授參與NTP的期間並未重疊，因此讓我能近

距離觀察他們不同的領導風格。

圖一: 鄧啟福教授與林某人

圖二: 張進福教授與林某人

圖三: 吳靜雄教授

 圖四: (左一)林某人; (左二)陳銘憲; (右二)陳信宏; (右一)廖婉君



閃文集 II 5閃文集 II4

很湊巧的是，這三位教授亦是依照相同順序擔任第八任、第九任，以

及第十任台大電機系的系主任。而台大電機系的學術研究風氣，也是在這

三位教授擔任系主任時大幅提升的。經由他們領導NTP的過程，讓我體會

到他們如何將台大電機系發展為「天下第一系」。他們的風格歧異，出自

於個性不同，但做決策的方式，本質相仿。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決策之前，

會很明確、切中要點的指點召集人做充分的功課。而在決策時，根據所做

的功課，斬釘截鐵的訂定執行方針，不會拖泥帶水。因此為誰而戰、為何

而戰，相當清楚，不會耗費虛功。

「斬釘截鐵」的態度，以張進福教授表現的最明顯，他自己也承認，

在這一方面，他是「霸氣十足」。一般開會最怕遇到的問題是「會而不

議，議而不決」，像在聊天。每當張進福教授主持的會議，議而不決時，

他就會不耐煩的站起來繞圈圈，直接下達結論，結束會議。

鄧啟福及吳靜雄教授對我很客氣，我做錯事，他們也都加以容忍。張

進福校長知道我會凸槌，會注意防止我做出狗皮倒灶的事。尤其是《NTP

簡訊》的文章，他會稍加留心，免得我脫序演出。因此《一平繪畫》的文

章，還有一點水準。張進福校長離開後，就改由太太櫻芳都幫忙校稿，也

提供一些想法。櫻芳會以非電資領域的觀眾觀點，挑戰我的文章。例如在

《無線電的故事》一文，我一直提到電磁學。她就會問:「無線電和電磁學

有甚麼關係?」我只好趕緊將兩者的關係加以說明。

《一平繪話》專欄的文章大幅增加繪圖插畫，讓「繪」、「話」二字

能名實相符。同時文章也漸漸有固定的格式。例如「本文」之後，會有

「附註」，用來註解本文的細節。最後是「文獻」，是就是reference list。

在《閃文集》的「電信等級的做事態度」一文，我將「電信等級就是要有

5個9，一年當機不可超過五分鐘」誤寫為「電信等級就是要有6個9，一年

當機不可超過五分鐘」。結果讓中華電信的長官大為緊張，因為「6個9」

是一年當機不可超過30秒，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NCP簡訊》的文

章留下勘誤信箱，讓我信口而言的雜文能讓讀者隨時更正，不會有太多 

誤謬。 

林一平

2011.7.28



閃文集 II 7閃文集 II6

自序：由T到C的傳承 2

教授寫書與稿酬 8

指揮(Conductor)的重要 14

千島湖上飆網路 20

資通訊的科技預測 26

改造名畫 32

武漢論好漢  34

Hello Central 40

台灣的電信大戰 44

電池 50

Alegria:太陽劇團與網通技術 55

電話目錄簿  60

電話號碼的歷史 64

漢明的研究理念 67

陽明山上的道德重整 77

孔院士的雲端計算 84

行動導航與迷路 87

WiMAX猛砍3G的三板斧 95

由電玩廣告的「物化女性」談起 98

電報的故事 105

目    錄

電影．電話．戲劇人生 114

深圳訪華為 122

創意的產生 126

電晶體的情與仇 134

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 140

電話翻譯  155

藍開斯特之夜 166

教授的「利是」 174

離島通訊及其應用服務 188

計算機模擬 197

電信博物館 208

大陸物聯網參訪側記 227

科技人的宗教信仰 235

網路通訊計畫的審查 260

電話的故事 271

尋找蒙娜麗莎 293

摩托羅拉的故事  310

直流電大戰交流電 313

死刑的故事  3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閃文集 II 9閃文集 II8

2009年2月日9晚上，張進福政務委員請吃飯。我向他敬酒時，他突然

說:「Jason，我們終於合寫一本書。」我愣了一下，才領悟到他指的是將

NTP簡訊專欄文章集結成冊的《閃文集》 (參見圖一)。張政委是電機領域

的大宗師，我很希望有機會和他合作寫學術論文。萬萬沒想到，我們合寫

的竟然是一本雜文集。當年張進福校長要我為NTP簡訊寫專欄雜文，其實

我也是話多，不甘寂寞，就承攬下來。寫專欄，總要取個名字。鄧、張

兩位校長的專欄叫《雙福筆記》。蔡志宏的專欄叫《電信隨筆》。我的

動作慢，好名字都被他們叫光。於是乾脆學學測字先生，將姓拆開，湊

合著用，就叫《雙木專欄》吧。不過兩位校長

已用「雙福」，我的「雙木」，不免重複，有

拾人牙慧之嫌。不拆姓，就拆名字。名字中的

「一」是沒得拆的，就拆「平」吧，叫做《二

干專欄》。只是「二干」越讀越滑稽，難保不

被誤會為「兩塊豆干」。正在沒理會處，NTP

辦公室智多星蘭妮來電，說：「林老師，你的

專欄就叫《一平廢話》吧。」廢話就廢話，反

正我又不像蔡志宏這個古板學究，只會正經

八百的電信隨筆。事後才知道蘭妮取的是《一

平繪話》。我的標準台灣國語ㄏ、ㄈ不分，會

錯意了。

寫專欄最令人興奮之處是，寫文章有稿酬。我則比別人多拿到「潤

格」。所謂潤格，是書畫圈的行話，係指書畫篆刻家出售作品所列價目。

我的文章被要求放圖畫，因此有潤格。其實國科會計畫給的稿酬/潤格的標

準不像商業出版社那麼高，只不過一拿到支票，就會飄飄然，儼然作家。

我從小對稿酬就有憧憬，主要來自中外兩位文人，鄭板橋及莫泊桑。

鄭板橋(1693－1765;參見圖二)的藝術成就，在揚州八怪中評價最高。

許多人慕名找他寫書畫，不好意思給錢，就送貴重禮物。鄭板橋可不領

情，很老實的說:「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更進一步點出:「凡送

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鄭板橋自定書畫稿酬/潤格如下：大幅六

(兩銀)，中幅四，小幅二，書條對聯一，扇子斗方五錢。更警告客戶:「送

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易賴帳。年老神倦，

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言

下之意，客戶得乖乖照我規矩，千萬別不點不亮，想要賴帳;也不必套近

乎，浪費彼此時間。燮老這句「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我奉為

圭臬。每年三節，交大資訊學院

回饋本院教授的是有價禮券，教

授們可依其需求購物，才不會讓

人嫌「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

也」。年幼時讀燮老書畫潤格標

價，相當神往。心想，如果隨手

塗鴉的漫畫都能標價，那可真是

偉大啊 [附註一]。

後來讀法國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參見圖三)的

信件，提到他稿費是每行一個法郎，一個故事五百法郎，更是令我佩服。

其實五百法郎值多少，年幼的我是毫無概念。莫泊桑曾經到銀行領稿酬支

票，當街展示金額，睥睨過往行人。可見此君對其稿酬是相當滿意驕傲。

其實莫泊桑剛開始寫作時，稿酬也不高，一直到他29歲寫出短篇小說《羊

脂球》 （Boule de Suif），身價才暴漲。他的稿酬增加多少? 莫泊桑說，稿

酬暴增後，他的獵豔對象由下中層社會的女子而變為上流社會的貴婦人。

莫泊桑風流成性，尋花問柳，年輕時便染上梅毒，成為他的死亡主要原因

教授寫書與稿酬

圖一: 閃文集

圖二: 鄭板橋 (1693－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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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這個教訓告訴我們，領

了稿費，可別亂花啊。我寫專

欄雜文的稿費，盞盞之數，是

無法像莫泊桑這般盼顧自雄的

向人展示的，因此也沒有莫泊

桑亂花錢的問題。

在大學當教授，某種程度

是在當作家。因為升等必須發

表論文。在網路通訊領域，我們教授都是做白工的作家，發表論文，領不

到稿費。要印抽印本(Reprint)，雜誌會奉送幾本。抽印本多要幾本，就得

另外付費。有時論文寫太長，雜誌還嫌你多話，必須為多印的頁數另外付

費，亦是所謂的Extra Page Charge。我為了避免付費，就得拼命刪減論文

的篇幅，而論文就像分屍案的受害者，被支解的慘不忍睹。有些學術期刊

如日本的IEICE Transactions或韓國的《KIC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更是要求刊出的每一頁都要付錢。最離譜的是《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要求直接開支票給期刊的主編

(是位印度人)，顯然有中飽私囊的嫌疑。碰到這類期刊，投稿的人還得倒貼

銀兩。尤其投稿被拒，更是丟臉。你要倒貼，人家還嫌你醜呢。這類期刊

我是不投稿的。

教授想賺稿費，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找商業出版社出書，公開販售，

讓市場決定價值。賣出幾本書，鐵證如山，比起能造假運作的Impact Factor 

或Citation Number可信度高。不過，教授出版學術專書，銷售量永遠無法

超過飯島愛(1972－2008) 的《柏拉圖式性愛》(Platonic Sex;參見圖四)，實

在令人氣餒。我在參與電信國家型計畫期間也寫了三本書，由國際出版商

Wiley發行，沒賺到啥錢，不過也曾在一群美國人的面前做過「莫泊桑式」

的稿酬支票展示。這個故事說來話長。

2000年我到美國西雅圖進修。由於全家陪同

到美國，因此也得安排小孩到學校就讀。老大

Denise剛剛國小五年級結束，在美國六年級就是

初中(Middle School) 。大西雅圖學區的班級分為

三等。第三等當然是普通班啦。一、二等是資

優班。第二等叫Spectrum，有好幾班。第一等叫

APP(Accelerated Progress Program)，整個大西雅

圖學區只有一班，設在Washington Middle School 

(WMS)。有趣的是，WMS位於西雅圖的市區，普

通班大部分是黑人學童或者是印第安原住民。唯有APP這個班幾乎清一色

白人，形成極強烈的對比。而Denise誤打誤撞的考入APP班，更是少數中

的少數黃種人。西雅圖是很和善的城市，對外地人很好。不過APP班上的

一位家長有白人的優越感，看不起其他族裔，覺得我們沒資格進這個超級

資優班。在家長聚會時，我會感覺到他的敵意。對話時，故意講我聽不懂

的單字，讓我尷尬的直說「pardon me」。大部分家長則看不過去，會仗

義執言的幫我解圍。某一次，這一位有敵意的家長故意問我的職業為何。

我忍無可忍，回嘴說：「I am an English writer。」這位家長啞然失笑，認

為講台灣英語，不識幾個單字的鄉巴佬竟然敢自稱是英文作家，簡直是違

反地心引力，要求我拿書證明。當時我的書《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 

Architectures》才剛出版，我都還沒看到呢。不過我已拿到 Wiley寄給我的

第一張稿酬支票，就當場做起莫泊桑式的展示。這位家長看到印有Wiley

商標的支票，「死它不羅」得目瞪口呆。「死它不羅」(Stop Rolling)就是

電影拍攝時的「稍停勿演」，時間凍結的意思。恍神過後，這位家長一直

追問，書的內容為何。我當然不肯說是科技專書，而是很謙虛的賣關子，

圖三: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圖四: 飯島愛 (197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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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的書難登大雅之堂啦。水準不如E.M. Forster的《A Room with a 

View》。」總算唬住這位家長。這小子後來較為收斂，但偶爾還是會提出

狗皮倒灶的問題。華盛頓州的全州數學競賽Denise被點名當選手。這位家

長就問我Denise是不是台灣數學程度最好的。我就說：「Denise在新竹實驗

中學的成績是最差的，因為念不下去了，只好跑路到美國念書。」這位家

長益覺得台灣臥虎藏龍，高深莫測，不敢輕忽。此為題外話，不再細表。

其實教授想寫科技專書，靠稿酬維生，除了施敏院士的暢銷教科書，

其他人是不太可能的。1987年，我的指導教授Jean-Loup Baer在他的辦公室

佈告欄前貼了一張影印的支票，上面寫著:「寫書賺大錢」。支票面額為一

毛美金，是他寫的書《Computer Systems Architecture》(參見圖五(左))的版

稅。這本書是第一本電腦架構專書，出版於1979年，全世界知名。經過十

年，版稅只剩一毛美金。我的博士指導教授Ed. Lazowska在1984年出版的書

《Quantitative System Performance: Computer System Analysis Using Queueing 

Network Models》(參見圖五(右))，

當初由Prentice-Hall出版，如今也放

在網路上供人免費下載。

如此看來，教授寫科技專書的

最大邊際效益就是滿足虛榮心，可

以簽名送人，過過癮。不過，送書

給人，如果別人只是禮貌收下，拿

到後棄如敝屣，那就很尷尬啦。

2009年2 月26日，我到美國拜訪

Professors Lazowska及Baer (如圖六所示)。我進入他們的辦公室，就會不經

意的「瞄瞄看」，我送給他們的書，是否擺在書架。Baer笑著告訴我，他

一定會把人家送的書放在顯眼之處。「讓送書的人看到了會很高興」Baer

說。他接著說，他的學生在Amazona網站買

到他寫的二手書，有他的簽名。原來他送

書，受贈的對方竟然拿去賣錢。事後Baer很

可愛的直接問對方，為何如此處理他送的

書? 讓對方窘得紅透了臉。

我最後的觀察結論是，電機資訊領域教

授要撰稿費，還是得靠雜文小說。張系國、

李家同就是最好例子。其實鄧、張兩位校

長《雙福筆記》文筆甚佳，寫雜文集一定

賺錢。只可惜《閃文集》只能贈送，不賣

錢的。NCP主持人吳靜雄教授的人文史地學養也相當深厚，文采斐燦。言

談之間，常常巧妙的引經據典，相當切題，有畫龍點睛之效。不過他偶爾

會引用冷僻的史記成語，國學修養稍差的工程人士，還以為他在說江湖黑

話、幫派切口呢。其實吳靜雄教授接手NCP簡訊，也應該寫專欄才是。

[附註一] 我的研究室牆上掛著鄭板橋的一幅字:「吃虧是福」(參見圖七)，
就想寫一篇和他相關的文章。於是完成《教授寫書與稿酬》，刊登在NCP
簡訊第二期。我為文章畫了鄭板橋的肖像，急就章，相當草率。我以繪畫

的毛筆品質不佳為藉口，自我阿Q一番。但越看越著惱，有一天得再重畫
一張。其實臉部特徵越奇怪的人，越好

畫。長得漂亮的人，我一定畫不像。我

嚐試畫飯島愛，幾次都失敗。 
圖五:  (左) Baer的電腦架構專書;(右)Lazowska

的系統評估專書

圖六: (左) Lazowska及 (右) Baer

圖七: 鄭板橋「吃虧是福」的拓板匾
額，掛在我的研究室牆上，教我

做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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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一部電腦就如同興建一棟大樓，需要

一位很好的建築師來設計整個架構。因此大學

的資訊系都有一門課「電腦架構」 (Computer 

Architecture) ，教學生如何成為電腦建築師。

我的第一位研究所指導教授Jean-Loup Baer(參

見圖一)就是這個領域的先驅研究者，對我有相

當大的影響。在設計任何系統，我會花很大的

功夫想清楚其架構。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架構」就是本。將系統架構弄對，要實

作就容易多了。

我博士畢業後就職於電話公司，負責軟體架構(Software Architecture) 

方面的工作，有機會參與實作大型電信軟體。在實作階段，須投入大量人

力來寫程式。此時要有一位領導者來協調整個計畫的執行。他不但是架構

的總建築師，更像是交響樂團的指揮(Conductor)，必須有效管理人力。困

難之處，是寫程式的工程師程度參差不齊，這位指揮必須知人善任，量才

器使，才能圓滿達成任務。回台灣後，發現國內軟體工程師的個別能力較

美國工程師靈活，但較難寫出高品質的大型軟體。原因是工程師們比較沒

有團隊合作的經驗，不易協調。但更主要的是缺乏優秀的總建築師/指揮。

2000年我經由一個交響樂團的練習，很深刻的體會到指揮的重要。

2000年我攜帶全家到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 of Washington)

進修。老大Denise就讀當地華盛頓初中(Washington Middle School)，選修

音樂課，必須學一種樂器。Denise在台灣學過鋼琴。當時客居在西雅圖，

我們就讓Denise改學便於攜帶的小提琴。透過當地友人，好不容易借到1/2 

size的小提琴。Denise初學，常常走音。她第一個月在練習時，我受不了

魔音傳腦，要求她在浴室拉琴，將門關上，噪音比較能忍受。一個月後，

指揮(Conductor)的重要

圖一: 恩師 Jean-Loup Baer

Denise告知，再兩個月，學校會

有交響樂演奏會，全班同學都要

上台，並現場錄製CD販賣。我

深感驚訝，Denise的「琴藝」雖

有進步，但要在三個月內上場表

演，似乎不太可能。Denise好歹

還懂五線譜。據我了解，她的音

樂課班上有些同學，從未接觸過

樂器，對音樂一竅不通，如何能

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練習，登上台面成為小小演奏家? 傍晚六點，家長們滿

臉狐疑，準時進入音樂會場，個個比演奏的學生緊張。沒想到，演奏相當

成功，旋律和諧，在家長的耳中，猶如天籟之音(參見圖二)。音樂會後，大

家爭相訂購CD音樂片。

我的分析，此次演奏成功，主要是樂團指揮的老師很有經驗，巧妙安

排學生在樂團的角色，讓以前沒碰過樂器的，負責敲鑼打鼓，稍微有基礎

的，分派第二部任務，搭配幾位高手穩紮穩打的吹奏主旋律。她了解每一

個學生的優缺點，不求個別完美，而是讓學生們互相配合，在和絃下，彌

補走音失誤。而在臨場演奏時，更由老師做手式，暗示初學者何時敲三角

鐘或打鼓。事後初學的同學們頗有成就感，也培養出興趣，自動的認真學

習五線譜。老師以交響樂演奏這個大Project，引導學生團隊合作，並達到

有教無類的效果。如果大型軟體計畫的主持人有這位樂團指揮老師的功

力，必能培養出優秀工程師，發展出高品質的軟體產品。

《閃文集》的文章「數位內容－有數位，更要有內容」提到我擔任經

濟部計審會的主審，審查數位創意的計畫，端看導演的鋪陳手法及戲劇張

力表達。在敘述劇本的過程，你很容易可以觀察到導演是否有藝術創意的

圖二: Washington Middle School交響樂演奏 (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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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有藝術才華的導演，就像是很好的「樂團指揮」，兼顧場景氛圍，

服飾配樂，以及演員技巧，才能拍出好片子。例如《海角七號》，整個片

子沒有一個超級大牌的演員。導演魏德聖在資金匱乏的情況下，能夠善用

演員的個人特質(例如彈月琴的茂伯)，讓他們充分表達生動活潑的語言，藉

以巧妙的拼湊出動人情節，這就是導演的功力! 就如同前面的例子，一件作

品是否成功，關鍵在於總建築師/指揮。

第四十五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投名狀》得了最佳導演這個最具分量

的獎項。但個人認為《投名狀》大卡司一堆，其演技未必彰顯。《投名

狀》的劇本也與史實有所出入。《投名狀》是根據滿清四大奇案《張汶祥

刺馬》改編。我的了解，被刺殺者馬新貽為回教徒，曾跟隨胡林翼勦太平

軍、捻軍，打仗不如劉六痲子(劉銘傳)，但當官相當清廉，大概和丁寶楨

同一等級，比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好很多。1870年馬新貽擔任兩江總督，

閱兵返回督衙時，張汶祥攔路喊冤，趁隙以匕首刺殺馬新貽，延至隔日不

治身亡。張汶祥刺馬有兩種說法。一說張汶祥和馬新貽是結拜兄弟，馬新

貽漁色負友而被張汶祥所殺，這是民間《張汶祥刺馬》(也就是《投名狀》

的劇本)。比較可信的說法是馬新貽得罪曾國藩一手調教的湘軍，因此被設

計殺害。慈禧太后相信的是第二種說法。原因是太平天國平亂後，地方督

府的權柄很重，已接近出警入蹕，一般人是無法接近總督的。刺殺事件顯

然是湘軍集體預謀，事後再編造《張汶祥刺馬》故事，汙衊馬新貽。馬新

貽被刺之後，慈禧太后要求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要他彈壓安撫他那群湘

軍的老部下。這也是一個例子，告訴我們，在上位者，如果領導統御沒做

好，甚至會命喪黃泉。

導演取《投名狀》這個片名也奇怪，我看不出和《刺馬》這個故事的

關聯性。根據文意，「投名狀」並無結拜兄弟的義氣成分。在《水滸傳》

所敘述的梁山泊，要加入山寨為盜，必須在山下「隨機」殺人繳人頭，是

為「投名狀」。目的有二：其一是證明你有殺人的膽氣，有當強盜的本

錢。其二是殺人後，你也犯了大罪，不可能當官府的內奸。因此「隨機殺

人」很重要，可以避免官府設計的圈套，派人臥底。如此看來，「投名

狀」是強盜互不信任下的產物，和導演要營造所謂「桃園結義」這類的義

氣大不相同。劇本決定故事的架構，架構錯了，再好的演員都難以發揮。

因此導演必須是優秀的建築師，要有慧眼，找到對的劇本。

如同數位內容計畫能

成功的關鍵在於導演，

NCP要發展電信等級的軟

體，必須能培養出好的

軟體計畫主持人。以軍事

來比喻，優秀的計畫主持

人的例子是前面提到的曾

國藩（1811－1872; 參見

圖三）。曾國藩和太平天

國打仗，帶領的湘軍是一批湖南農夫，純樸有餘，機智不足。根據這批純

樸農夫的特性，曾國藩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和嚴格的紀律(他號稱「曾剃

頭」，殺了不少犯軍令的湘軍) 。

劉六麻子劉銘傳（1836－1896; 參見圖四），是另一個知人善任的成功

領導人(參見《閃文集》第139頁)。1884年中法之戰，台灣基隆被法國海軍

包圍，清軍資源不足，人手不夠，十分危急。劉六麻子採納部下的意見，

任命一位唱歌仔戲的武旦張李成，率領他的歌仔戲班和一些台灣農夫、獵

戶，組成雜牌軍，抵抗入侵的法國精銳部隊。張李成配合劉銘傳的部署，

施展出「薛仁貴征東」的歌仔戲橋段，殺得法軍抱頭鼠竄，讓在基隆外海

觀戰的英美德日等各國軍事專家跌破望遠鏡。法軍遠東艦隊司令上將孤拔

圖三: 曾國藩（1811－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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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édée Courbet，1826－1885; 

參見圖五）在一系列的中法戰役

中，好像只輸這一場，心中大概

很不爽，第二年就病逝於澎湖。

不太成功的軍事計畫主

持人，例如僧格林沁  (Sengge 

R i n c h e n或L i o n - P r e c i o u s  i n 

Tibetan; 1811－1865)，和曾國

藩是同時代的人物。他看不起

曾國藩慢條斯理的剿捻戰術，

常率領彪悍的馬隊，在

戰場上橫衝直撞。有一

次剿捻，他帶馬隊跑的

太快，大軍跟不上。結

果他和馬隊反而被捻軍

包圍殲滅  (參見《閃文

集》第252頁) 。其實僧格

林沁也很會打仗，只可惜最後一戰，知己不知彼，因而身亡。

最不上道的計畫主持人，則是一將無能，累死千軍。舉一例言之，二

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其部隊訓練之精，戰鬥力之強，舉世罕有。但領

導者策略錯誤，因此最精銳的日本部隊在台兒莊被他們所輕視的中國雜牌

軍擊潰，奠定中國長期抗戰的基礎。事後該戰區的中國司令李宗仁將軍

（1890－1969; 參見圖六）評論，日軍是小瑜(部隊精銳)難掩大瑕(策略錯

誤) 。李宗仁的評論細節，請參閱唐德剛所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李宗

仁本身是非常好的軍事領導者，帶領雜牌軍，常能以寡擊眾。

總結本文，導演不行，演員卡司再大都難以成功。將軍無能，兵敗如

山倒。就研究計畫而言，主持人若不行，計畫寧可不要執行，免得勞民傷

財。如何培養出好的領導(計畫主持人)? 基本的學養是要有Architecture (架

構) 的概念。這一部分，學校可以訓練。至於領導統御，可以利用群體計畫

操兵，做某種程度的訓練。然而領導統御大部分是天生，和個性有關，教

不來的。台灣的科技人往往有個毛病，人人都想當老闆。其實領導統御不

好，還不如當一個工程師，敬業的做好自己的技術工作，會更有成就。

圖四: 劉銘傳（1836－1896）; 我以前花五分鐘
很草率的畫劉銘傳(參見《閃文集》第139
頁)，有點內咎。在此重畫一幅。

圖五: 孤拔（Amédée Courbet，1826－1885）

圖六: 李宗仁（1890－1969）的下
巴凹陷，因為某次作戰時，

有一顆子彈由下顎貫穿到鼻

孔。還好子彈沒有留在體

內，否則以當時戰場醫療物

資缺乏，他很可能會因鐵鏽

感染而死亡。林某人對李宗

仁的認知來自於歷史學家唐

德剛的《李宗仁回憶錄》(圖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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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8日到24日，吳靜雄教授帶領NCP團隊(包括執行長陳信

宏、副執行長陳銘憲、各召集人)及台灣電信業者，到北京、杭州、深圳三

地參訪並媒介廠商合作機會。我恰巧學校有一些行政事務必須處理，因此

延到3月21日，才和鐘嘉德教授由台灣飛往杭州和NCP團會合。

21日早上到達桃園國際機場，登機前和鐘嘉德再度拜訪華航貴賓室。

當年我們在這裡此賽「大胃王」

(參見《閃文集》第29頁)，看誰吃

得多。當時的番薯桶仍然健在，

熱騰騰的番薯令人垂涎 (參見圖

一)。如今年事已大，不復當年胃

口，僅淺嘗即止。

搭乘波音737的小飛機，約1小時50分鐘就直達杭州(參見圖二 (左))。

入關後有小姑娘兒笑臉迎人的送上300元人民幣的消費券(參見圖二 (中); 在

台灣「小姐」是敬稱，在大陸是指阻街女郎; 在杭州的正確稱呼是「小姑娘

兒」)。我們迫不急待的在機場的肯德基速食店消費，卻被拒絕。原來杭州

消費券有地點及特約商店的限制，而且是必須消費40元才抵用10元。換言

之，這相當於特約商店的抵用券，不像台灣消費券那麼有彈性。我們在杭

州是有公務在身，哪有時間逛街，更甭說要去找這些特約店了，只好望券

興嘆。

千島湖上飆網路

和北京飛來的NCP團會合後，由機場出發，前往淳安。吳靜雄教授

帶領超過30人的NCP團，租用一部大巴士(參見圖三(左))。隨團有位導遊

(地陪)，是位杭州姑娘，腹笥甚篤，一路朗誦了一堆和杭州有關的詩詞。

偶爾還考考我們的中文學養，讓我們相當緊張。她從頭到尾背誦了柳永

(987－1053; 參見圖三(右)) 的長調《望海潮》：「東南形勝，三吳都會，

錢塘自古繁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

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

夸。」功力驚人。我很好奇她到底

多博學，私底下考她，哪一位金朝

皇帝讀了這一首《望海潮》中的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怦然心

動，決心要征服南宋? 她說是「完

顏洪烈」(就是《神鵰俠侶》楊過的

乾祖父)。很可惜，她沒答對。正確

答案是有大頭症的「完顏亮」。

約3小時後，我們到達千島湖的釣魚島餐廳。旅途勞頓，飢腸轆轆，

上了餐桌，大家都雀躍不已的等待美食。千島湖號稱有九十餘種魚類，逐

一上桌(參見圖四; 千島湖著名的有機魚湯，據說有國家認證)。餐後買單，

鐘嘉德發現該餐廳是杭州旅遊消費券的特約商店。有分教「饅頭落地狗造

化」，這一餐我們足足抵用了100元人民幣。晚上約9點鐘，驅車前往旅

館，導遊姑娘再三叮嚀一些注意事項。她說:

「深夜會有小姐打電話問你要不要服務，你要

如何應對?」我不假思索的回答：「我會告訴

這位小姐王晉良教授的房間號碼，請她改撥電

話給王教授。」車內大夥哄堂大笑，吵醒迷糊

入睡的王晉良，還以為發生啥好康的事。

圖一: 華航貴賓室的番薯桶

圖二: (左) 抵達杭州; (中) 小姑娘兒笑臉迎人; (左) 杭州旅遊消費券劵

圖三: (左) 張仲儒與鐘嘉德站在NCP團的大
巴士前; (右) 柳永 (987－1053)

圖四: 千島湖有機魚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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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的行程主要是參訪華數集團。華數是杭州市唯一一家當地政府

授權的數位電視運營商，在無線網路應用上有積極作為。去年(2008年)工研

院資通所林寶樹所長組團(我稱之「寶樹參訪團」)來杭州，與華數有深入交

流。今年年初華數也來台灣訪問工研院資通所，彼此有合作共識。因此這

次再訪杭州，工研院資通所會和華數集團簽訂合作意向書。

華數有七位女孩被中華資通黃富琮總經理宣傳為「華數七仙女」。22

日早上由當中一位小仙女吳瓊(參見圖五(左))引導，帶我們參觀華數在千島

湖的700MHz  BWM (Broadband Wireless Multimedia) 外場基站建置及測試

訊號。吳瓊在去年「寶樹參訪團」拜訪華數時，曾有一面之雅(參見《閃

文集》第267頁)。華數在千島湖已建置三個基地台，正在建置第四座。每

座基地台的發射功率為10W。我們登陸一個小島，可遠眺基地台架設位置

(參見圖五(右))，可惜架設地點太

險峻，我們無法攀登。基地台以

54M bps之微波線路連接回機房。

在島上，我們路過海瑞祠(參見圖

六(左))。明神宗時代的海瑞(1514－

1587; 參見圖六(右))是海南島人，曾

任淳安知縣，為官清廉。當地居民

感念，建立此祠堂。《海瑞罷官》

是我們小時候耳熟能詳的章回小

說。我們捉狹的告訴吳瓊，海瑞也

曾經來台灣。新竹人感念他，於是

將著名的新竹摃丸取名為「海瑞摃

丸」(其實「海瑞摃丸」是取名於其

發明人黃海瑞)。

我們搭乘的遊艇，在船頭有攝影機(參見圖七(左)黃色圈圈處)，遊艇移

動時可動態拍攝湖中景色，再經由BWM上傳到網路。BWM天線架設在遊

艇雷達桿上(參見圖七(中)藍色圈圈處)。遊艇後方的左下角也有攝影機(參見

圖七(中)黃色圈圈處)，可用來拍攝遊客和風景。NCP團員爭相攝影留念(參

見圖八(左))。遊艇內亦提供WLAN(IEEE 802.11a)無線上網。船內架設一個

WLAN AP(Access Point)，經由一路由器連上BWM的終端機(參見圖七(右)

黃色圈圈處)。BWM的終端機再經由島上的基地台將訊號送到骨幹網路。

BWM終端機移動跨過不同基地台時，會有換手(Handoff)動作，網路不會斷

線。

當遊艇環繞千島湖時，我們不斷測試無線上網，效果良好。經濟部工

業局的方志強兄以自己的WiFi/3G雙模手機(參見圖八(中))，經由華數的連

線撥打VoIP電話回台灣給M-Taiwan柯秀民技正，大夥輪流電話聊天，品質

不錯，相當便利。我則用隨身攜帶的筆記型電腦(筆電)，和在台灣的太太櫻

芳視訊連線。我走到船艙外頭，以筆電的內建攝影機傳輸千島湖景色，讓

在台灣的太太也能欣賞湖光山色。美中不足之處是，筆電太輕，得緊緊抓

牢，否則會被吹入湖底(參見圖八(右))。另外，遊艇引擎的噪音不小，有必

要使用耳機。

   

圖五: (左)華數小仙女吳瓊和陳信宏; (右) 基
地台架設在遠處島嶼(藍色圈圈處) 

圖六:  (左) 海瑞祠; (右) 海瑞 (1514－1587)

圖七: (左) 遊艇正前方有攝影機(黃色圈圈處); (中) 遊艇後方的BWM天線(藍色圈圈處)
及左下角攝影機(黃色圈圈處) ; (右) 遊艇內的BWM 終端設備(黃色圈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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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BWM外場參訪相當有收穫。M-Taiwan也曾經在遊艇架設WiMAX

無線設備，應用於台灣東部外海賞鯨之旅。不過海上風浪較大，拍照及攝

影的應用尚佳，要在顛簸的船上使用Internet，就不如千島湖理想。我問同

行的中華電信梁隆星所長，是否能在日月潭實施這個應用。梁所長認為以

中華電信現有無線設施，技術上沒有問題。我個人對千島湖的BWM建設

極感興趣，希望有機會和華數合作，以我在交通大學實驗室發展出來的量

測技術，對千島湖的無線網路做完整的效能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

BWM外場參訪完畢，大家合影留念(參見圖九)。

圖八: (左)遊艇後方的景色可即時上傳網路; (中) WiFi/3G雙模手機可接通回台
灣;(右)鄭聖慶在船上以WLAN上網。

23日拜訪華數集團，交換

意見及討論合作的機會(參見

圖十)。在會場遇到七仙女之

一，和我同名的黃一萍，就送

一本簽名的《閃文集》給她。

只不過兵荒馬亂之際，不小心

將姑娘兒稱呼寫成「小姐」，

真正罪過。趕緊陪不是，重簽

一本書送她。

圖九: NCP群英聚義千島湖

圖十: 由左而右: 吳靜雄、林寶樹、曹強，及劉才華 
(林寶樹身後的晃動影子是林某人在湊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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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國家型計畫 (NTP) 以及網路通訊國家型計畫 (NCP)在規劃階段

時，必須說明計畫執行前後的產值變化，以證明計畫執行的必要性。於是

NTP/NCP夥伴們得搔破頭皮，擠出數據。第一期電信國家型計畫規劃時的

無線電信產值約60億台幣，而有線電信產值約90億台幣。那麼預測NTP第

一期五年，執行後電信產值為何?神奇數字是1680億台幣。在鄧啟福教授領

軍下，五年後的電信產值為3000億台幣。這可是20倍的成長，遠超過預期

耶! 當然啦，有人會質疑20倍的成長，是否都是NTP的功勞。我們當然很謙

虛的說並不完全是NTP的功勞，但我們是與有榮焉啦。

NTP第二期難度更高，預測執行五年後電信產值為一兆：1後面有12個

零耶! 真正是高難度的挑戰。當時擔任國科會副主委的張進福教授比較偏向

「電信產業已起飛」的說法，不必再執行NTP第二期了。後果是，他被拱

出來擔任NTP第二期計畫主持人。五年後，竟然又達成目標。不過張進福

教授更是謙虛，一直說成果是業界努力達成的。

後來大家又乘勝追擊，磨刀霍霍的要執行下一階段的NCP。那目標產

值是多少? 我不敢講了。我們的期許越來越高，就有人擔心會不會搞砸? 說

不定見好就收才是上策。然而這個艱鉅的任務，畢竟讓吳靜雄教授勇敢的

扛下來了。未來五年真正充滿挑戰。

在做預測時，必須找到對照組，來彰顯計畫執行的成效，以昭公信。

最好的答案當然是「五年後我們的技術會超英趕美」。然而並非每一項技

術都能達成。萬一力有未逮呢? 有人靈機一動，說：「五年後我們的技術

會和英美同步」。「同步」意指現在落後英美三年，五年後仍然落後三

年，委婉的說法。其實有很多網路通訊技術發展的狀況是很難預測的。諾

貝爾獎得主波爾(Niels Bohr; 1885－1962; 參見圖一) 就曾說：「To predict is 

difficult -- especially the future。」認為未來的發展是很難鐵口直斷的。

我擔任交通大學資訊學院院長，最怕上級要求我寫學院的「十年規

資通訊的科技預測

劃」。我承認自己是死硬保守派，頂多只能規劃二、三年。狗急跳牆，硬

掰一份「十年規劃」，簡直像意淫式的科幻小說。我雖然憚於此道，卻有

許多愛預言的算命仙，樂此不疲。反正預測未來是沒有責任的，時間未

到，沒人能指責你的錯誤。我回頭看以前的「長程規劃」或預測，往往捧

腹大笑。咱們翻開美國非營利組織哈得遜研究院(Hudson Institute)在1967年

做的權威性預測報告，預言到公元兩千年的世界展望:《The Year 2000：A 

Framework for Speculation on the Next Thirty Three Years》，念幾段讓讀者

諸君開開眼界。

在政治方面，哈得遜研究院預測：「China and Taiwan wil l  be 

recognized by the UN as independent states.」1967年，聯合國承認中華民國

而不是中國大陸。美國一直希望和中國大陸建立關係，勸國府雙重承認。

只是咱們的先總統   蔣公 (蔣字前要空一格以示崇敬)，其介如頑石，漢賊不

兩立，結果是台灣在1971年被逼，退出聯合國。今天最希望實現哈得遜學

院預測的，反而是支持台獨的人士。

在經濟方面，哈得遜研究院預測：「An independent East Germany will 

be one of the world's ten richest countries, per capita. 」結果是蘇聯崩盤，柏林

圍牆(Berliner Mauer)於1989年11月9日倒塌，東西德合而為一。但統一後，

圖一: 波爾(Niels Bohr; 1885－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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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德在經濟、社會、生活方式等

方面的差距似乎並未縮減。德國

權威調查機構“福薩”的一項最

新調查結果顯示，不少德國人對

兩德統一後的20年表示失望。柏

林圍牆被切成許多片段，送到世

界各地紀念。當中有一片段送給

美國華盛頓州的微軟總部。林某

人有幸參觀，拍照留念(參見圖

二) 。

在社會方面，哈得遜研究院預測：「Americans will enjoy 4-day work 

weeks and 13-week vacations. 」很顯然，美國人在2008年時仍然每星期工

作五天。不過，到了2009年，景氣變壞，美國有很多人放無薪假，每星期

工作不到四天啦，很悲慘的實現了哈得遜研究院的預測。2010年，景氣恢

復，每星期又工作五天。

在技術方面，哈得遜研究院預測的科技包括：「House cleaning robots, 

ubiquitous moving sidewalks, individual flying platforms, cryonic freezing and 

revival of humans. 」哈得遜研究院在技術方面的預測，還有點譜。清潔房

子的機器人是有啦，只是不實用，也不普遍。移動的人行道在機場是有

的，但可不是無所不在(Ubiquitous)。1955年就已經有人設計出飛行平台

(Individual Flying Platform)，所以哈得遜學院不算是先知先覺。飛行平台這

玩意並不實用，只出現在《007》和《蜘蛛人》這類電影。至於冷凍復甦醫

療技術仍屬天方夜譚階段，就不細表了。

我喜歡的雜誌《Popular Science》在1949年也做預測：「未來電腦的

重量不會超過1.5公噸。」這預測當然沒錯，只不過可笑得讓人噴飯。IBM

的老闆華生( Thomas J. Watson; 1874－1956; 參見圖三)則說過：「I think 

there is a world market for maybe five 

computers.」全世界只需要五部電

腦?如果IBM員工相信他的遠見，那

麼個人電腦市場就永遠被蘋果電腦

稱霸。

不過，有另外一說法是，Mark 

I電腦的主要設計者艾肯 (Howard 

Hathaway Aiken; 1900 －1973; 參見

圖四)在經過估計後，認為大型電腦的需求量不會超

過六部。而IBM則依據艾肯的分析，調整其市場及

產品策略。

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簡稱

DEC）的共同創辦人兼總裁奧爾森(Ken Olsen)在

1977年說：「There is no reason anyone would want 

a computer in their home.」迪吉多以生產迷你電腦

(Mini-Computer)著稱。一部電腦主機放在機房，讓

多位使用者以終端機（Terminals）共同使用。奧爾森認為有了迷你電腦，

家中就沒人需要電腦。因為經營策略的一念之差，迪吉多公司於1998年被

康柏電腦（Compaq）收購，而康柏電腦又在2002年被惠普公司併購。有分

教，長江後浪推前浪，黃河大魚吃小魚。

傳聞微軟的蓋茲(Bill Gates; b. 1955; 參見圖五)曾

說：「640K ought to be enough for anyone. 」不過蓋茲

否認有此一說。我真希望蓋茲曾說過這句話，並且信

守諾言。如此，微軟就不會發展像VISTA這種恐龍怪

獸，害客戶們使用得哀哀叫（微軟終於認錯，2010年

圖二: (左) 柏林圍牆的一個片段 (2009年林某人拍
攝於微軟總部); (右) 1989年11月9日紀念郵
票

圖三:華生(Thomas J. Watson; 1874－1956)

圖四: 艾肯(Howard Hathaway 
Aiken; 1900－1973) 

圖五：蓋茲(Bill Gates; b.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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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沒人用VISTA）。

前面預測的例子都錯得離譜。那麼有人真的能鐵口直斷?大家都知道

Intel 共同創辦人摩爾（Gordon 

Moore; b. 1929; 參見圖六） 於

1965年說：「The transistor density 

of semiconductor chips would 

double roughly every 18 months. 」

這個摩爾定律仍然神準，令人津

津樂道。

我最佩服的科技預言家是法

國作家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 ; 1828 － 1905 ;參見圖七)。他的科幻小

說包括《地心遊記》(A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飛向月球》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海底兩萬浬》(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環遊世界八十天》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以及《神祕島》

(The Mysterious Island); 當

中描述太空、海底、地心

的種種現象，並預測一些

未來的發明，例如潛水

艇。年幼時讀他的小說，

一直充滿對科幻的驚喜。

那麼，未來電信預測

為何? 2008年引爆金融風暴，讓預測變得很困難。不過，經濟學家認為，

能夠繼續保持強勁增長，拉抬整體經濟的兩大行業是能源及電信行業。不

少分析師認為，電信業對多數全球性的經濟衰退活動都具備免疫能力。韓

國SK電訊在中國的董事長李錫煥接受《世界電信》訪問時說：「電信運營

業以內需為主，並沒有進出口的相關性，所以受到的影響相對小得多。」

由於通信產品不僅是人們日常溝通的工具，也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及競爭

力的提升，所以在經濟形勢不太好的情況下，通信產品有可能進一步發揮

作用。李錫煥表示，「運營商可以向一些企業提供更多、更有效的通信產

品，幫助它們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運營商也可以通過這一市場的開發

來實現新的增長。」企業為了節省開支，縮減差旅成本，可能會利用更多

通信手段。2010年後，無線寬頻應用及雲端運算的大力發展，讓電信業者

有蓬勃發展的新契機。

圖六：摩爾（Gordon Moore; b. 1929）

圖七: 凡爾納 (Jules Gabriel Verne ; 1828 － 1905) 每天
五時起床一直伏案寫作，長達十五個小時。中間

僅以片刻用餐，就又拿起了筆。他妻子關切地說:
「你寫的書已不少了，為甚麼不好好休息?」凡爾
納笑著說:「你記得莎士比亞的名言嗎?哪能不抓
緊時間呢?」莎翁說的是: 「放棄時間的人，時間
也會放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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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一位朋友拿她女兒的繪畫考我(參見圖一(左))。她說:「請問這

幅畫，好像似曾相識，她是俞子薇模仿名畫家的某一幅經典作品而得，想

想看，(是誰的作品)?」題目不難，因為模

仿的作品實在太有名。她以沃荷（Andy 

Warhol; 1928 －1987; 參見圖二）的《瑪麗

蓮夢露》(Marilyn Monroe; 參見圖一(右)) 

取代孟克 (Edvard Munch; 1863－1944;參見

圖三)的名畫《吶喊》(Skrik)中，那位張口

大聲吶喊的仁兄。

   

     

《吶喊》畫中的主角彷彿是一具骷髏，受到驚嚇，面色慘黃的喊

叫，其實是孟克的自我寫照。他解釋創作此畫時的心境，說道：「 I was 

stretched to the limit — nature was screaming in my blood⋯ After that I gave up 

hope ever of being able to love again.」而瑪麗蓮夢露在死亡之前，對人生亦

感到惶恐、迷惑，甚至失望。俞子薇「改造名畫」的替代人物，內心掙扎

的情境與原作相似，相當有意思。

改造名畫

改造孟克的名畫的舉動，在

我們網路通訊領域也發生過。將

網通應用和藝術作品做有關聯性

的再組合，加以延伸，是很棒

的創意。2006年12月12日Google 

S e a r c h  的首頁將《吶喊》和

Google的Logo組合(參見圖四)。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2月12日

是孟克的生日。Google選這一

天將Logo變裝成《吶喊》，以

此為孟克慶生，是很高明的做

法，令人佩服。

[附註一] 有人說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的《Mother》
(參見圖五(左))、伍德(Grant Wood) 的《American Gothic》(參見圖五(中))、
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的《Mona Lisa》(參見圖五(右))，以及孟克的
《吶喊》是通俗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名畫。讀者諸君同意嗎? 其實孟克的
眾多作品中，我最喜歡他於1896年在帆布上的油畫創作《Lady From the 
Sea》。

圖一: (左) 俞子薇的「改造名畫」; (右)
瑪麗蓮夢露 (Marilyn Monroe)

圖二：沃荷（Andy Warhol; 1928 －1987）

圖三：(左)孟克(Edvard Munch; 1863 － 1944)

圖四: Google的《吶喊》Logo 

圖五: (左) 《Mother》; (中) 《American Gothic》; (右) 《Mona Lisa》



閃文集 II 35閃文集 II34

2008 年12月10-12日我

接受邀請到中國湖北武漢

參加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Ad-hoc and Sensor 

Networks (MSN2008) 國際會

議，擔任Keynote speaker。會

場在武漢湖濱花園酒店，富

麗堂皇，如圖一所示。

我的演講題目為ICT Innovations for Telematics，介紹車載資通訊系

統。聽眾對演講的反應極為熱烈。加拿大知名學者Ivan Stojmenovic (亦為

IEEE Fellow) 對此題目深感興趣，要求給予電子檔並希望能共同合作。

我的演講有幾張投影片專門比較集中式 (Centralized) 的 Infrastructure-

based Communications (IBC) 以及分散式 (Distributed) 的 Inter-Vehicle 

Communications (IVC)。兩種方式當然是各有優缺點。IBC較容易實現，但

基礎網路垮掉就完全無法通訊。IVC較難寫軟體，而優點是在一兩部車脫

隊後，其他車輛仍能互傳即時資訊。

I. 集中式或分散式?

研討會結束後和 Ivan Stojmenovic 等人遊覽東湖磨山公園 (參見圖二

(左))。散步時又閒聊到集中式與分散式的利弊。我提到當年作分散式模

擬 (Distributed Simulation) 研究，辛辛苦苦寫分散式程式，在十個處理機 

(CPU) 上跑，效率很高，頗為自豪。後來 Intel 推出的CPU速度越來越快，

最新版的單一CPU，速度一下子就快過我的分散式處理，實在好生沒趣。

MSN2008主要推廣分散式的隨意網路(Ad-Hoc Networking)，我們竟然滅自

己威風的說集中式處理比較好，實在有違研究趨勢啊。

武漢論好漢 

東湖磨山公園入口城門題字「荊楚雄風」(參見圖二(右))，讓人想起

西楚霸王項羽 (前232－前202; 參見圖三(左))，於是大夥談起楚漢相爭時的

諸位好漢，包括劉邦 （前257－前195; 參見圖三(右))、韓信，和周亞夫。

我向 Ivan 介紹項羽的故事，又聊到集中式及分散式的優劣。我說項羽擅

長希特勒式的閃電戰術(Blitz Tactics)，打起仗來，單刀直入，銳不可擋，

屬於集中式處理  (Central ized 

P r o c e s s i n g )。而劉邦對抗項

羽，在戰略上則採取聯合諸

侯這種分散式處理(Distributed 

Processing)，雖然每次被項羽打

得像沒頭蒼蠅一樣逃竄，最後終

能與盟友分進合擊，因此獲勝。

可見楚漢相爭，分散式的策略還

是優於集中式。

圖一: (左)MSN2008國際會議會場 (右) 武漢湖濱花園
酒店夜景 圖二: 東湖磨山公園: (左) 左一為Professor Xiaohua Jia;  

左二為Professor Ivan Stojmenovic; (右) 城門上題字

圖三: (左)項羽 (前232－前202); (右) 劉邦(前
257－前195) ; 我畫項羽時心中一直想著唐
初的虯髯客，不知不覺鬍鬚越畫越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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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單核心或雙核心?

12月10日晚上和參與MSN08的教授們聚餐，大夥由分散式處理聊到平

行處理(Parallel Processing)。有位教授說，顯然是集中式較易專精。以武

功比喻，古代真正高手都練單劍 (集中式處理)，而非雙劍(平行處理)。武

漢離武當山不遠，大家不知不覺就以武當太極武功作比擬，儼然是「武漢

論劍」。於是我開玩笑，說道:「以武功而言，仍然是平行處理贏過集中處

理。」我接著說，「要排列武功高下，以《隋唐演義》中描述的最詳盡，

有隋唐十八好漢的排名。當中武功強的，都是平行處理。」在座的賈教授

(Xiaohua Jia) 、蕭教授(Yang Xiao)等人熟讀古典章回小說，知道《隋唐演

義》故事，討論得很起勁。我們在「武漢論好漢」，認真程度不亞於學術

論文的討論。隋唐十八好漢故事如下:

隋唐第一好漢李玄霸(599－615）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長得瘦小枯

乾。清康熙後，老百姓拍皇帝玄燁馬屁，把李玄霸改為李元霸，以避諱帝

名。因此現代人大多只知道李元霸。李玄霸的武器是一對擂鼓甕金鎚，每

柄金鎚重達400斤。據說除了漢朝的浮波將軍馬芫，就只有李玄霸舞得動這

武器。800斤到底有多重? 據雲夢出土的《秦律。效律》，在允許誤差0.8％

範圍內，每斤大約是250±2 公克。因此李玄霸的金鎚共重200公斤。李玄

霸雙手舞鎚，平行處理的力量驚人，以

CPU作比喻，相當於Intel 的雙核心 Yonah 

Core Duo (參見圖四)。

第二好漢宇文成都，身長一丈，腰

大數圍，金面長鬚，虎目濃眉，兵器是

三百二十斤(80公斤)鎦金钂。不過宇文成

都是集中式處理，武功遠遜李玄霸，相

當於 Yonah Core Duo 微處理機關掉一個

CPU，計算能力只到單核心 (Single Core) 的 Yonah Core Solo，因此敵不過

李玄霸，被李玄霸撕成兩半身亡。龍行虎步的宇文成都為何敗給尖嘴猴腮

的李玄霸? 有一些Yonah Core Solo晶片是Yonah Core Duo製程時一個CPU

沒做好，另一個CPU還能動，就被拿來當作單核心微處理機賣給客戶(參

見《維基百科》)。宇文成都就像Yonah Core Solo，晶片有一半面積沒有功

能，有點虛胖，計算能力又差一截，當然敵不過沒有贅肉的李玄霸。

第三好漢裴元慶年僅十多歲，善使五升斗大的八卦梅花亮銀鎚。兩柄

鎚共重三百二十斤，總重量和宇文成都的鎦金钂相同。裴元慶的總計算能

力(Raw Computing Power)和宇文成都相當，但舞動雙鎚，兩個CPU必須

協調，有Communications Overhead，因此效率不如宇文成都，只能排名第

三。當年十八路反王和李淵在四明山一戰，反王大軍被李玄霸雙鎚殺得屍

橫遍野，只有裴元慶接得住李玄霸三鎚。裴元慶從未相遇敵手，挨三鎚

後，虎口破裂，手腳發軟，無還手之力，只能甘拜下風。裴元慶舞動亮銀

鎚的力量只有李玄霸甕金鎚的四分之一，自然不是對手。

隋唐好漢排名第四以後的CPU功力就差了好幾世代。例如第六名的伍

天錫，是春秋五霸時名將伍子胥的後人，使用二百斤短棒混天钂。在揚

州城外和李玄霸對壘，還沒來得及出招就被一鎚打死。伍天錫的CPU計算

能力大概是Pentium (參見圖五(左))等級。隋唐好漢排名在伍天錫後面的，

CPU運算能力更大幅下降，

只有Intel 386或486 (參見圖

五(右))的水準。軟體也都寫

不太好，大部分只跑得動

單核心的CPU，無法平行處

理，同時舞弄兩手兵器。

例如第七條好漢羅成，家

傳五鉤神飛槍。我們常提

 

圖四: Yonah Core Duo 與 Solo [附註一]

圖五: 2010年9月林某人拜訪在加州的Intel Museum時
拍攝(左) Pentium; (右) Intel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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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馬槍」就是羅成的絕技，可惜格局不大。如果將李玄霸比擬為正統

軟體工程發展出來的電信等級應用，那麼羅成就像嵌入式軟體(Embedded 

Software)的小程式。「回馬槍」有點像關雲長的「拖刀之計」，當對手太

強時，就拉馬掉頭，假裝敗走。對手見羅成這白面書生，原來是膿包，不

堪一擊，於是拍馬追趕。羅成則趁對手輕敵之際，突然調頭襲擊對方，一

槍刺下馬，是為回馬槍。

有名的京劇《秦瓊賣馬》(又名《天堂縣》)男主角秦瓊（？－638）是

隋唐第十六條好漢。秦瓊黃面金睛，武器是一對瓦面鑲金鐧。秦瓊雖然是

雙核心CPU，卻是不太靈光。真正的絕招是丟單鐧的「撒手鐧」。秦瓊和

人廝殺，居於劣勢時，會突然抽出鐧來，回身扔出去，讓對方出乎意料，

砸得眼冒金星，束手就擒。最大的缺陷是，如果一擲不中，連鐧都丟掉，

那就慘啦。同樣是回身偷襲，秦瓊軟體寫得不好，招式不如羅成，難怪排

名在後。 

十八好漢中我最喜愛的人物是排名第十七的尉遲恭。我大學時代依照

《西遊記》對尉遲恭的描述，畫了一幅尉遲恭像(585－658; 參見圖六)。根

據《西遊記》，尉遲恭「頭戴金盔光爍，身

披鎧甲龍麟，手執金瓜斧鉞；環晴映電月光

浮，直令鬼魅聞風喪膽」。他和秦瓊是一對

門神。尉遲恭也是單核心CPU，手持十三竹

節水磨鋼鞭。他的竹節鞭大有來頭，得到皇

帝佬兒李淵御賜，就像電影007 的license to 

kill(殺人特許執照)，可以「上打昏君，下打

奸臣」，先打後奏，十分威風。尉遲恭的硬

鞭具有彈性，敵人阻擋時，鞭身會彎曲接觸

人身，尉遲恭只要用力一拉，敵人就皮開肉綻，號稱「敬德拉鞭」。不過

尉遲恭比起李玄霸這種超級雙核心CPU，仍是小巫見大巫，不堪一擊。

根據上述隋唐第十八好漢分析，平行計算果然優於集中式計算。不

過平行計算(分散式計算亦同) 最大的問題是通訊協調不易。李玄霸就是一

個例子。有一天打雷，李玄霸的軟體出問題，兩柄金鎚協調有誤，對空

亂舞，不小心鎚死自己。也因為如此，大部分的隨意網路研究注重協定

(Protocol)及軟體的平行(分散)處理設計，發表論文的數目已超過上萬篇。

其實應該使用集中計算或平行計算，視應用而定，而深得其中三昧的

人是日本武聖宮本武藏(みやもと むさし; 1584－1645; 參見圖七(左))。以

寡擊眾時，宮本武藏採平行計算，施展他自創的雙刀流 (右手長劍，左手

短劍)。他單身和吉岡一門武術對壘，斬殺22人，傷三十餘人。但和一流高

手一對一決鬥時，

宮本武藏則採用集

中計算。他在船島

和佐佐木小次郎對

決，將廢櫓削成四

尺二寸的木刀，雙

手握一刀，剋制了

佐佐木的燕子翻身

絕技，終於獲勝

(參見圖七(右))。

[附註一] 有人問我為何用 Yonah Core Duo 與 Solo 來比喻隋唐好漢。原因是
我最後一次讀《隋唐演義》是在2006年1月5日，當日Intel發表第一顆 32-bit 
的雙核心 Yonah CPU。我很自然的將李玄霸威力無窮的雙鎚聯想到Yonah 
CPU。

圖六: 門神 (尉遲恭; 585－658)

圖七: (左) 仿宮本武藏(みやもと むさし; 1584－1645)自畫像; (右) 
宮本武藏在船島和佐佐木小次郎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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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吐溫(Mark Twain)在1889年寫了一本有趣的小說《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 's  Court》，敘述一位19世紀的美國康乃狄克

(Connecticut)人 Hank Morgan的故事。這小子莫名其妙的被時光隧道送回

6世紀英國亞瑟王的時代。在本書的第24章，主角說了一句話：「Hello 

Central! Is that you, Camelot?」Camelot是傳說中亞瑟王宮廷所在地，感興

趣其細節的讀者可翻閱馬克吐溫的原著。我想談的是前半截句子「Hello 

Central」。在1877年之前，並無此用法。1877年之後才有「Hello Central」

這種對話，一般會說：「Hello Central, give me⋯」翻譯成中文是「總機妳

好，請幫我接線到⋯」Central有時又以Operator一詞取代，係指電話接線

生，大部分是女生，因此我用女字旁的「妳」。

最早的電話服務是採取專機專用方式，成對

出租，只能讓兩個用戶對談。1877年，美國在New 

Haven安裝了第一套8線路的交換機(Switchboard) 

，以人工方式交換不同電話線路，讓電話用戶

不再限制於配對的電話機。早期的交換機為了能

24小時幫電話用戶接線，會放置在接線生的家中

(如圖一所示) 。後來Milo G. Kellogg發明Divided 

Multiple Switchboard，能讓多位接線生在一起工作，擴大了電話網路。於

是電話公司將交換機和接線生集中在機房，稱為Central Office (CO)。我

寫《Telephony Network and PBX Software》這本書時，使用Central Office

一詞，常有學生不解其意，其實我是指「公

用交換機」。Kel logg後來成立了Kel logg 

Switchboard & Supply Company，是Alcatel的前

身(現在則是Alcatel-Lucent) 。  

電話接線生幾乎都是女性(參見圖二)，直

Hello Central

到1960年代中期後才有男性接線生。當年訓練女性接線

生的項目包括有效率(Efficient)、恭敬(Deferential)，以

及和藹可親(Pleasant)。因此接線生也常在客戶精神受創

時被當成訴苦的對象，提供心靈的藉慰。在20世紀初有

許多音樂作品以「Hello Central」為曲名。例如有名的

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 作曲家哈里斯 (Charles Kassell 

Harris; 1867－1930;參見圖三) 1901年的創作《Hello 

Central, Give Me Heaven》，敘述失去母親的小女孩打

電話，請接線生將電話轉接到天堂，因為她知道媽媽在

天堂。歌詞的第一段寫著：

Papa, I'm so sad and lonely (爸爸，我如此的傷心與孤獨)

Sobbed a tearful little child (是個啜泣而滿臉淚痕的小孩)

Since dear Mama's gone to heaven (自從親愛的媽媽去了天堂)

Papa dear, you do not smile (親愛的爸爸，你不再歡笑)

(合唱)

Hello Central give me heaven (總機妳好，請幫我接線到天堂)

For I know my mother's there (因為我知道媽媽在那邊)

You will find her with the angels (妳會看到她和天使在一起)

Over on the golden stair (站在黃金階梯上)

另外一首1918年由史瓦茲(Jean Schwartz; 1878－1956;參見圖四)作

曲，Sam M. Lewis 及 Joe Young填詞的《Hello Central! Give Me No Man's 

Land》，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個小男孩打電話，想和在No Man's 

Land的父親連絡。No Man's Land有人翻譯為「三不管地帶」，意指戰爭

中，兩軍封鎖線間的灰色地帶。在此處，人們彼此不相信對方，擔心被

射殺。而不幸的是，小男孩的父親已死於西線戰場的三不管地帶(Western 

圖一: 放在家中的交換機

圖二:女性接線生

圖三: 哈里斯 (Charles 
Kassel l  Harr is; 
1867－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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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而他的母親卻不敢告訴他真相。歌詞有

一段寫著：The baby toddles up to the telephone 

and whispers in a baby tone:「Hello, Central! Give 

me No Man's Land, My daddy's there, my mamma 

told me」。深夜中的小男孩十分害怕，卻又渴

望和父親談話，因此懇求接線生快點轉接電話：

「I'm afraid to stand here at the phone Cause I'm 

alone. So won't you hurry⋯」讓聞者不禁落下同

情淚水。我無法想像接線生如何慰撫這個小男

孩。      

前述說明，早期的電話網路因為接線生和客

戶的互動，不是單純、硬梆梆的機器服務。其實

史端喬(Almon Brown Strowger ; 1839－1902;參見

圖五) 早在1891年就發明了自動化的電話機。他

是美國堪薩斯市一家殯儀館的老板(Undertaker ; 

就是所謂的送行者)，發覺電話接線生常常把他

客戶的電話接到他的競爭者那邊，讓他的生意受

損(據說電話接線生就是他的競爭者的妻子)。惱

火之下，他發誓要發明一種不要接線生的電話

機。經過三年潛心研究後，獲得了 “自動電話交

換器” (Automatic Telephone Exchange) 的發明專

利權。

史端喬的電話機需要客戶記下許多電話號碼，自己撥號，「很顯然

會」造成不便。貝爾電話公司不願意採用這種系統，因為他們希望能提供

人性化的電話服務（Bell executives wanted phone service to be as simple as 

possible and to provide as much personal service as possible），他們也不相信

史端喬所謂「接線不公平的說法」。同時貝爾電話公司更憂慮客戶會因為

不滿意這種「自助式」的自動化電話系統，而停止電話服務。然而隨著歲

月變遷，人工畢竟敵不過機器的自動化，人工交換機終於走入歷史，退出

電話服務的舞台。

  

圖四: 史瓦茲(Jean Schwartz; 
1878－1956)

圖五: 史端喬 (Almon Brown 
Strowger ; 1839－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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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聯合新聞網刊登台灣大哥大及中華電信在網際網路互連(IP 

Peering)收費方面的爭議。台灣大認為中華電信的收費不合理，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NCC)提出裁決後，中華電隨即提報互連批發價，但NCC並不滿

意，又請中華電補件說明。然而NCC也指出，各國政府都沒有介入網際網

路互連，若NCC介入管制，將會是全球首創。這事件最後根據NCC2009年

8月5日第311次委員會議討論審議，中華電信公司提報之批發牌價調降約為

46.81%幅度，達成價格協議而暫熄戰火。然而價格的爭議大概不會就此落

幕。

IP Peering的爭議在Dada's Blog有很清楚的說明:「所謂IP Peering指的是

兩個網際網路供應商(ISP) 相互連結、互通有無的情況。例如 ISP-A 的用戶

可以經由 peering 來直接存取放置在 ISP-B 內的網站，反之亦然。如果兩個 

ISP 之間沒有 peering 的話，就必須透過 transit 經由其他 ISP 轉接過去，不

然就是透過網路交換中心 (IX) 相互連接。就國際上的慣例而言，兩家 ISP 

互連 (peering)，會由淨流量輸入者付錢給淨流量輸出者，所以擁有比較多

網站內容的 ISP 就有可能賺取這樣的 peering 費用。」[文獻一] 根據Dada的

說法，中華電信擁有國內最多的內容(因為用戶多)，其他業者花錢向中華

電信買 peering是合理的。重點在於要花多少錢。國內幾家電信業者我都有

好朋友，見到他們如此爭議，也頗感嘆。其實面對大部分界接國外網路的

互連，台灣所有電信業者都要付錢給國外電信業者，而在議價時都居於弱

勢。

台灣的電信大戰讓我想起兩位將軍龐炳勛和張自忠的故

事。龐炳勛 (1879－1963; 參見圖一)從商多年，是精明的小

商人。 於1922年4月參加第一次直奉大戰，擔任孫岳第十五

混成旅步兵營長，被奉軍的砲彈炸傷了一條腿，因此人稱

「龐瘸子」。龐炳勳多次與蔣介石的軍隊作戰，善於避重就

輕，保存實力。

台灣的電信大戰

張自忠（1891－1940; 參見圖二）本

為馮玉祥部屬。1930年中原大戰後，被蔣

介石收編。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

中國全面抗日。龐炳勛和張自忠都是雜牌

軍，並非蔣介石的黃埔嫡系軍隊，因此兩

個人的部隊都調歸徐州第五戰區，由廣西

派的李宗仁指揮(請參見《指揮的重要》一

文)。

1938年3月10日，日本第五師團投入七、八萬兵力，及飛機大炮和坦

克等優勢武力，由號稱「關東軍的大刀」板垣征四郎(いたがき せいしろ

う;1885－1948; 參見圖三)率領，向臨

沂猛烈撲來。當時防守臨沂的是龐炳

勛的第三軍團。由於實力太過懸殊，

龐部傷亡慘重，但是仍然堅強地固守

陣地，阻止坂垣師團。司令長官李宗

仁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敵軍窮數

日的反覆衝殺，傷亡枕籍，竟不能越

雷池一步。當時隨軍在徐州一帶觀戰

的中外記者與友邦武官數十人，都想

不到一支最優秀的皇軍竟受挫於不見

經傳的支那雜牌部隊。一時中外哄傳，彩聲四起。」

當時龐部急待援軍。李宗仁唯一能調派的是張自忠的第五十九軍。張

自忠與龐炳勛在中國內戰時，原是宿仇。李宗仁告訴張自忠：「你過去和龐

炳勛彼此無法相容。今日龐炳勛為國家苦戰，你應該捐棄私人過節，和龐部

並肩作戰，抵抗外侮。」張自忠擯棄個人恩怨，率部以每日180里的速度趕
圖一: 龐炳勛 

(1879－1963)

圖二: 張自忠（1891－1940）有一
對招風耳。

圖三 :  板垣征四郎 (いたがき  せいしろ
う;1885－1948); 本圖是他於1948年
被判絞刑前的照片。1978年10月，
他被日本靖國神社合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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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增援龐炳勛，於3月14日凌晨與龐部聯合發起反擊，經徹夜激戰，日軍慘

敗，並導致中國在台兒莊大捷。這是抗戰爆發後中國正面戰場取得的首次重

大勝利。中國士氣大增，有實力對日本長期抗戰，此一役是關鍵 [附註一]。

今日台灣的電信業者，付給國外大筆IP網路互連費用，沒有太多談

判籌碼。在台灣島內，卻為了內部彼此互連的費用，演出全武行，大打

內戰。而真正在網際網路產業中生財的金雞母，是內容服務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或ICP) ，很可能在永無止境的電信內戰中犧牲掉了。因

此，台灣很難培養出像 Youtube 這樣的網站。台灣政府有義務站出來，擔

任李宗仁的角色，協調國內電信業者的互動，好好保護ICP，讓這隻小雞能

茁壯。如果台灣有Youtube 這樣的金雞母，外國到台灣的IP流量自然會增

加。如此，台灣的電信業者才有機會一致對外，打一場台兒莊大捷，改善

對國際電信列強割地賠款的不平等地位。

協調國內電信業者，難度甚高。然而在營造ICP的成長環境，推動內容

服務方面，仍然可以有發揮的空間。經濟部正煞費苦心的舉辦許多應用服

務的競賽，著墨很深。例如經濟部技術處委託工研院舉辦的伽利略創新大

賽(參見圖四(左))，獎金總額高達1500萬元，以衛星定位創意為主，甚至不

必實作。林某人2008年擔任評審時，挑出一件作品，是為伊斯蘭教朋友設

計的小裝置。這個裝置可在全球任何地點，在朝拜麥加的時間提醒你，並

告訴你朝拜的方向，是很有趣的創意。經濟部工業局也舉辦通訊大賽，推

廣Android手機平台軟體設計(參見圖四(右))，共襄盛舉的，除了Google外，

還有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威邁思電信; 另外還有手機廠商

如宏達電、佳世達、研勤科技、華冠通訊、華碩電腦、華寶通訊等公司參

與。這是很好的例子，在政府的整合下，產業界群策群力的為內容服務打

拼。持之以恆，我們或許有機會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

[附註一]  1938年台兒莊之役，國軍痛宰石原莞爾（いしわら  かんじ ; 
1889－1949）和板垣征四郎的最精銳部隊，對中國有很重要的意義。當時
大家都認為石原和坂垣太厲害了，要消滅十倍以上的中國軍隊，根本不費

吹灰之力。台兒莊之戰粉碎了日本軍隊所向無敵的神話。石原莞爾這個人

詭計多端，徹底奉行「滿蒙生命線」的日本侵華理論。這是啥理論呢? 讓
我們翻翻當時擔任中國領事的松岡洋右所寫的《動蕩之滿蒙》就知曉:「今
天滿蒙之地位，對我國(日本)而言，不僅在國防上十分重要，對國民經濟也
是不可缺少⋯我國要確保死守這條生命線，不可害怕任何國家的挑戰。」

話說1921年華盛頓九國會議後，日本被要求大規模裁軍，職業軍人的身價
一下子跌停板，好男不再肯當兵，穿軍服上飯館甚至惹人嫌，常會吃閉門

羹。心懷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社，想盡辦法要有一條新的出路，而有名

的代表人物是石原莞爾。1928年6月日本人炸死「東北王」張作霖(1875－
1928;參見圖五)，兒子張學良相當憤慨，在1928年12月歸順國民政府，對
日本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因此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日本關東軍在中國

東北發動戰爭，於1931年9月18日製造「九一八」事變，奪得中國東北主導
權，扶植滿洲國。

圖四: (左) 伽利略競賽(林某人與林清祥); (右) 2009通訊大賽初審，電信三雄及主要手機製
造商都來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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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九一八」事變的醞釀過程，日本政府反對關東軍的作法，試圖

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和中國的衝突事端。內閣會議決定了「不將事態進一

步擴大」的方針。關東軍卻將之當作耳邊風，不斷擴大戰線，無能的日

本政府只好摸著鼻子跟著走。 1932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軍方乾
脆暗殺首相犬養毅(いぬかいつよし; 1855－1932;參見圖六)，免得內閣一
天到晚碎碎念。主戰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不歸

路。「九一八」事變讓石原莞爾及板垣征四郎在日本軍人中身價高漲，號

稱「石原智慧，坂垣實行」。這兩個傢伙氣燄高漲，帶領部隊，大搖大擺

的一路南下，侵略中國，勢如破

竹，也難怪敢囂張的誇口「三月

亡華」。1938年在台兒莊踢到鐵
板後，才發現石原的「智慧」，

坂垣無法「實行」。

張自忠於1940年和日軍作戰，兵
敗自裁。張自忠殉國後，張夫

人在上海絕食七日而死。坂垣征

四郎在1948年以戰犯身分被判絞

刑。龐炳勛1949年到台灣，開餐廳度日。日本戰敗後，石原莞爾拼命宣
傳自己是受東條英機(1884－1948)迫害的和平主義者，逃過戰爭罪行的審
判，直到1949年因膀胱癌，病死於家中。

[文獻一 ]  畸形的台灣網路環境  ( I P  P e e r i n g ) ,  h t t p : / / b l o g . u r d a d a .
net/2009/03/24/197/

圖五: 張作霖(1875－1928)及其紀念幣

圖六:犬養毅(いぬかいつよし; 1855－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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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台北世貿中心有電腦展，展示許多先進新奇的智慧型手機。

例如Intel所展示的WiMAX手持終端機(參見圖一(左))。這款終端機的整體

品質相當不錯，照相或攝影的解析度高，並且能以高速度無線傳輸連接到

外界網路。但是我端詳半天，卻找不到攝影機。原來攝影機外掛在女孩的

胸部左上側，以電線接回手持終端機 (參見圖一(右) ); 如果終端機的銀幕上

出現你的正面照，那表示你

正盯著看女郎的胸部。 

智慧型的終端機讓我們

有機會實現許多大頻寬的應

用，而電池是一個重要的關

鍵。如果電池續航力不長，

就無法跑寬頻應用。讓我們

探討一下電池的歷史吧。

早期 「Battery」一字是軍事

名詞，係指一堆武器的群集(用以

作戰 )。1 7 4 8年某日，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參

見圖二)將幾個萊頓瓶(Leyden Jar;

為早期的電容器)放在一起，稱之為

「A Battery of Leyden Jars」。後人

就以Battery稱呼電池，其實電池的

原理和萊頓瓶電容器(Capacitor)大不相同。

1780年，義大利波隆那大學(Bologna University)解剖生理學教授伽伐尼

（Luigi Galvani, 1737－1798）無意間將一隻解剖的青蛙觸擊到萊頓瓶，結

果蛙腳劇烈抽搐。他認為這是一種「動物電」（Animal Electricity），來自

電池

於青蛙神經中一種看不見的生命流體，以金屬導線為通路，在屍體脊椎骨

和腿神經之間流動，刺激了青蛙的肌肉，發生痙攣現象。

1793年，義大利帕維亞大學(University of Pavia)物理學教授伏特

（Alessandro Volta, 1745－1827;參見圖三(左)），提出了不同於「動物電」

的觀點。他認為電流是由於金屬接觸而產生的，與金屬板是否壓在動物身

上無關。經過實驗，伏特觀察到金屬有一種序列關係：鋅、鍚、鉛、銅、

銀、金⋯等。只要將這個序列裡前面的金屬與後面的金屬相接觸，前者就

帶正電，後者帶負電，在序列中的距離越遠，帶電越多，產生的電流也越

強。他製作了有名的「伏特電堆」（Voltaic Pile;參見圖三(右)），將許多圓

形的銅片和鋅片相間地疊起來(所以稱為「電堆」)，每一對銅、鋅片之間隔

了浸鹽水的麻布片。再以兩條金屬線分別將頂面的鋅片和底面的銅片焊接

起來，兩條金屬線間可以量測到電壓。金屬片對數越多，電力越強。伏特

電堆能提供較強、較穩定，而且持續的電流，這是第一個實用的電池，對

於後來電磁學的研究，有重大的影響。

      

圖一: (左) WiMAX手持終端機; (右) 引人遐思的攝影機

圖二: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圖三: (左)伏特 (Alessandro Volta; 1745－1827); (右) 伏特電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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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英國人丹尼爾(John F. Daniel; 1790 －1845;參見圖四(左))大幅

改進伏特電池，發明了丹尼爾電池(Daniel Cell)，用於電報系統。丹尼爾

是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化學系的第一位正教授。林某人曾

於1999年訪問倫敦國王學院，想在該校的Maughan 圖書館(參見圖四(右))

查閱丹尼爾教授的電池設計圖原稿，可惜尋覓不到。1859年法國人普蘭奈

(Gaston Plante) 發明可以重覆充電的電池，使用於汽車。早期的行動電話使

用鎳氫電池( Nickel Metal-Hydride Battery)。今日的手機製造商則逐漸採用

高分子鋰電池 (Lithium-Polymer 

Battery)。這種電池很輕，並且

可以塑造成不同形狀。

遇到緊急事件，電池的續

航力變得非常重要。2009年8月

的莫拉克颱風(Typhoon Morakot) 

重創南台灣，讓電信業者都忙壞

了，主要是南部災區有不少基地

台都淹水。中華電信的呂學錦董

事長說：「發生天災時，電話線就如同生命線。」有電話聯繫，救災就容

易。災變時中華電信馬上將50多支衛星電話送到斷訊的「孤島」，並且先

調度移動式GSM基地台，解決立即的通訊需求。移動式GSM基地台是一部

工程車，內有GSM基地台來接收及傳送災民的GSM手機通話。另一方面在

工程車上架設衛星天線，可以和衛星連結，再經由衛星將災民的通化接回

公共電話網路(參見圖五)。

   

接下來，進行基地台搶救。基本而言，水淹基地台約一層樓，發電設

備因泡水無法供電。日夜趕工，調來發電機後，終於修復，可以正常運作

(參見圖六(左))。電信工程人員冒生命危險，全力修護基地台，令人佩服(參

見圖六(右))。

   

電信工程大卡車在水深近一層樓的災區，巡迴確認基地台已能運作(參

見圖七)。當工程人員鬆一口氣時，忽然聽到困在二樓的災民喊叫，「仍然

無法打電話!」原來手機沒電，而房屋已經斷電，無法充電。這就傻眼了。

每一支手機的充電器都不同，如何幫所有災民充電?只好盡力而為，能充多

少手機就充多少(參見圖八)。呂學錦董事長語重心長的說:「手機廠商應統

一充電介面。」

圖四: (左)丹尼爾(John F. Daniel; 1790 －1845); 
(右) 倫敦國王學院的Maughan 圖書館 

圖五:  (左) 將衛星天線架設於工程車; (右) 移動式GSM基地台豎立的桿子是GSM
的天線，和災民的手機相連(中華電信提供)。

圖六: (左) 以竹筏載運發電設備，搶救基地台; (右) 清理機房，工作艱辛 (中華
電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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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GSM協會(GSM Association)已於2009年2月決議採用一個標準的手

機充電器介面。十七家主要手機廠商包括Nokia、Motorola，以及Samsung 

都同意採用micro-USB介面。未來，我們不必再保留五花八門的充電器了

(早就該如此)。而本次莫拉克颱風來襲，各家電信業者為災民的福祉努

力，提供免費電話服務，令人佩服。

圖七: 電信業者搶救電信設備時，電纜工程車順便將受困災民救出(中華電信提供)。

圖八: 電信業者提供免費服務，為災民手機充電(中華電信提供)。

Alegria是西班牙文，意思是喜悅 (Joy)。2009年1月中旬這個星期，我

和Alegria 這個字頗有緣分。1月15日，交通大學副校長李嘉晃教授剛動了

一個小手術，我去醫院探視。見他皺著眉頭坐在病床上，我心中一驚，以

為手術不順，仍然病痛。後來發現，他是在讀一本原文書，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 － 1860; 參見圖一) 的作品，他是有感而發，才有此表

情。我說，休養期間，何必苦思哲學，應該看看像《交響情人夢》這種漫

畫，才會有益身心，早日康復

啊。叔本華是極端悲觀主義，

即使他寫《Alegria é Felicidade 

Imediata》(立即喜悅和幸福) 這

種文章，我也看得悲情滿面，

唯一收穫，只學到Alegria (喜

悅) 這個單字。 

不過看到李嘉晃副校長這

麼有水準，我這個資訊學院院長好生汗顏，回辦公室就翻箱倒櫃，想找本

有氣質的書，充充電，提升個人的人文素養。我找到《莎士比亞全集》。

信手一翻，又看到Alegria這個字。心中有不祥預感，每看到這個單字，

整個句子我一定看不懂。果然，我翻到的是莎翁名句「A alegria evita mil 

males e prolonga a vida」。闔起書本，還是改看漫畫吧。沒想到過了兩天，

我又不期而遇Alegria。

 星期六 (1月17日) 晚上，和太太去看太陽劇團(CIRQUE DU SOLEIL) 

表演，也想多了解太陽劇團如何能創造出他們藍海策略的產業。太陽劇

團是1984年由20個街頭賣藝人所組成。多年來網羅40國超過1000名藝術

家，在藝術創意的加持下，將雜耍演出提升，有豔麗的服飾，炫目的燈光

效果，以及讓人屏息的高難度演出。對於那天的表演，我有相當期待。

Alegria:太陽劇團與網通技術

圖一: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 －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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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太陽劇團的表演場地，赫然看到帳篷上鑲著Alegria。原來這個表演以

《Alegria》為主題(入場票卡翻譯為《歡躍之旅》; 參見圖二)。整個節目，

由一位白衣歌姬重複唱著Alegria旋律，歌聲甜美。

表演當中，白衣歌姬忽然走下舞台，邊唱歌邊繞觀眾席。走到我面

前，竟然伸出手來。我十分尷尬，不知所措，不知她為何挑我這個老頭。

她拉著我的手，我只好狼狽的被拖上舞台中央。白衣歌姬抓住我右手，放

在她的腋下。男女授受不親，我驚疑不定，正在沒理會處，她的右手忽然

抓住我的左手，原來是要跳舞。於是我踉踉蹌蹌，和她在舞台上繞圈圈。

繞得不分東南西北，也不知如何下舞台的。

 散場後，和太太正要離開，有人拍我後背。原來是一位交通部的高階

官員。我們常在業界計畫的技術審查會擔任審查委員。他說:「林教授，沒

想到你這麼會跳舞。」我在技術審查會一向正經八百，很嚴肅的審案子。

他想像不到我也有輕鬆的一面。不過他說我會跳舞，那簡直是笑話奇譚。

我完全不會跳舞。回台灣後，被打鴨子上架的跳過兩次舞。除了Alegria白

衣歌姬外，我十二年前也跳過一次。那時擔任交大資工系的系主任，學生

舉辦舞會，要我開舞。他們特別找來一位女學生教我舞步，惡補半天，還

是學不會。正式開舞時，還踩了女學生好幾腳。從此以後就沒人找我開舞

了。林某人這次獲得白衣歌姬青睞邀舞，不禁盼顧自雄，藉此篇幅，野叟

曝言一番。

關於太陽劇團的創意，已經有很多人在研究，我就不在此拾人牙

慧，發表類似言論了。我以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太陽劇團。當天表演的中

場休息，有遠傳的Show Girl解釋簡訊抽獎活動 (參見圖三(左))。遠傳是

《Alegria》的贊助廠商，自然要好好利用這個機會行銷一番囉。不過我觀

察到，遠傳的行銷似乎只是點到為止，並未完全發揮太陽劇團品牌的優

勢。狐疑之時，恰巧遇到遠傳總經理Young Nelson (參見圖三(右) )，就當場

請教。Young Nelson解釋，並非遠傳不懂得藉機行銷的竅門，而是這些行

銷行為不在太陽劇團的商業合約內。在合約範圍內，遠傳已做得非常好。

太陽劇團很了解自己品牌的價值，不隨意讓人行銷的。

  

2006年，LG Electronics Mobile Comm和太陽劇團合作，針對多媒體娛

樂，特別設計V及CU320兩款手機。這類手機號稱有特別的功能，例如內

建的MP3 Player，能夠同時跑五種多媒體應用，並且在下載或播放多媒體

娛樂時，同時能打電話或送簡訊。其實這些功能先進的手機都有提供，只

圖二: 《Alegria》入場券及人物造型 

圖三:(左) 遠傳 Show Girl解釋簡訊抽獎活動; (右) 巧遇遠傳總經理Young Nelson



閃文集 II 59閃文集 II58

是要做得很人性化，就頗不容易。LG認為太陽劇團是非常有創造力的平台

(Powerful Creative Platform)，希望能藉由太陽劇團的品牌及其獨特的娛樂

經驗(Entertainment Experience)，將LG的手機行銷到全世界。LG並宣稱太

陽劇團獨一無二的表演模式，能完全襯托LG這幾款手機的優異性。

然而太陽劇團並未將所有的表演秀都授權LG播放，而是只授權

《Delirium》(瞻妄)這齣表演。負責《Delirium》的太陽劇團經理Aldo 

Giampaolo很有技巧的說：「《Delirium》是太陽劇團最有創意及技術性

的藝術產品，是音樂與動作錯綜復雜的整合，自然能提供完美的環境，讓

LG展示新款的行動娛樂手機。」 話說得很漂亮，卻沒授權LG代理所有的

表演秀。太陽劇團對於不同的演出節目，都有嚴格的市場區隔。例如當時

《Delirium》只在北美洲五十餘處巡迴表演。《Alegria》在1990年代初期就

開始演出，直到2009年初，才來台灣獻藝。太陽劇團的每一個戲碼當然都

有製成多媒體的數位內容，除LG外，也於2008年和YuuZoo合作，由其行銷

太陽劇團的多媒體內容及招攬廣告收入，讓全球的太陽劇團迷能下載預告

影片、圖片、海報，及壁紙。

太陽劇團的企業實體具有高度的移動性。整個劇團同時會有8至13場

表演秀在全世界五大洲的200多個城市演出。基本而言，太陽劇團在全世

界有六個固定的表演地點，也有六個巡迴表演團，每團每年會在全世界

各處移動八次。太陽劇團的發言人Mike Quinn說:「通訊的簡化(Simplified 

Communications)及數據儲存的可靠度(Reliable Data Storage)是兩項最讓太陽

劇團企業感到挫折的挑戰。」巡迴演出讓太陽劇團的企業組織像數隻阿米

巴蟲般的在全世界流動。每六個星期，整個公司部門位置會完全改變，而

各地分部2500員工所產生的大量數位內容，更是凌亂，不易整合，也難怪

在通訊及內容典藏的管理，有相當高的難度。

2003年IBM和太陽劇團簽約3年，根據IBM的WebSphere Every Place軟

體，特別設計一套利用無線通訊技術的行動企業平台，可以有效管理企業

實體各分部經常性移動時需要的通訊機制，包括e-mail、行事曆，及即時

訊息(Instant Message)。IBM也有諮詢服務，提供有效儲存及數位內容的管

理。

太陽劇團所需的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基礎建設尤其特殊。巡迴

團的特性是，在一天內，整個帳篷設施(參見圖四)必須完全拆卸，轉移到新

的位置，重新架設。每次移動必須重建約5公里的光纖網路以及一堆IT 設

備。巡迴團必須很快速的連接回到位於蒙特利爾(Montreal, Canada)總部的

數據中心，以取得重要的資訊，例如票務 (ticketing; 太陽劇團有148個 on-

site售票辦公室) 和18,000件訂製戲裝的存貨管理。每一檔演出也必須立即

和超過2,000名在蒙特利爾的員工聯絡，進行關於編舞(Choreography )及舞

台設計等多項活動。這是經由快速搭建的IP VPN(私用網路)所達成。巡迴

團移動時，必須有當地電信業者的充

分配合，將舊地點的線路拆掉，並

於當天在新地點重建。在地的連線

一般是E1/T1的租用線路，再加上備

援的ISDN線路(或寬頻無線網路)。所

有巡迴團的協調則由位於亞特蘭大

(Atlanta)的經理執行。

以上說明，讀者諸君應可了解網

路通訊技術對太陽劇團的重要性。大部分人談論太陽劇團，都是強調它放

棄動物表演的藍海策略。其實太陽劇團能善用IT基礎建設，充分掌握巡迴

團的機動性，更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圖四: 林某人站在太陽劇團帳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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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一部電話交換機於1878年在康乃狄克州的新哈芬市 (New 

Haven)商業營運。這個裝置需要總機小姐接線。同年，康乃狄克電話公

司(Connecticut District Telephone Company)印製一頁電話目錄 (Telephone 

Directory)。這份電話目錄列出11名新哈芬市的電話用戶及39家公司行號，

沒有任何電話號碼。因為那時可還沒有「電話號碼」這玩意兒呢。當年只

要拿起話筒就會直通總機小姐。當你報上被呼端用戶姓名後，總機小姐再

予以轉接(參見《Hello Central》)。既然如此，為何要有這本「目錄簿」? 

這是要讓您知道誰有電話啦。名字沒列在上面的，您就甭浪費時間要求總

機小姐幫忙轉接。同年第一本電話目錄簿印行，共有20頁，包括391個電話

用戶以及所屬公司名稱。 簿中還包括一些中肯的建議，諸如：「不用電話

時，不要隨意將電話從掛鉤上拿下。」「談話的時候，最好是低聲說話，

並且讓話筒對準嘴唇。」此外，還有一些警告性質的提醒，比如：「如果

發現任何人打電話時使用褻瀆或者不文明的語言，應立即報告辦公室。」

有趣的是，簿中建議：「當電話接通時，應向對方說‘喂，您好！’(you 

should commence the conversation by saying, 'Hulloa! ')」Hulloa這個字是英國

式的Hello。很明顯的，名列簿中的用戶，都是「玩」得起電話這種奢侈玩

具的有錢人。2008年這本電話目錄簿在美國克里斯蒂拍賣行拍賣，最後以

170,500美元的高價賣出。英國的第一本電話目錄簿於1880年印製，當中列

有248名倫敦的電話用戶。這些用戶分屬於三個電話總機，用戶名單包括了

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本人。當時英國的接線生是男性，但很快被女

性取代。

第一本商業用的電話目錄簿是唐拿尼(Reuben H. Donnelly; ?－1929; 參

見圖一(左))於1886年在芝加哥出版，稱為「黃頁」(Yellow Pages)。一般住

戶的電話目錄則列於「白頁」(White Pages)。為何叫「黃頁」? 1883年一位

印刷工人在印電話目錄時，白紙用光，只好拿黃紙代替，於是唐拿尼乾脆

電話目錄簿 

用黃紙來印製商用電話目錄簿，打響知名度。1880年初電話號碼已開始使

用(參見《電話號碼的歷史》一文)，因此唐拿尼的黃頁有列出電話號碼。唐

拿尼的事業越做越大，曾經每年在美國出版近400種不同的電話目錄簿。

電話目錄簿提供廣告的刊登，所獲得的收入相當驚人。深諳此道，而

賺大錢的是號稱「Mr. Yellow Pages」的貝里(Loren Murphy Berry; 1888 －

1980)。貝里早期以販賣都市地鐵時刻表的廣告為業。他發現在黃頁上登廣告

比在地鐵時刻表登廣告更能賺大錢，因此跨足黃頁生意，全盛時期佔美國黃

頁四分之一的市場。他將事業版圖擴大到歐洲，並將「黃頁」改名為「黃金

頁」(Golden Pages) 。他往生後六

年，公司被賣給BellSouth，據說以

10億美元成交。或許是因為公司賣

了好價錢，貝里的兒子捐贈2千7百

萬美金給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 ，興建貝里圖書館(Berry 

Library;參見圖一(右)) 。

電話號碼往往對生意競爭造

成重大影響。如果你的電話號碼人人都牢記，不需查電話號碼簿，那生意

豈不是滾滾而來? 有名的例子是民國初年上海的祥生出租汽

車公司。創辦人周祥生(1895－1974; 參見圖二)是浙江定海

縣人，十三歲時闖蕩上海灘，在飯店當了十多年侍應生。

1911年8月，工部局批准美商平治門洋行所屬的和美汽車公

司在上海經營出租汽車。周祥生常常代客雇車，覺得該行

業值得押寶，便以分期付款方式購得舊汽車一輛起家，發

展出租汽車生意。1932年，第一家由中國人經營的祥生出

租汽車公司宣布開張。

圖一: (左)唐拿尼(Reuben H. Donnelly; ?－1929); 
(右) 達特茅斯學院的貝里圖書館

圖二:周祥生
(1895－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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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年輕男女不再青睞千年傳統的轎子、馬車，而是以租車兜風為

樂。出租汽車都是以電話預約，成為時尚。一些愛慕虛榮的女學生看電

影，不坐自家的人力車，一定得打電話到汽車出租行訂一輛汽車，開開洋

葷。有錢有閒的太太更是趨之若鶩。打完麻將之後，接下來的節目，就是

搖電話叫車去南京路的四大公司購物。於是出租汽車貼出來的廣告是一位

盈盈淺笑的俏麗女子，拿著電話聽筒，輕鬆的坐在沙發，等著亮麗的出租

汽車開進家中花園。

電話叫車，圖一個方便快捷，因此出租汽車行各顯神通，務必讓自己

的電話號碼通順易記，人人都能琅琅上口。早期最大的兩家出租汽車行美

商「銀色」和「雲飛」的競爭尤其激烈。那個時代上海的電話是五碼，

雲飛的電話號碼30189，諧音「歲臨一杯酒」(上海話發音)，銀色車行的

30030，也容易記憶。

周祥生一開始就知道電話號碼對公司業務相當重要。當時美商上海電

話公司自己的電話號碼是40000。周祥生想盡辦法要得到這個號碼。洋人

看他這樣痴心的挑選電話號碼，開他玩笑，說電話公司要重新佈線路，願

意把公司的40000號讓出，結果弄假成真，給了祥生車行。周祥生喜出望

外，大做廣告，將40000做成廣告牌，掛在公司門市。周祥生頗會編廣告

詞，說:「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4億人，上海沒有4億號電話號碼。只有4

萬號，因此我們的廣告語就是：四萬萬同胞，撥4萬號電話，坐四萬號車

子。」(林某人按：真夠土。)這個廣告詞還真管用，周祥生很快打敗「銀

色」和「雲飛」，成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車行。抗日時期，汪精衛在南京

成立政府，也管轄上海。當時有一位「汪記政府」的高官花4萬元在上海娶

姨太太，太過招搖，成為笑柄。因為納妾金額和祥生的電話號碼相同，上

海人為那位姨太太取了個綽號，叫做「祥生公司」。

臺灣很早就使用黃頁，稱為「臺灣名簿接載料」。日治時代昭和四年 

(1929年)臺灣名簿接載料正式更名為「電話帖接載料」，而當時的白頁則

正名為「電話帖」。圖三(左)是昭和十八年出版「高雄州電話帖」。台灣

光復後，最早的創刊號是1946年12月出版的「交通部台北電信局電話號碼

簿」(參見圖三(右))。內容包含市內電話773位客戶，近70家公司，及10餘

家商號，發行量2,000本。當時的電話號碼簿上已有刊登廣告，不過廣告

是在版面的上下兩端，內文中一格

一格的分類廣告，則是1952年開始

出現；而廣告的收入也一直是編印

電話號碼簿的重要經濟來源。1957

年開始，台灣的電話號碼簿仿照美

國，採用黃色紙張印刷，並刊登分

類廣告。幾十年來的台灣黃頁反應

出當年大眾生活和社會經濟的總體

狀況，成為社會學、歷史學研究考

據的參考工具書。

臺灣的黃頁是由中華國際黃頁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的子公司)所負

責。2001年5月，中華黃頁hiPage網站開站，擁有75萬戶、200萬筆工商客

戶資料。網站提供找行業、找公司、找行業別、找地址、找商品、找關鍵

字、找地圖等搜尋服務，並受理提供看板、網站、網頁等廣告。網站初期

以廣告銷售為主要營業收入來源。2002年6月，中華黃頁電子地圖上線，提

供詳細地址、交叉路口、地標、左鄰右舍搜尋服務。結合每一定點附近的

吃、喝、玩、樂商家訊息，隨網友依距離鎖定目標，e網搜尋。未來的黃頁

會發展到何種程度，值得大家期待。

圖三: (左 )  昭和十八年出版「高雄州電話
帖」; (右) 1946年12月出版的「交通部
台北電信局電話號碼簿」(中華國際黃
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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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最 喜 愛 的 爵

士音樂家米勒 ( G l e n n 

Miller 1904 －1944; 參

見圖三 )在1940年作了

一首歌《Pennsylvania 

6-5000》。而7365000

是賓州飯店的餐廳Cafe 

Rouge的預約電話號碼。該餐廳是葛蘭米勒大樂團(Glenn Miller Orchestra)經

常駐唱之處，以這首歌加深觀眾的印象，和周祥生的廣告手段有異曲同工

之妙。

我小時候看過一部1960年的美國電影《青樓艷妓》，描述青樓紅顏(就

是應召女郎啦)多薄命，坎坷命運的漂泊一生。這名應召女郎，愛上了受太

太控制的有婦之夫(這種片子總是積非成是，都要把太太說得很壞，才能強

調先生外遇的正當性)，兩人只好痛苦的相戀著，最後豔妓因無法面對自

己的過去而駕車墜落山崖。女主角伊莉莎白泰勒(Dame Elizabeth Rosemond 

Taylor; 1932 －2011; 參見圖四)，當年美艷驚人，連八歲的林某人都看

得如癡如狂。有趣的是，《青樓艷妓》的英文片名是《BUtterfield 8》。

1879年底，電話號碼首次在美國麻塞諸薩州的羅威爾

市(Lowell)使用。當時該市正在流行痲疹病。診療的醫生帕

克(Moses Greeley Parker;參見圖一)擔心，羅威爾市的四個

接線生會染病。而替代的接線新手可能無法進入狀況，會

讓電話服務完全癱瘓。他靈機一動，建議以數字代替羅威

爾市200多名的用戶姓名(帕克顯然是這200多名有錢人的一

員)，接線新手可以較快學會電話接線。因此電話目錄簿也

開始提供電話號碼，這和自動撥號無關，接電話仍然靠接

線生。帕克覺得電話服務的潛力無限，因此買進許多電話公司股票，後來

為他累積了巨額財富。

早年用戶打電話前會先查電話目錄簿上的號碼，再拿起話筒，

對接線生報上欲轉接的號碼(而非姓名)， 例如:「Hello Central, get me 

Underwood-342.」當時美國的電話號碼是所謂的2L-5D (2個字母，5個數字) 

系統。舉例言之，紐約市最古老的號碼是PEnnsylvania 6-xxxx，於1919年

啟用，屬於賓州飯店(Hotel Pennsylvania;參見圖二(左)) 。該飯店座落於市

中心，靠近紐約曼哈頓(Manhattan)著名時裝區、帝國大廈，以及百老匯，

四周眾多旅遊觀光景點。PEnnsylvania前兩個字母大寫，代表要撥號的是

PE(73) 。早期電話客戶告訴接線生要撥的電話號碼時，念PEnnsylvania，

能清楚凸顯前兩個字母PE，接線生容易記住。1955年, 貝爾電話公司(Bell 

Telephone)還特別提供了一份電話號碼命名的參考名單，其命名原則是讓

人讀整個字時，馬上能辨識前兩個字母。然而當自動交換機(Automatic 

Exchange)取代需要接線生的人工交換機(Manual Switched board)後，電話號

碼就完全數字化，不再用任何字母，用戶也聽不到接線生的甜美聲音。後

來電話的撥鍵盤上(或按鍵)仍然保有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的對照(參見圖

二(右)) 。

圖一: 帕克(Moses 
Greeley Parker) 圖二: (左)紐約市賓州飯店(Hotel Pennsylvania);(右) 撥鍵盤有英文

字母和阿拉伯數字的對照。

圖三:米勒(Glenn Miller 1904 －1944)

電話號碼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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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伊莉莎白泰勒(Dame Elizabeth Rosemond Taylor; 1932 －2011) 

圖五: 卡本特兄妹(Carpenters)《BEechwood 4－5789》黑膠唱片專輯的封
面，林某人高中時代有買一張，特別模仿畫出，與讀者諸君分享。

一個人研究做得好不好如何衡量? 最近大家瘋狂的迷上SCI、Impact 

Factor、H-Index、Citation這些指標，代表何種意義? 這些指標高，是否代

表研究做得好? 恐怕不見得。圈內的人都知道這些指標是可以炒作的。很

明顯的，追求學術卓越，絕對不是在追求這些指標。那麼，我們的研究到

底追求甚麼? 20年來，影響我想法的，是漢明的演講。

1986年3月7日漢明  (Richard 

Wesley Hamming; 1915－1998; 參

見圖一(左))到貝爾通訊研究公司

(Bellcore)演講，題目是「You and 

Your Research」，談的是「偉大」

的研究。演講地點在新澤西州摩里

斯鎮我工作的那棟大樓 (參見圖一

(右))，該次演講的主持人是蔡諾維

斯(Alan G. Chynoweth)，早期負責

貝爾電話公司光纜(Low-loss Optical Glass Fibers)的研發，也是Bellcore的創

始人之一。1990年我加入Bellcore時，蔡諾維斯是我那個單位的主管(Vice 

President for Applied Research) 。我報到第一個禮拜見到他，唯一的印象是

握了手，他很優雅的說： 「Welcome aboard.」蔡諾維斯比我早兩年離開

Bellcore。

我在漢明這場演講後四年才加入Bellcore，無緣親自聆聽漢明的高論，

但由資深同仁的津津樂道中，也頗能感受其影響力。我參考了[文獻一] 的

譯稿，將漢明的演講節錄重組並眉批，和讀者諸君分享，其英文原稿請參

見 [文獻二] 。

漢明的開場白提到在二次大戰時，他參加參加曼哈頓計畫，幫諾貝爾

獎級的科學家波爾、費米，及費曼等人做計算的工作(例如計算複雜物理

漢明的研究理念

圖一: (左)漢明(Richard Wesley Hamming; 
1915－1998); (右)1990年代我與女兒攝
於Bellcore大樓; 1986年漢明在此演講。

BUtterfield 8 就是編號2-8-8，該電話專門提供服務給紐約曼哈頓東北區的超

級有錢人。顧「片名」思義，咱們的泰勒小姐就是提供有錢人伴遊服務的

交際花。泰勒因為主演這部影片而贏得一座奧斯卡金像獎。

卡本特兄妹(Carpenters)曾經出過專輯《BEechwood 4-5789》(參見圖

五)，這首歌是在描述一位女孩在舞會中，希望一位男孩能約她跳舞，並願

意將她的電話號碼234-5789給男孩，曲調輕快，也顯示出電話號碼才是真

正傳情牽線的月老。

另外一件趣聞是，早期美國的電視和電影提到電話號碼時，常常會用

KLondike 5(555) ，因為555並未指配出去。若有觀眾好奇撥打這個號碼，

不至於誤打到真正用戶，造成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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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解)。他的直屬老闆貝斯(Hans 

Albrecht Bethe; 1906 －2005;參見圖

二) 因為發現恆星內部核反應的發光

機制而於1967年獲得諾貝爾獎。當時

漢明面對世界一流的科學家，覺得自

己扮演的只是跑龍套的角色。在近

距離的觀察這群偉大的科學家時，漢

明一直問自己和他們的差別，他說： 

「I wanted to know why they were so 

different from me. 」

[林某人眉批] 我曾經介紹波爾和費米，不再贅言。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 1918－1988;參見圖三)是196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也是相當傳

奇的人物。某一個星期天他在餐廳看到有人在玩耍，把一個餐碟丟到空

中。他很好奇的計算碟子的運動，發現當角度很小時，碟子上的東西轉動

的速度，是擺動速度的二倍。這當然是有趣的現象，但在一般人的眼裏，

這個研究幾乎是毫無意義的。結果出乎意料，費曼由當中獲得靈感，發現

量子動力學定律，而成為諾貝爾獎的得主。

  

[運氣與準備] 漢明回憶他1946年剛到貝爾實驗室時，加入一個很有活

力的部門，成員包括夏農(Claude Elwood Shannon; 1916－2001)及統計學家

塔基(John Wilder Tukey; 1915 －2000)。部門主管博帝(Hendrik Wade Bode; 

1905 –1982) 是自動控制專家，他的研究成果影響到後來行動電話的發明。

面對一群高手同事，漢明持續對「What is the difference? 」這個問題追根

究底。他問他的同事：「How did you come to do this? 」他想知道，偉大

的研究是否靠運氣。經過不斷的觀察後，漢明下了一個結論。他同意偉大

的研究往往有運氣的成分，但他更同意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 －1895; 

參見圖四) 的名言：「Luck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換句話說，沒準備好的

人，運氣來了也沒用。漢明說:「準備

好的人遲早會遇到重要的事，並予以完

成(The prepared mind sooner or later finds 

something important and does it) 。」

[林某人眉批] 巴斯德發展微生物科

技，包括微生物的無氧活動、發酵作

用、細菌感染，以及巴斯德消毒法。他也發現一些疾病是由細菌感染而來

的，還成功地製造出治療狂犬病的疫苗。在巴斯德的研究過程，下足功夫

以求萬全準備，遠遠超過運氣。

[實踐的勇氣] 漢明引用牛頓的名言:「如果他人也和我一樣努力思考，

應該也會得到和我差不多的成果。」牛頓的話某種程度的說明，有為者亦

若是，「有足夠的勇氣去實踐」是成功科學家的重要特質。一旦你相信自

己能解决重要的問題，鼓起勇氣的實踐，那麼你就會成功。如果你覺得自

己不行，那麼你就真的不行。鍥而不捨，追求答案的勇氣，是「資訊理論

之父」夏農(參見圖五)能成功的主因之一。他在推導主要定理時，一直問

圖二: 貝斯(Hans Albrecht Bethe; 1906 －
2005);右圖是年輕時代的貝斯。

圖三: 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 1918－1988)

圖四: 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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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可能的問題，追根究底的找

到答案，例如在解決某一個重要

問題時，鍥而不捨，終於很漂亮

的證明「至少有一個好的編碼存

在」(there must be at least one good 

code)。漢明讚嘆的說，「若非有

無限的勇氣，誰敢如此思考?」這

就是偉大的科學家的特質，不管周

圍情況，勇往直前；他們思考、思考，再思考。

[林某人眉批] 漢明曾經和夏農同一間辦公室。夏農主攻資訊理論，而

漢明則專攻編碼理論。

[年齡與研究] 科學家都擔心年齡，總是說要做研究就要趁年輕。愛因

斯坦的相對論在年輕時就提出。所有研究量子理論的偉大學者，有重大突

破的時候都出奇地早。大部分數學家、理論物理學家，以及天體物理學家

都在早年時作出了公認最好的成果。倒不是他們歲數大了以後就幹不了

活，而是最有價值的事都是他們年輕時所為。在另一些領域，如音樂、政

治，和文學方面，則有機會大器晚成。總而言之，年齡總是有影響。

[環境與條件] 大家都認為工作環境

很重要，每個人都要最好的條件。但是

事實並非如此。人們往往在條件不好時

有好的產出。劍橋物理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參見

圖六)戰果最輝煌的時期也是設備最簡陋

的時期。偉大的科學家在困難的環境，

往往能將問題轉換成另一個角度來思

考，將瑕疵(Defect)變成資產(Asset) 。而

理想的工作條件非常奇特，你想要的，對你而言，往往不是最好的。

[動力] 除了有勇氣挑戰困難問題外，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都有驚人的

動力(Drive)。漢明提到他和塔基(參見圖七(左)) 一起工作10年。塔基一直動

力十足，並且天才洋溢，在統計學上有重要貢獻，例如他於1970年發明的

摺刀估計法(Jackknife Estimation)。有一天漢明發現塔基比他還年輕一些，

讓他十分挫折，於是漢明衝進老闆博帝(參見圖七(右))的辦公室，說：「像

我這把年紀的人如何才能像塔基一樣，了解那多？」 博帝往後靠在椅子

上，把手墊在腦後，咧嘴笑道：「如果你這些年來像他一樣努力的話，你

所能了解的，會讓你大吃驚。」漢

明回憶說:「I simply slunk out of the 

office! (我無地自容地逃出了他的辦

公室。)」

博帝說的是，知識和創造的成果

就像以利滾利 (Compound Interest)。 

假設兩個人擁有相同的能力，其中一

個人比另一個人多出十分之一的努

力，他很快就會有多出兩倍的成果產出。你知道得越多，就學得越多；你

學得越多，就做得越多；你做得越多，機會就越多。

不過漢明也強調動力要用對地方。他認為愛迪生名言「天才是一分天

賦加上九十九分努力 (Genius is one percent inspiration and ninety-nine percent 

perspiration)」，是有點誇張。這種看法和特斯拉 (Nikola Tesla )相同。特

斯拉評論愛迪生:「他（愛迪生）用的方法效率非常低，經常做一些事倍功

半的事情。⋯他如果知道一些起碼的理論和計算方法，就能省掉90%的力

氣」。成大事當然要有下功夫的動力，但若使錯了勁，就會耗虛功，一事

無成。換言之，將動力放在刀口上是很重要的。

圖五: 夏農(Claude Elwood Shannon; 1916－2001)

圖六: 劍橋物理實驗室 ( C a v e n d i s h 
L a b o r a t o r y,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ambridge)

圖七: (左) 塔基(John Wilder Tukey; 1915 －
2000); (右) 博帝(Hendrik Wade Bode; 
1905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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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模糊] 漢明接下來提到「模稜兩可」(Ambiguity)。一般人都覺得

科學問題的答案都是明確的。但是真正的科學家能夠容忍相當程度的「模

稜兩可」。他們會相信一個既有理論，應用這個理論來延展研究，但也會

對這個理論抱持懷疑，警覺其錯誤之處，並因此發展新理論，將之取代。

如果你太相信已存在的理論，則無法找出其缺失。如果你太不相信這個理

論，你又無法應用它。過或不及，皆不易有善果。一個偉大的科學家知

道他所發明的理論的真理所在，也知道其不足之處，不敢忘記。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 －1882;參見圖八)會寫下和他理念違背的每一

個證據，生怕自己會忘記這些證據，而走入歧途。當你發現理論有明顯的

瑕疵時，必須很警覺的追蹤並解釋這些瑕疵，甚至在必要時修改理論，以

圓其說，這才能產生巨大貢獻。

[下意識與靈感] 雖然投入情感

的承諾(Emotional Commitment)不

代表研究一定成功，但這個特質顯

然是一個必要條件。每一個分析

創造力的人最後都會下結論: 「創

造力來自於你的下意識(Creativity 

comes out of your subconscious.)」

意思是，你往往在突然之間，莫名

其妙的產生靈感，找到答案。關於

「下意識」我們所知不多。但非常

清楚的是，你的夢也來自於你的下

意識。而且相當程度，夢中反應了

白天活動。如果你如癡如狂的投入一個問題，日復一日，你的下意識也會

集中在這個議題。然後，你在某一個早晨，或某一個下午，一覺醒來，答

案就自然湧現。對於那些不能投入當前問題的人，他們的下意識此時還不

知飄到哪邊呢，如何能指望有好的成果？所以，做事情的方法是：如果你

找到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你就不要讓別的事情分散你的注意。保持飢餓

的下意識使它想你所想，然後你就可以安心地睡覺，等到天亮，答案便不

請自來(get the answer in the morning, free)。

[林某人眉批]  德國化學家凱庫勒（Friedrich August Kekulé von 

Stradonitz; 1829－1896; 參見圖九）在夢中發現苯的環結構，就是睡覺時也

能做研究的有名實例(參見《閃文集》第251頁)。

[跨領域交流] 貝爾實驗

室都設有餐廳，中午員工都

會聚集吃飯。漢明是數學

家，卻喜歡和物理學家或化

學家同桌。他不喜歡和數學

家同桌，因為談論的題目他

都懂，學不到新東西。和物

理學家同桌就很棒，聽蕭克力 (William Shockley)、布萊頓 (Walter Brattain) 

，以及巴丁(John Bardeen)高談闊論，可以學到很多(這三個人的故事請參見

《電晶體的情與仇》一文)。和化學家同桌，也學不到新東西，因為他發現

貝爾實驗室的化學家吃飯時，老忙著和女秘書打情罵俏。

[林某人眉批] Bellcore也有餐廳，林某人當年有很多研究的想法也是在

午餐時間和公司同事討論出來的。有趣的是，我由物理學家或統計學家學

到的東西也多於化學家。「午餐會」相當有效率。然而對腸胃不太健康，

算是一項後遺症。漢明也承認，他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的日子患有初期潰

瘍，直到離開貝爾實驗室後才痊癒。

圖八: 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 －
1882) 有一天尋找昆蟲。剝去一些老樹
皮後，兩隻稀有的甲蟲赫然出現在眼

前，他趕緊一手捉住一隻。就在這時

候，第三隻甲蟲出現了，達爾文不想

放棄牠，於是把右手的那隻，先放在

嘴裡，準備以空出的手抓第三隻。口

中的甲蟲忽然排出辛辣的液體，燒的

舌頭好痛。達爾文不得已只好把牠吐

出來，牠一下子就跑掉了，而第三隻

甲蟲也沒有捉到。

圖九: 凱庫勒（Friedrich August Kekulé von Stradonitz; 
1829－1896）



閃文集 II 75閃文集 II74

[題目選擇] 如果你不思考重要問題，就無法進行重要的工作。但我

們提及「重要問題」時要很小心。當漢明在貝爾實驗室時，大夥公認在

物理方面有三個超級難題，從未被好好研究過，包括(1)時間旅行(Time 

Travel)；（2）超距傳輸 (Teleportation)；（3）反地心引力(Antigravity)。 

即使這些難題能有很好的後果，這些問題仍然不重要，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對付他們! (They are not important problems because we do not have an attack. 

It's not the consequence that makes a problem important, it is that you have 

reasonable attack)。

[林某人眉批] 超距傳輸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作家霍特(Charles Hoy Fort; 

1874 －1932; 參見圖十)所寫的書，以現代科學的觀點，是量子的相互存在

特性的應用。基本原理是兩種量子分別存在不同位置，亦可互相影響甚至

取代對方。據說1998年加州理工學院的Jeffrey R. Kimble就成功地在一碼

距離的隔絕空間傳輸量子。所謂「量子電腦」就是充分利用量子的32層量

子狀態來處理立體生物的所有數據。漢明提到的超距

傳輸，可歸類在電信領域，因此我們在Bellcore也討

論過，不過我們是在苦思如何對這些服務計費賺錢。

2008年李曼(Doug Liman)導演的科幻電影《移動世

界》(Jumper) ，就是在敘述超距傳輸。

[抓住機會] 研究的機會稍縱即逝，因此要分秒必

爭。漢明提到當年核分裂(Nuclear Fission)實驗在歐洲

進行前，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早就已經收集許多

數據了，只是柏克萊的科學家在忙別的事，否則簡化

分析手頭的資訊，早就發現核分裂啦。

[林某人眉批] 結果拔得頭籌的是德國的麥特納(Lise Meitner; 1878－

1968;參見圖十一(左)) 、哈恩(Otto Hahn;  1879 － 1968;參見圖十一(右))，

及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 1902 

－ 1980) ，他們於1938年進行實驗而

發現核分裂。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

Bellcore。當年朱經武發現他的超導體

的化學成分時，Bellcore也已經試過相

同處方，但沒有深入分析，就將數據

束之高閣。我聽說後來Bellcore這群超

導體專家都被下放，改行寫電話應用

的C++程式(這是林某人在Bellcore聽到

的馬路八卦，待考) 。

如果你真的想成為第一流科學家，你需要了解自己、你的弱點、你的

長處，以及你的壞毛病(bad fault)。如何將你的缺點變成資產? 當你改變觀

點後，缺點就有可能變成資產。

[林某人眉批] 舉一個和研究無關的例子: 我擔任交通大學資訊學院院

長時，交通部長毛治國正擔任管理學院院長。管理學院的教授，動不動就

要指導毛治國如何管理。毛治國說，以前將學院的教授當成員工，沒人理

你，院長的工作不好做。後來觀念一改，將學院的教授當成立法院的立法

委員，隨時會找部長麻煩，心中就較為坦然，比較能做事了。可見改變觀

點後，消極因素就有可能變成積極的動力。

[變換領域] 漢明認為一個研究者每七年應該要換掉研究領域，因為你

的想法可能已在舊領域耗盡了。當你進入新領域，你就不再是大老級人物

(Mukity Muk)，而必須謙卑的重新播下種子，讓它再長出大樹。你並非要

由物理轉音樂再轉文學，做八竿子打不到邊的變換，而是在你的領域裡找

到不會令你厭煩的新區域。舊領域會發生什麼呢？老傢伙想出好方法，就

一直用它，朝著當初很對的方向進行。然而世界會變，會有新方向，而老

圖十: 霍特(Charles Hoy 
Fort; 1874－1932) 

圖十一: (左)麥特納(Lise Meitner; 1878－
1968)喜歡抽菸，因其在物理學的
成就，被稱為德國的居禮夫人; (右) 
哈恩(Otto Hahn; 1879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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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3日台灣四校聯

合大學在陽明山籌備「研究倫理

修習營」，我被點名參加。同事

們知道我要參加這個「奇怪」的

修習營，都揶揄我是素行不端，

才會被叫到陽明山上的集中營管

訓，道德重整一番。其實會場在

中國麗緻飯店(參見圖一)，環境優美，這個修

習營絕對不是啥集中營。而與會人士，大多德

高望重，林某人與之為伍，也儼然成為有道之

士。籌備會議主席是和信醫院醫院長黃達夫教

授(參見圖二) ，是極受學生愛戴的導師。會中

也請USDA/ARS的David Warren Stanley教授演

講專題Teaching and Modeling Ethical Behaviors 

in Research。Stanley教授首先提到哲學理論基

礎。

基本而言，和研究倫理(Research 

I n t e g r i t y )相關的哲學理論，有兩

大門派。第一派是英國刑罰學

家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

1832; 參見圖三)所提倡的功利主義

(Uti l i tar ianism)。另一派是德國哲

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  參見圖四）所認同的道義論

(Deontology)。Stanley教授一下子談

傢伙仍走舊方向，遲早會鬼打牆。因此你需要走入新的領域以求新的視

角。你當然會費神費力，重新當一個新手要有勇氣才能說出：「是的，我

要放棄我的響亮名聲。」然而繼續留在舊領域，就是在吃老本。

漢明結束演講時說：「I'd say luck changes the odds, but there is some 

definite control on the part of the individual. Go forth, then, and do great work!」 

[林某人眉批] 最後再摘錄漢明的兩句名言：「The purpose of computing 

is insight, not numbers. 」及「It is better to solve the right problem the wrong 

way than to solve the wrong problem the right way.」漢明的演講當場有同仁記

錄，其原文刊登於[文獻二] ，林某人大力推薦讀者諸君去一窺全貌。

[文獻一] http://www.rangang.com/archives/9 

[文獻二] http://www.cs.virginia.edu/~robins/YouAndYourResearch.html

陽明山上的道德重整

圖一: (左) 陽明山中國麗緻飯店; (右)飯店房間的
溫泉浴室，洗澡時可向外眺望漂亮山景

圖二: (左) David Warren Stanley
教授 (中) 黃達夫院長

圖三: 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
1832) 是超級天才兒童，在學走路時
便能閱讀英格蘭歷史，並且在三歲

就開始學習拉丁文。邊沁在倫敦大

學學院歷史上有重要地位，公認為

倫敦大學學院的「精神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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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arianism，一下子談Deontology，

林某人的哲學修養不足，聽得霧颯

颯。後來總算有一點搞懂頭緒(或自以

為搞懂)，和讀者分享如下。所謂道義

論是務本論，強調意圖（Intentions）

與責任（Duties）必須有正確的道德

觀，不可為了達成目的，不擇手段。

這就是《與李養吾書》中所說的：

「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

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在醫學

領域，清朝名醫徐大椿(1693－1771;參見圖五(左))認為醫德重於醫術，曾

說: 「一以惜物之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不可功利主義。這

種態度最值得當今學者效仿。

而功利主義，就是結果論。為了能得到最好的結果(Outcome)或是造成

最小傷害的行為，採取狗皮倒灶的手段是可以接受的。其實早在15世紀，

馬基維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 –1527;參見圖五(右)) 就

提倡功利主義。他的《君

王論》 (The  Pr ince )  讚賞

強者，宣揚武力，強調在

政治上為求目的可不擇手

段。因此「馬基維利主義」

(Machiavellianism)被用來形

容在政治上為求目的不擇任

何手段的行事方式，為不少

人所詬病。

理論上，大家都贊同務本

論，認為做法上必須道德正

確。但實務上，往往向結果論

投降。「遺傳學之父」孟德爾 

(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

1884; 參見圖六) 在1854年至

1868年間發展出著名的孟德爾

遺傳定律，完成論文《植物

雜交實驗》 (Versuche uber Pflanzenhybriden)。但是當時科學界重量級人士

認為這些發現是「依靠經驗，而不是依靠理智的結論，不足為訓」。直到

1900年，孟德爾定律才由荷蘭的德弗里斯 (Hugo de Vries)和德國的科倫斯 

(Carl Erich Correns) 分別予以證實，成為近代遺傳

學的基礎。費雪 (Ronald Aylmer Fisher; 1890－1962; 

參見圖七) 在1940年代重新檢驗孟德爾的數據，認

為這些數據好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而沒有顯示出該

有的隨機特性(The data were too good to be true. They 

did not display the degree of randomness that should 

have occurred)。很顯然，由統計分析，孟德爾的數

據是造假的。然而大家依照結果論，仍然承認孟德

爾是遺傳學之父。

韓國黃禹錫的運氣就很糟。他的研究未經其他學者的研究重複證實，

因此他假造的數據，就算以結果論評定，仍然讓他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

打。「研究倫理修習營」中諸位教授熱烈討論違反研究倫理的個案。黃禹

錫為諾貝爾獎不擇手段，大家當然不恥。而台灣的某些學者為了Citation、

Impact Factor、H-Index這種非常量化的指標，使盡吃奶的力氣拼命，也令

人搖頭嘆息。

圖四: 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堅守用鼻子呼吸的原則，絕對不用

嘴巴呼吸。林某人以前曾考證康德生

平，據此推論康德不會游泳。康德是

很愛漂亮，注重穿著的哲學家。

圖五: (左) 徐大椿(1693－1771); (右) 馬基維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 –1527)被稱為
現代政治學之父，也成為政客邪惡及狡詐行徑

的代名詞。

圖六:孟德爾 (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1884)

圖七: 費雪 (Ronald Aylmer 
Fisher; 1890－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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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們為了拼業績，廣收學生，大量生產論文。若仍有務本論的良

知，好歹還會把關，教好學生。如果過度迷信結果論，任何八仙過海的手

段都會使出，那麼儒林外史的怪現象就統通出籠。2005年，上海交大微電

子學院院長等人涉嫌造假「漢芯」系列晶片，就是典型的例子 (詳情參見

維基百科)。而有些教授被抓包，往往否認自己造假，都推給學生，強調是

負責實驗操作的學生求好心切，做了些「美化」的圖片。這些教授在投稿

時，搶著當通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出事時卻一問三不知。所謂通

信作者，負責和雜誌編輯互動，必須保證論文的品質，不能有瑕疵。因此

在教授升等或學術獎勵時，通信作者是有額外好處的。如今好事都是花大

姐(沒事教授拿大部份 Credit)，壞事都歸醜小妹(出狀況都是學生倒楣)，公

平嗎?

我們也談到對於違反研究倫理的處置，考慮是否在大學設立 IRB 

(Intuitional Review Board)。我比較悲觀，認為學校IRB由同儕教授組成，

很難落實。黃達夫院長也提到，某單位調查違反研究倫理的事件時怕家醜

外揚，最後也息事寧人。我認為國科會是funding agency，應有責任強力執

行IRB功能。不過要求國科會扮演強而有力的警察，好像也過於樂觀。與

會的曾志朗政務委員提到，對於違規者強力處置，會傷害到事件的告發者

(Whistleblower)，受到報復。我倒有不同看法。被告發者無論是否被強力處

置，都會對告發者有敵意的。如何保護告發者，才是應該考慮的重點。

Stanley教授在談違反研究倫理的個案時，當事人的姓名、日期，以及

地點都很詳細的標明。在台灣，大家與人為善，往往得為當事人遮羞，隱

其姓名。Stanley教授認為應該將所有個人資料公佈清楚，敢做敢當。我也

同意，一味替當事人隱惡揚善，只會讓人心存僥倖，更無法要求紀律，遵

守研究倫理。再回到更源頭，為何教授會違反研究倫理? 與會的周成功教

授將之歸為三類: 有人為了他所信仰的理論違反研究倫理，例如孟德爾。有

些人為名為利，假造數據，例如黃禹錫。最可憐的一類，是為了升等的生

存權，狗急跳牆。我聽說有教授為了升等，將別人已發表的論文，貼上自

己的名字，真正是斯文掃地。

研究成果被一些指標 (SCI、Citation、IF) 極端量化，加諸於教授的升

等，是台灣學術界的一大問題，也往往會影響到研究倫理。如何造假，增

加量化數據，我也在會中提出一個極端例子。幾位MIT的學生寫了一套程

式，能自動產生論文。這些學生還開玩笑的將自動產生的論文投稿到一個

大拜拜的國際會議，竟然也被接受。我當場展示這個程式，只要將自己的

名字輸入，在瞬間就能產生一篇論文(參見圖八)。在這一篇論文，我和愛因

斯坦為共同作者(我還禮讓愛因斯坦為第一作者)，文圖並茂，論理深奧(亂

數產生的句子，也沒幾個人看得懂)。「研究倫理修習營」籌備會諸君，大

多為生物、醫學或哲學教授，不知資訊領域的專家本事通天，能叫電腦自

動寫論文，不禁嘖嘖稱奇。而法律系教授則忙著解說，自動產生的論文，

智財權歸屬何人。

 圖八: 愛因斯坦和我合著的論文(由程式自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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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論文的量化壓力，一直存在於學術界。有一位年輕教授，常在她的

部落格發表文章，有相當獨特的見解，可讀性很高。她的一篇文章說:「我

曾經到處打聽其他教授怎麼又能養兒育女、又能撥出時間撰寫多篇一流的論

文？⋯回台灣幾年下來，常常聽到一些過勞死的消息，哪個學校的Ｘ教授怎

樣的年輕短命（其中包括我很熟的學長、同事），哪個醫生怎樣的不幸。每

次過勞死的新聞發布後，就會有長官們提醒下面年輕後輩，要注意身體健康

呀！雖然過不到一個月，又會開始舊調重彈說要怎樣看論文績效。」大家都

認為「過勞死」是極悲慘的事。其實做研究要有很大的熱忱，最好不要將之

視為上下班的工作，僅僅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將寫論文單純當作是「工

作績效」，那日子就很難過了。對我而言，做研究有很大的樂趣，寫論文是

最好的娛樂及休閒活動。而世俗所謂「過勞死」，其實是我比較期待的死法

之一。就像許多勇士希望死於戰場，我也希望能在實驗室做研究時駕鶴西

歸。一方面乃因公殉職，頗為榮耀; 另一方面，不會經年臥病，拖累家人。

如此看來，「過勞死」不失為快樂的死法 (以上純屬個人想法，沒有提倡

「過勞死」的意思)。我對於死亡的看法(或是生命的看法)，受到法國悲劇女

演員拉歇爾(Elisa Félix Rachel ;1820－1858; 參見圖九) 的影響。拉歇爾的表演

自然、不落俗套。她對演藝的

堅持，驅使她毫無休假的登台

演出，曾演出拉辛（Racine）

著名的劇作費多爾(Phèdre)達

74次。拉歇爾38歲臨終前很

瀟灑的說: 「能夠在星期日死

去，真好! 因為星期一是令人

憂鬱的日子。」

我寫論文的態度，效法蘇東坡。蘇東坡寫文章，既不為名，又不為

利，只是因為喜歡寫。其實他因寫文章，受禍甚深，曾自知之明的說:「軾

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 他捲入政治鬥爭，被流放

在外，每有作品傳入朝廷，皇帝讀了總是在群臣面前嘖嘖讚嘆。蘇東坡的

政敵因此大為緊張，每次聽到皇帝誇獎，就想盡辦法讓他流放更久更遠。

不過蘇東坡仍然不改其樂的寫文章，說:「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

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對

蘇東坡而言，寫作是「聊為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話說回來，大學資深教授會「鼓勵」年輕教授努力寫論文，因為教授

升等，要有論文績效，舉世皆然。假造或抄襲以增加發表論文數量，世界

各地亦時有所聞，並非台灣學術界的單獨問題。身為學院主管，我也相當

無奈。以前我在Bellcore做研究時，心中喜樂，沒有外在壓力。如今常常

被詢問量化指標，實在無趣。如果研究是興趣娛樂，而非工作，脫離量化

評估的迷思，教授也不會為了得失而造假，或許違反研究倫理的情況就能 

避免。

圖九: 拉歇爾(Elisa Félix Rachel ;1820－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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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成為顯學，但大夥都搞不懂是啥

玩意。於是推派林某人邀請孔聖人後代，西方(米國)哈佛大學堂的孔院士

來開示一番。孔院士聽到我的要求，面色凝重的回覆:「大哉問，雲端計算

這個問題，困難到一蹋糊塗。」沉思半晌後又說: 「我哈佛金剛乘(Harvard 

Vajrayana) 的教法有雲端計算十大莊嚴，為密法之修持口訣，必須噶舉傳

承。你在山上覓一清淨道場，焚香沐浴，我為諸弟子開示一二。」孔院士

的密宗術語比江湖黑話還難懂。「噶舉」係藏語，「噶」是口授，「舉」

是傳承，「噶舉」即口耳相傳的傳承。何謂「雲端計算十大莊嚴」?依《妙

法蓮華經玄贊》開示：「菩薩有十種莊嚴」。《輔行》曰：「一心三諦為

所莊嚴，一心三觀為能莊嚴。」是故「莊嚴」者，能以正法嚴飾行人，令

得身心清淨。

林某人不敢怠慢，於2009 

年11月13日在新竹北埔尋到一

處四周環繞綠竹的道場 (如圖

一所示)，頗有觀世音紫竹林的

架勢。不過這是基督教會星期

六做禮拜之處，和孔院士的佛

壇道場，不知是否牴觸。孔院

士說：「我哈佛金剛乘包容華洋百家，

不忌這種小節，咱們湊合著用。」

於是孔院士就在綠竹林道場開示

「雲端計算十大莊嚴」。開場白過

後，突然聽到金剛鸚鵡和獼猴叫聲(參

見圖二) 。原來諸多動物也對雲端計

算感到興趣，跑來聽道。林某人急忙

孔院士的雲端計算

拿手機拍照存證，結果漏聽了雲端計算的第一莊嚴。接下來幾個莊嚴倒

也筆記下來，依序如下。第二莊嚴: Power Consumption; 第三莊嚴: Handle 

Failures; 第四莊嚴: High Workload Churn ; 第五莊嚴: Load Balancing ; 第六

莊嚴: Programming Model ; 第七莊嚴: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 第八莊嚴: Data 

Center Network。

孔院士舌燦蓮華，聽眾中曾煜棋教

授(圖二之左二) 叉手猛點頭，悟道欣喜。

陳健教授(圖二之左三)則手撫臉頰，喜不

自勝。前排女弟子(圖二之右三人)，更是

以筆記型電腦，猛記修持口訣，絕對沒有

像洪蘭教授所批評，台大醫學系學生上課

姍姍來遲，還在課堂吃泡麵、啃雞腿的行

為。孔院士講解第八莊嚴時，須臾之間在道場左側發生異象(Vision)，迸出

「白色靈光」(參見圖三)。孔院士掐指一算，原來天象示警，天機不可再

洩。於是微笑收場，沒有開示最後兩大莊嚴。

「雲端計算八大莊嚴」的蓮師弘化，諸弟子若有所悟。然而孔院士

傳示的修真正法，首在「知行合一」的當下施行。若是光寫SCI論文，在

文字上作工夫，必定走火入魔 (Kundalini 

Syndrome) ，無法修得正果。孔院士殷殷

告誡後，傳道圓滿結束，一行人浩浩蕩

蕩，爬到山頂，沾沾靈山仙氣。只見雲

霧飄渺之中，並列三座白色法器 (參見圖

四)。林某人笑曰，這就像在雲端的大容量

儲存設備，尤其適合虛擬化 (Vitualization) 

應用。

圖一: 孔院士(左一)在綠竹林道場開示; (左二)曾煜
棋教授; (左三)陳健教授

圖二: 金剛鸚鵡和獼猴也跑來綠竹林道場聽
演講，被林某人捕捉到沉醉之相。

圖三:  孔院士講解第八莊嚴時，在道
場左側發生「白色靈光」異象。

圖四:山頂上的雲端計算設備



閃文集 II 87閃文集 II86

於是諸位教授中功力最最深厚的

幾位，以每秒10MB至100MB的流速在

「雲端」試演Parallel Computation，以

MapReduce技術充分實現雲端計算第五

莊嚴: Load Balancing (如圖五所示)。讀

者諸君不妨猜猜看，圖中是哪幾位教授

在雲端計算。

IBM與天下雜誌合作的「雲海策

略」一書，於2010年3月底上市。天下雜誌二月號的特刊，也收錄IBM所寫

的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專文。當中「無縫接起智慧新生活」一文，

IBM特別專訪我提供意見，並在文後致謝，我是愧不敢當。「雲端計算」

一詞在台灣已被濫用，不少人問我如何在雲端上計算，我皆以八字口訣告

知。若聽完這口訣而頓悟，會得道升天，在雲端輕鬆計算，日進斗金。若

聽不懂，卻又要硬搞雲端計算，則保證烏雲密佈頭頂，天打雷劈，賠本賠

到當褲子。這八字口訣是「口中有雲，心中無雲」。之後林某人參與較多

雲端運算的實務，對「雲端」又有峰迴路轉的看法。我最早接觸雲端運算

時的境界是「見雲是雲，見端是端」。深入探討後的境界是「見雲不是

雲，見端不是端」，因此我有「口中有雲，心中無雲」的口訣。後來和我

的指導教授Professor Lazowska深談後，又有新的領悟，進入了「見雲又是

雲，見端又是端」的境界。

(以上情節部分虛構，若有雷同，純屬巧合。)

圖五: 雲端計算的示範; 林某人特別加
上隱私機制(綠色圈圈)，保護計
算過程。

2009年 3 月某日傍晚我接到蘋果日報的記者來電，告知中華電信與傳

星科技合作，推出「行動隨護服務」，並詢問我對此服務的利弊分析。這

項服務，可透過手機查詢特定人士位置，也可以設定區域偵測回報。當被

隨護對象的實際位置與設定的區域有差異，系統還會自動回報隨護者。行

動電信服務就像兩刃劍，讓用戶在便利性及隱私性間掙扎。而行動定位將

這個矛盾更鮮明的凸顯。蘋果日報記者徐毓莉報導:「徵信及電信業者估

計，此行動隨護服務將成捉姦工具。」基本而言，大家都有怕被監控的心

態，擔心「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的石木標副總表示:「行動隨護服務的月租型

適用對象為親人，隨護對象從一到五位家人不等，如親人走失時可查詢即

時位置。」這類的服務，按月收費，手機必須具有AGPS（Assiste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輔助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功能。另一類的服務，以計

次付費，不限對象。如果某甲臨時起意，想知道某乙目前的位置，可啟用

這一服務，系統首先會先發出簡訊，詢問某乙，是否願意讓某甲知道其位

置資訊。某乙授權後，某甲就可經由「位置網頁」看到某乙所在的位置。

這種不限對象的計次服務，客戶不需特殊手機，可以單純由基地台來自動

定位。在《黑暗騎士》(Dark Knight)這部電影，蝙蝠俠為了追蹤惡魔「小

丑」，將高登市所有手機的麥克風統通打開，監聽每一支手機附近的說話

聲音，比對小丑的聲紋，並以手機定位，找到小丑的位置。這種做法顯然

大闖紅燈，嚴重侵犯隱私權。在現實生活上，這種全面監聽是辦不到的，

因為基地台在五分鐘內大概就塞爆，而抓到所有即時聲音的比對，即使是

雲端計算都很困難。

針對「行動隨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發言人李大嵩委員

說:「個人行動也是個資的一種，該服務有個資疑慮，會要求中華電信進一

步說明。」蘋果日報希望我對此事件做評論。

行動導航與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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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對「個資」的顧慮，我認為沒太大問題啦。當客戶申請行動電話

服務，領到SIM卡時，就已經將大部分的「個資」交給行動電話公司了。

讀者諸君一定都知道，申請門號時，身分證會被影印吧。還有，為了自動

轉帳，可能連銀行轉帳資訊都授權了。這些「個資」的保障甚至比位置資

訊重要。然而，定位服務的確有比較特別的隱私權顧慮，因此申請服務

時，必須要隨護者與被隨護者雙方簽定同意書。在此，我建議NCC應該針

對定位服務通盤規劃，主動規範，而不是被動的等業者申請，見招拆招的

做決定。例如美國FCC早就同意政府可藉由GPS手機的定位來執行911 (急

難救助) 的任務。我們也希望NCC有更積極作為，要求GPS功能成為國內電

信服務營運的必要條件，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急難救助的成本，另一方面

可活絡台灣GPS製造產業。

定位服務是科技演進的必然結果，無法抵擋的。其實手機定位技術已

經非常成熟，而且早已開放，由保全公司提供服務，只是大部分民眾不知

情罷了。中華電信的「行動隨護」將整個手機定位服務公開透明化。基本

而言，是衝擊到保全業者的業務，讓民眾有更便宜的選擇。這種服務的爭

議，關鍵不在於法律層面，而是在「人際關係」的層面。問題在於，「被

隨護者」會願意被如此貼心的「隨護」嗎? 而不管「被隨護者」是否心甘

情願的簽定同意書，都會讓「隨護者」及「被隨護者」之間的人際關係產

生微妙變化。

免費的行動定位服務，早已存在多年。讀者諸君可以到航空公司的網

頁，查尋每一個航班的衛星導航即時位置。微軟的Virtual Earth，更將飛機

及地圖立體化，以三度空間的影像呈現，有相當的臨場感(參見圖一(左))。

而多角度監控系統，也已經普及，讓人無所遁形(參見圖一(右))，加上無線

技術定位後，更是如虎添翼。

  

GPS的想法早已存在。主要的實作建議據說是來自於葛提 ( Ivan 

Alexander Getting ; 1912－2003;參見圖二)，而由美國國防部花了1200億美

金建置。最初用來導航，而今日更顯著的用途是

用來校正時間。例如所有的行動通訊基地台全都

靠GPS來做時間的同步。第一套GPS系統包括了

18顆衛星。這是當時擔任雷神公司（Raytheon）

副總裁的葛提於1951年給美國空軍的建議，用以

導航洲際飛彈（ICBM），使之能沿著火車鐵路

路線移動。葛提亦活躍於學術界，於1978年擔任

IEEE總裁。另有一說，Roger L. Easton才是「正

港」的GPS之父。這種「誰是爸爸」的爭議，在

科技界常常發生，我們也無法細究。林某人只能

在此平衡報導，以昭公信。

早年沒有GPS，只有靠大自然來定位。我的父親小時候住在雲林麥寮

海邊，生活貧困。因為年紀太小，無法出海捕魚，冬天得跌跌撞撞跟著祖

母到海邊，撿凍僵的死魚佐餐。冬天夜色來的早，潮水迅速上漲，如不及

時上岸，就會淪為波臣。當黑幕快速壟罩大地後，無法分辨方向，只感覺

黑暗、濕冷，及惶恐。此時祖母會依靠天狼星 (Sirus) 指引，將父親平安的

圖一: (左) 三度空間的衛星導航飛機定位; (右) 多角度監控系統

圖二：葛提(Ivan Alexander 
Getting ; 191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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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岸上。

台灣位於北迴歸線附近，冬季的傍晚，往東南方地平線的方向看去，

最亮的那顆星，就是天狼星。天狼星是大犬座的第一亮星(大犬座α星; 參

見圖三(左))。祖母沒有受過教育，不知道甚麼大犬座、天狼星，而是稱天

狼星為很詩意的「水流星」

(台語發音)。祖母說，由遠

離岸邊的海中望去，低垂的

天狼星如同在水面載浮載沉

的漂流。父親後來念書，才

知道祖母口中的水流星，就

是天狼星。湊巧的是，埃

及人也稱呼天狼星為「水上

星」。對父親而言，不管叫

甚麼名字，天狼星不只是單純的方位導航，更是安撫惶恐，提供安全感的

藉慰。

沒有GPS，動物則以更奇妙的方式導航，不會迷路。突尼斯的長腳沙

漠螞蟻（Cataglyphis Fortis; 參見圖三(右)）經常要走到100公尺以外去覓

食。沙漠的高溫和不斷變化的食物地點通常會弱化螞蟻分泌的氣味，因此

突尼斯螞蟻不能像大多數螞蟻一般，通過自身分泌的信息素來導航。牠們

巧妙的將沙漠微棲地（Microhabitats）中存在獨特的氣味特徵，與洞穴入口

聯繫起來，並藉由這個氣味引導，返回洞穴。這不也是很偉大的行動定位? 

我們能不能發明一種手機，能偵測氣味，來找出目的地的座標(這可是很困

難的Sensor技術呢) 。

行動定位能精準神奇，是需要軟體配合的。2009年2月某日有一則新

聞，報導過年期間到苗栗縣大湖鄉採草莓的人，大都飽嘗塞車之苦。警方

懷疑是衛星導航惹的禍，因為衛星導航把駕駛人導引到距離最短、卻狹窄

多彎的縣道一三○線。苗栗警察分局雖在高速公路三義交流道附近派了廿

多名警員指揮交通，但車潮還是一波接著一波，根本無力疏散。原本只需

半個小時的車程，開了三、四個小時。很顯然，衛星導航的程式智慧不

足。抱怨的民眾最後下結論:「早知道就不要太相信衛星導航！」因此，導

航軟體要寫好，才能充分發揮GPS的功能，否則仍然會「迷路」。

美國作曲家兼鋼琴家博爾科姆（William Bolcom）於1969年8月完成

《迷路的女郎》(Lost Lady Rag)，是拉格泰姆 ( Ragtimee) 格調的鋼琴曲，

動人心弦。如果女郎不迷路，就少了

這首優美旋律。同樣的，當你來到了

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托斯卡納 

(Toscana)，更應該好好的迷路一番。

因為在尋路的過程，美麗的風景和各

種文藝復興時期的迷人建築，會在不

經意之間，出現面前，讓你有許多意

外的驚喜。

托 斯 卡 納 也 是 但 丁 ( D a n t e 

Alighieri; 1265－1321; 參見圖四) 的出

生地。他以迷路為緣起，串連出巨著

《神曲》(Divina Commedia)三部曲，包

括《地獄》、《煉獄》，及《天堂》。

但丁以此作品譴責當時羅馬公教會的統

治，但他是聰明人，寫作時小心翼翼，

未牴觸當時基督教神學的觀點。書中

扮演GPS角色，引領但丁的，是羅馬

圖三: (左) 天狼星 － 大犬座的第一亮星; (右) 突尼斯的
長腳沙漠螞蟻（Cataglyphis Fortis）

圖四: 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直到
臨死前仍然在寫《神曲》。他死後托

夢給他的兒子，指點如何找到手稿，

這本巨著才得以呈現於世人面前。

圖五: 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 前
70－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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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 前70－前19; 參見圖五) 。維吉爾帶領但

丁穿過地獄、煉獄，然後把他交給當年但丁單相思的暗戀情人貝亞德的靈

魂，帶他遊歷天堂，最後見到上帝。當作家的一大福利是，現實生活中無

法接近的單戀情人，在生花妙筆下，可達到一親芳澤的目的。

維吉爾最厲害的本事是將口述傳

說的神話轉變成文學，並將之用於民

族與帝國的宣傳。他將當時的「時

事」掰成神話來滿足新皇帝奧古斯都

(Augustus)，著實令人大開眼界，嘆為

觀止。他引導許多人的文學創作。例

如他的作品《伊尼德》(Aeneid)後來

成為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

參見圖六)撰寫《失樂園》（Paradise 

Lost）的典範。《失樂園》這部於1667

年創作的史詩，以舊約聖經創世紀為題

目，描述墮落天使路西法（撒但），像

是「故意寫錯的GPS程式」，引導亞當

和夏娃誤入歧途。

有的文學作品更直接以「迷路」為名。日本女

作家野上彌生子(のがみ やえこ; 1885－1985;　參

見圖七)以二十年的時間完成小說《迷路》，表現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左翼運動中知識分子的

苦惱與迷惘情緒。這群日本知識分子，極為渴望有

一個心靈的GPS，能為他們定位導航。野上彌生子

也曾經來台灣尋找「高貴的野人」，發現他們早已

「同化」於日本文化，感到非常失望，甚至對於自己反而在外觀上不如他

們「開化」而羞愧不已(參見島津直子《殖民的邂逅－日本旅遊文學對於殖

民地台灣的描述》)。

我最喜愛的人物蘇東坡(1037－1101; 參見圖八)，也有迷路的故事。有

一天我們的東坡兄外出訪友，回

途中下了一陣雨，借農家的竹笠

和木屐，應付大雨和泥濘。他第

一次穿戴竹笠木屐，對於自己

的行頭，相當新奇喜樂，分心之

下就迷路了。最後經牧童指引，

才回到家。明代宋濂（1310－

1381）描述這件事：「東坡在

儋耳，一日訪黎子云，途中遇

雨，從農家假笠屐著歸。婦人

小孩相隨爭笑，群犬爭吠。坡

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覺坡

仙瀟洒出塵之致。百世之下，猶

可想見。」詹縣東坡書院裡的牆

壁上，還嵌著雕刻著《坡仙笠屐

圖》的石塊，敘述這個故事。坡翁瀟洒，就不需要GPS導航囉。

蘇東坡人生的最後一段走的非常坎坷。野上彌生子的《迷路》是自己

不知如何往下走。蘇東坡則是身不由己，「不知道別人要他怎麼走」。

紹聖元年(1094年;歐洲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前兩年)他58歲，被謫到偏遠的惠

州。蘇東坡苦中作樂，在艱苦環境下建房子，上樑時，還寫一篇賦:

「兒郎偉，拋樑東，日出三竿照海紅⋯兒郎偉，拋樑西，此去西方路

圖六: 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 
四十歲時眼疾，幾乎看不見。因生

活需求，二度娶親。然夫妻相處不

甚愉快。某次一位貴族稱讚彌爾

頓的妻子: 「夫人簡直像玫瑰一樣
嬌豔啊。」彌爾頓回答: 「我看不
見，不過每天感覺到老婆咄咄逼人

的刺，的確是玫瑰沒錯。」

圖七: 野上彌生子 (のがみ 
やえこ; 1885－1985) 

圖八: 蘇東坡 (1037－1101) 時代大概流行拿
手杖。他的好友陳糙也是手杖俱樂部成

員。蘇東坡曾笑陳糙，「龍邱居士亦可

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

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龍邱居士是陳

糙，「河東獅子吼」是指陳糙嫂，訓夫

時只要吼一聲，陳糙就嚇得手杖都掉地

上。陳糙字季常，於是「季常之癖」被用

來形容為怕老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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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迷⋯」

林語堂（1895－1976;參見圖九）讚嘆這種「兒郎偉」口語，充滿莎

士比亞詩中「嘿哬呦」的喜感。蘇東坡寫的賦很快就傳遍各處。他的政敵

看到了當然不高興。將蘇東坡貶到惠州就是要他日子難過，沒想到他竟然

「此去西方路不迷」，如此悠哉。那麼就讓你真正迷路，謫往海南島(儋

州)吧。政敵說子瞻(蘇東坡字子瞻)到儋州，剛好字尾相同，恰當不過。蘇

東坡惠州的房子才蓋好，又得動身。當時海南島是宋朝的國境之南，流放

此處，相當於判死刑。蘇東坡幾乎妻離子散，遺書都寫好了。渡海進入蠻

荒，日子很難過。蘇東坡

說 :  「此間食無肉，病無

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

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

數，大率皆無爾。」但他仍

然往好處想「惟有一幸，無

甚瘴也。」他樂觀生活，沒

墨寫字，就自己燒松栺油製

墨。結果半夜著火，差點燒

掉房子。第二天他卻笑咪咪

的在灰燼中找到二兩黑墨，

高興的不得了。就因為他這

種個性，於是在儋耳蠻荒之

處，有《坡仙笠屐》故事流

傳於世。蘇東坡告訴我們，

身迷心不迷，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圖九: (左)林語堂（1895－1976），本名和《七俠五
義》的錦毛鼠相同，都是「玉堂」，後來改名

為語堂。他將英文humour譯為「幽默」，也
因此被稱為幽默大師。他在1947年發明了「明
快中文打字機」，卻因研製打字機導致破產，

向賽珍珠告貸遭到拒絕，兩人形同陌路。他發

明的「上下形檢字法」後來也用於《當代林語

堂漢英詞典》，並曾授權給神通電腦公司作為

其中文電腦之輸入法，神通稱其為「簡易輸入

法」;(右)賽珍珠(Perarl Buck) 

2004年CNET轉載路透社一則新聞「WiMAX攪亂3G布局」 (WiMAX 

targets 3G tech)。新聞提到，行動電信業者挹注鉅額經費架設的第三代

（3G）無線網路好不容易就要步上軌道，英特爾卻另推「WiMAX」技

術，提供快速的無線數據通訊服務，其基地台的涵蓋範圍可達30英里，被

視為新興電信公司打擊現有行動電信業者，吞蝕語音通話市占率的武器。

新聞接下來報導，在2004年的CeBit電子展會場中，摩托羅拉公司無線

基礎設備部門負責人Adrian Nemcek表示在三、四年之內，消費者即可享

受WiMAX帶來的便利。他接受訪問時說：「到2007年或2008年，WiMAX

市場可望起飛。」 我們現在回顧，2008年時台灣WiMAX的運營執照已

發，但到2009年底，仍然離商業營運「起飛」有一段距離。Adrian Nemcek

認為：「One has to assume that WiMAX is a disruptive technology」有趣的

是，CNET將這段話翻譯成「我們認為，WiMAX技術可謂半途殺出的程咬

金。」以程咬金來形容WiMAX，的確是很有意思。讓我先說明一下程咬金 

(589－665; 參見圖一)的背景，讀者諸君就明白當中奧妙。

   

WiMAX猛砍3G的三板斧

圖一: 程咬金 (589－665)的京劇臉譜。《隋唐演義》中描寫程咬金是綠臉，
因此戲中臉譜勾畫成綠色碎花臉。程咬金的臉譜江湖味十足，但他在

《王月英鬧殿》的戲碼中，穿著卻是文謅謅的紅團龍蟒袍。這袍上

的團龍紋樣顯得沉靜而威嚴，全身布局對稱，共繡十個團龍，間以流

雲、八吉祥等紋樣陪襯，蟒擺處的「蟒水」多繡「彎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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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晉劉昫(官大學問大的掛名作者) 寫的《舊唐書》及歐陽修(1007－

1072)等人合撰的《新唐書》都有程咬金的記載：「程知節，本名咬金，濟

州東阿人也。少驍勇，善用馬槊」，並提到他在戰鬥中受傷、刺槊洞過、

折斷其槊、救人危難的經過。不過在民間傳說中，程咬金最有名的是「三

板斧」。

《隋唐演義》敘述程咬金做夢，有高人傳授他一套斧頭的功夫。他半

夜醒來怕忘記，急忙拿起斧頭，並以板凳代替馬，騎著演練一番，卻吵醒

室友尤俊達。不明就裡的尤俊達喝住程咬金，害得他只記住三招。此後程

咬金騎馬和敵人對壘，都是以斧頭為武器。因為他記性不好，必須先喊出

招數名字，然後才會想起如何出招。砍第一斧時叫道:「劈腦袋」，然後

無論對方攻擊不攻擊他，不分青紅皂白，斧頭從上往下猛砍。接下來劈第

二斧，喊道:「小鬼剔牙」。當對方橫架武器抵擋第一斧時， 程咬金立即

收斧頭，獻斧纂，攻擊對方面部。由於速度快，對方一般反應是身體向後

仰，以鐵板橋躲避。若前兩招殺不死敵人，那麼程咬金就祭出第三斧「掏

耳朵」。這一招是在二馬錯蹬時，回身橫掃。由於對方以鐵板橋抵擋前一

招，剛起身，很難躲閃，所以第三斧是必殺絕技，屢建奇功。

以三板斧來形容WiMAX，相當傳神，待林某人娓娓道來。WiMAX

這個程咬金猛砍3G/GSM敵人的第一斧是「30倍的數據傳輸速率」。3G/

GSM如何避開「高速

傳輸」這一斧 ?答案

是向後急躍 6公尺。

W i M A X佈建在室

外，街道上的訊號極

佳，因此在車載機的

Telemat ics應用頗有

潛力。圖二是威邁思(VMAX)展示的WiMAX終端機，可在計程車上高速上

網。

然而WiMAX的訊號進入屋內6公尺後就大幅衰減，訊號不佳。此時

3G/GSM的屋內覆蓋率較WiMAX好。因此WiMAX必須以不同技術(如Relay

或Repeater)來解決這個問題，著實讓人傷腦筋。最近我和美國Clearwire的

Erich Izdpski聊天。Erich也提到Clearwire在WiMAX網路下了極大的功夫，

做室內覆蓋率的調整。

WiMAX的第二斧是「建置成本較低廉」。尚未有無線網路的電信業

者，能以偏低的成本搭建WiMAX行動網路，運用成本已攤提完畢的固網

網路，連接WiMAX無線傳輸到網際網路，奪取3G/GSM行動電話業者的營

收。那麼 3G/GSM業者回應第二斧的「鐵板橋」為何? 讀者諸君別忘了，台

灣的固網網路是掌握在電信三雄 (再加上亞太)的手中，而他們正是3G/GSM

業者呢。他們要使出一招鐵板橋，應該不難

吧?

好啦，WiMAX的第三斧「掏耳朵」

絕技為何? 這招要由WiMAX業者來親自說

明，我可不便代答。不過我倒可以告訴您是

哪位仙人托夢給國內WiMAX業者這個程咬

金，教他這套斧頭武功。這位仙人就是行動

台灣(M-Taiwan)辦公室(參見圖三)。

[後記 ] 2 0 1 1年時英特爾不再大力支持
WiMAX，而摩托羅拉網路也被併購，朝
LTE技術發展，看樣子程咬金的三板釜並未
奏效。

圖二: 威邁思展示小姐向林某人解說計程車上WiMAX終端機
的操作。

圖三: M - Ta i w a n辦公室七仙女參
加 2 0 0 9年台灣寬頻通訊展 
(Broadband Forum Taiw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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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P計畫下有一個分項是應用服務，而如何找到殺手級應用(Killer 

Applications) ，是該分項的重點課題。商業化服務要吸引年輕族群，往往

得放大「麻」、「辣」的成分，因此在尺度上，很難拿捏。例如2009年4月

有一條新聞報導，某線上遊戲的電視廣告內容

過於「物化女性」而被檢舉，為此勞駕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NCC)開會研議是否要處罰播出

的電視台(罰金最高可達100萬元)。被檢舉的電

玩公司大喊無辜，說廣告請來的電玩美女只是

在呈現認真打拼的女工(參見圖一)，及「不要

碰」的麻將用語。這樣的廣告創意怎麼會妨害

到善良風俗!

引起爭議的名詞是「物化女性」。「物化」(Materialization)具負面意

思，輕者有文化水準不高的味道; 嚴重則是色情、歧視女性。「物化女性」

的程度如何界定?我們遇到

的是很難規範的「人體行為

藝術」，因為「藝術」和

「色情」的界線很難區分，

並無具體標準可依循。一般

人的認知是，作品如果會令

人聯想到「那檔子事」，就

是色情。那麼，藝術作品難

道就不會引起遐想? 這個灰

色地帶實在有很大的解釋空

間。其實藝術作品也可以很

色情啦。「那檔子事」是生

由電玩廣告的「物化女性」談起

活的一部分，也沒必要否認。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參見圖二(左)) 就深諳此一觀念。當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參見

圖二(右))在樓台會時，莎翁安排了一個丑角美克休在果園外等候，滿腦齷

齪想像，揣測小倆口翻雲覆雨的色情場面。莎翁告訴觀眾，人們的思想百

態，「純情」或「色情」，若非源於觀點不同，就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層

面。

文藝復興時期的開拓人物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英國文

壇巨星莎士比亞，以及浪漫主義時期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 

1749 –1832)合稱歐洲的三大詩人(但丁的故事請參見《行動導航與迷路》一

文)。三大詩人中的莎士比亞是戲劇作家，他寫的劇本是用在舞台上表演，

要賣門票的。因此他的作品不僅要老少咸宜，「非老少」也要咸宜，如此

才能一網打盡所有層次的觀眾，賺足門票。你若喜歡莎翁劇本，並不代表

你很有文學修養、有品味。由於莎翁劇本雅俗共賞，喜歡莎翁作品的人，

可能是愛上他「俗氣」的那一部分 (林某人自首，就是屬於沒氣質的粗俗觀

眾)。關鍵在於莎士比亞才捷思銳，很會用雙關語。純潔的觀眾，欣賞到他

的機智及詼諧; 粗俗的觀眾則是關注當中的「粗俗」暗示，看到的是不折不

扣的「物化女性」劇情。莎翁四大喜劇之一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

被翻譯成《無事自擾》，其實「nothing」一字雙

關，相當色情粗俗，也極端物化女性。

如何避免粗俗「人體行為」的作品，培養出

創意和品味? 我不是啥藝術鑑賞家，當然無法回

答這個大哉問。不過倒可以從外行的「庶民」觀

點，在此和大家稍作討論。大抵而言，多看一些

世界級藝術作品，應該是有助於個人眼界及修養

的提升，也是大家辦得到的。

圖一: 引發廣告爭議的瑤瑤小姐

圖二: (左)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的生日和忌日都是 4月23日，相當巧合; (右)《羅
密歐與茱麗葉》 (Romeo and Juliet)當中的茱麗葉
第一次翻雲覆雨時，年僅13歲。美國後來訂立了
所謂的Romeo and Juliet Laws。依據此法，羅密
歐會因為胡搞小女孩而鋃鐺入獄，而茱麗葉頂多

只能去探監，也沒機會演出莎翁的悲劇啦。
圖三: 《名畫欣賞文庫》伴隨

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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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父親買了一套大陸書局出版的《名畫欣賞文庫》(參見圖

三)，介紹30位畫家的作品，現在仍放在我的院長辦公室。當中啟蒙我

「人體藝術」的作品有兩幅。一是哥雅(Francisco Goya; 1764－1828) 的著

衣及裸體《馬哈》(Maja; 參見圖四)。另一是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 1475－1564）

的《The Creation of 

Adam》(參見圖五) 。

《 名 畫 欣 賞 文

庫》的作品帶領我進

入了充滿纖細迷力

的世界。之後，有

三位大師的人體作

品引起我的注意 ;他

們是席勒、吉爾，和

張大千。席勒  (Egon 

Schiele; 1890－1918; 

參見圖六 )是 2 0世

紀初奧地利的抽象

表現主義  ( A b s t r a c t 

Expressionism) 畫家。他喜歡用紅、黃和黑色來表現強烈的情緒。所描繪

的人物，線條冷峻剛直，輪廓清晰，大多形體瘦長，表情動作誇張，顯露

出緊張不安的陰影。這種獨特風格，不少是席勒在瘋人院觀察精神病患者

的神態所得到的靈感。我曾模仿席勒的作品《Wally in Red Blouse》，可惜

抓不住「冷峻剛直」的特性。讀者諸君可用「Wally in Red Blouse」為關鍵

詞，上網路搜尋這張畫觀賞。席

勒的圖畫令人遐思，也相當有品

味。

吉爾(Eric Gill ; 1882－1940; 

參見圖七(左)) 是創造力極為旺

盛的藝術家，作品包括雕版、書

籍插畫、印刷字體設計和建築設

計等。他設計了沿襲至今的Gill 

Sans字體。該字體被用於倫敦和東北鐵路(London and North Eastern Railway)

的海報、宣傳資料，以及英國王室肖像的郵票(參見圖七(右))。在微軟的某

些World版本也可找到Gill Sans MT字體。

吉爾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產出很多和宗教相關的藝術作品。但

是他的私生活又極混亂，甚至有和動物敦倫的紀錄，是世所公認的色情

藝術家。他的宗教觀和特殊性

愛好糾結不清，似乎也迸發出

特殊的火花，表現在他筆下的

女性與聖經人物。他的女性木

刻作品線條簡單，但體態動

作豐富。他的作品如《Naked 

S a i n t s》被稱為褻瀆的畫作 

(Blasphemous Drawing)。吉爾

的木刻作品黑白對比明晰，很

清楚的表現出視覺效果，令人感受強烈。

對於張大千（1899－1983; 參見圖八(左)），讀者諸君想必耳熟能詳，

不須我贅述。在我們資通網路領域，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收藏張大千的

圖四: (左) 葉門郵局發行的《著衣馬哈》; (右) 西班牙郵局於
1930年發行的《脫衣馬哈》郵票

圖五: (左) 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 1475－1564）; (右)林某人很喜歡《The Creation 
of Adam》中的亞當的肌肉呈現，模仿畫過好幾次。

圖六: 席勒 (Egon Schiele; 1890－1918) ;左圖是
我根據右圖稍加變化繪出的席勒肖像。

圖七: (左) 吉爾(Eric Gill ; 1882－1940) ; (右) 吉爾
排版印製的郵票King George VI and National 
Em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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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圖，相當有名。林百里曾演講《張

大千的畫中美女》，羅列許多幅張大千

的美女圖。我模仿畫出當中的一幅，如

圖八(右)所示。

林百里曾經冒生命危險來求取張大

千的美女圖。他說: 「我先飛去香港看

畫，心裡覺得很棒，託人去求，畫主答

應後，我立刻訂機票，訂好機票才發現

颱風天，⋯，我一上飛機⋯機身搖晃不

定，⋯，最後飛機己經沒有油，要飛回台灣。我心中一直擔心畫被搶走，

所以立刻打電話到香港，告訴賣畫的人我已經冒這麼大的生命危險，要求

她一定要將畫留給我。隔天一早，我又搭上往香港的班機去買畫。這就是

為了得到美人的代價。」林百里對張大千畫美女的高雅品味，讚口不絕，

也不需我細表。

林百里在其演講繼續介紹: 「1953 年⋯大千在香港，林黛去跟大千

先生求畫；大千很少為他人作畫像，中國的畫家不願意為人畫像，那是

商業畫家做的事。也 許是因為林黛真的太漂亮，所以最後大千願意替她

畫像。」林百里又說:「張大千作畫時也常有美女在陪侍與磨墨，讓他揮

毫。」畫家有美女磨墨，令人羨煞。我們網路通訊領域的教授，就無此福

氣。寫論文或程式，總不能請個美女站在旁邊，幫你的電腦插電源，看

你推導公式吧? 林百里收藏書畫頗有名氣。2009年在北京保利的秋天拍賣

中，他和劉益謙激烈競價明朝畫家吳彬作品《十八應真圖卷》。該畫最後

以8,500餘萬港幣被劉益謙標走，是中國繪畫拍賣品有史以來的最高價。林

百里也因為「搶標」事件，大出風頭。

林某人口沫橫飛的介紹上述

畫家，倒不是要大家一定要欣賞

他們的畫或贊同他們的行為。讀

者諸君可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以

及藝術作品，提升欣賞品味。例

如吳大猷先生很喜愛音樂，特

別欣賞小提琴家克萊斯勒 (Fritz 

Kreisler; 1875 –1962;參見圖九) 

的作品。吳大猷雖然不會拉小提

琴，仍然可以優游陶醉於音樂世

界，也提升了個人的心靈境界。

2010年2月，中華電信舉辦和

事業夥伴的新春團拜「春之賞」

(參見圖十(左))，不像一般廠商吃

吃喝喝，而是引領來賓觀賞梵谷

的名畫，讓大家欣賞藝術，格調

就很高。董事長呂學錦(參見圖

十(右))在致詞時對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 –1890; 參見

圖十一) 的作品如數家珍，尤其提

到梵谷115年前的名畫「星空」中

螺旋狀星雲以及四周繁星點點的

景象，和哈伯望遠鏡傳回銀河系

最亮星體V838 Mon的照片相似，

讚賞梵谷的想像力。科技人能對

圖八: (左) 張大千（1899－1983）; (右) 
林某人仿畫 張大千的《美女圖》 

圖九: 克萊斯勒 (Fritz Kreisler; 1875 –1962)七歲時
入學維也納音樂院（Vienna Conservatory）
成為該校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學生。他曾模仿

舊時期音樂家的風格創作許多樂曲，並將樂

曲冠上那些知名音樂家的名字，使這些作品

得以迅速地廣為流傳。

圖十: (左) 新春團拜「春之賞」邀請函; (右) 中華
電信董事長呂學錦「細說梵谷」。

圖十一: 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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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如此下功夫，相當不易。而在寧靜的夜晚觀賞梵谷的名畫，更讓人有洗

滌心靈的清新感覺。

再讓我們回頭看引起爭議的電視廣告。被檢舉的廣告透過麻將術語，

將女性肢體動作呈現得曖昧不明。莎翁筆下的美克休若看到這則廣告，一

定喜歡。而品味較高的人，看了會不舒服。我們可以指謫「物化女性」的

廣告品味粗俗，但既然沒脫衣露臀，官員們宣導規勸一番，要求改善即可

(當然啦，學校的道德教育也得負點責任)。如果動刀動槍祭起「妨害善良風

俗」這個翻天印，罰得電視台眼冒金星，反而捧紅了代言廣告的女郎。政

府越禁，人民越想看。在景氣寒冬之下，商人絞盡腦汁，別出心裁，希望

以不同創意來增加商機，是必然的趨勢。政府或許可以採取正面的態度，

用「胡蘿蔔」獎勵方式來引導善良風俗，而非以「棍子」處罰方式來嚇阻

「妨害善良風俗」(NCC最後從善如流，並未開罰)。

其實政府要以法令來導正善良風俗，往往是緣木求魚。鼓勵人民提升

欣賞眼界，才是治本之道。當人民欣賞眼界夠高時，粗俗的廣告自然達不

到效果，只能偃旗息鼓。如果台灣的廣告設計者能做出像輝瑞藥廠的威而

鋼(Viagra)廣告 (參見[文獻一])，那就很有創意了。該廣告全裸男女的肢體

互動，讓你感到「Don't try it at home」的幽默。和這個威而鋼廣告比較，

顯示出台灣線上遊戲廣告的創意，頗有改進空間。

[文獻一] 資料來源: http://www.irishlifeguide.com/irish-life-guide/now-that-is-
advertising.html

畫家能否對通訊技術產生貢獻? 答案是肯定的。例如數據通訊的源

起，摩斯 (Samuel Morse; 1791－1872;參見圖一) 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而他

就曾經是專業的畫家。摩斯的繪畫風格一直在追求美國文化及生活的本

質。1825年摩斯應邀到華府(Washington D.C.)來畫一幅拉法葉將軍(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 的肖像。作畫期間忽然有信差騎馬捎來的

一封簡訊: 「你的太太已身亡」。摩

斯急忙回家奔喪，卻趕不上太太的喪

禮。由於通信的遲緩，以致於太太生

病多時，他卻毫無所悉。為此，摩斯

痛不欲生，放棄繪畫，決心要發明快

速的長途通訊方法。

摩斯並無完整的電學專業背景，

因此到處尋求專家請益(參見《閃文

集》第142頁)，最後和吉爾(Leonard Gale)及

維爾(Alfred Vail )發展出單線電報 (Single-wire 

Telegraph) ，並於1847年獲得電報專利。圖二

及圖三是展示於中華電信的摩斯電報系統。

Telegraph是由兩個希臘字組成， tele 是

「遠」，而graphein是「寫」的意思。電報

需要以編碼的方式傳送資訊，因此在1840年

初期，摩斯和維爾發明了摩斯碼。在20世紀

的前50年，摩斯碼被廣泛的應用於國際間

的高速通訊，除電報外，傳送摩斯碼的載具

還包括海底電纜(Undersea Cable) 以及無線

電線路 (Radio Circuits)。讀者諸君若看過史

電報的故事

圖一: 摩斯 (Samuel Morse; 1791－1872) 

圖三:中華電信提供展示的摩斯電
報系統(接收機)

圖二: 中華電信提供展示的摩斯
電報系統(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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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康納萊主演的電影《獵殺紅色十月》(The Hunt for 

Red October)，一定記得當中的一幕: 兩艘潛艇為了避

免通訊被監聽，浮出海面，以潛望鏡的燈光亮暗，打

出摩斯碼來對話。不過摩斯碼的最大缺點是字母的代

碼長短不一，不適合用在數位電子通訊，最後終於被

Baudot碼及 ASCII碼取代。

在電報的萌芽時期，摩斯也有競爭者。英國的惠

斯同 (Charles Wheatstone; 1802－1875; 參見圖四)和庫

克(William Cooke) 後發先至，比摩斯更早推出商業化

的電報服務。如果我們追

溯電報的電學原理，則亨

利 (Joseph Henry; 1797－

1878; 參見圖五)在電磁中繼

(Electromagnetic Relay)的研

究分別影響到摩斯及惠斯

同。亨利比法拉第更早發現

電磁互感(Mutual Inductance)

現象，因此電感以他的名字

(H)為單位。基於亨利的研

究，惠斯同了解到大電池無

法用來完成長距離的電報傳

送，而決定改用分散的小電

池。

1837年，惠斯同與庫克申請他們的電報專利Five-needle Telegraph (可以

經由五根針的轉動來指出接收到的字母)，並將之商業化，提供21公里的鐵

路電報服務。不過摩斯技高一籌，又在數年後取代惠斯同與庫克的系統。

在電報商業化的過程，摩斯爭取資金，相當艱辛，終於在1843年搭建了61

公里的電報線，連接華府和巴爾的摩(Baltimore)。1844年，摩斯從華府拍發

人類歷史上的第一份摩斯碼電報到巴爾的摩。在座無虛席的國會大廈，摩

斯操縱著傾十餘年心血研製成功的電報機，雙手因激動而顫抖不已。商業

化的電報服務在摩斯拍送聖經的名句「What hath God wrought」後，正式啟

用。電報網路很快沿著鐵路，幅射狀的由紐約市連接到費城(Philadelphia)、

波士頓(Boston)、水牛城(Buffalo)，及密西西比(Mississippi)等地。1851後，

摩斯電報成為歐洲的標準。唯一例外是英國，仍然採用惠斯同與庫克的系

統。2009年4月27日

Google的搜尋首頁將

其L o g o顯示成摩斯

碼，慶祝摩斯的生日

(參見圖六(左)) 。許

多國家更發行郵票來

紀念摩斯 (參見圖六

(右)) 。

中國首條自主敷設的線路，是由福建巡撫丁日昌在台灣所建，1877年

10月完工，連接台南及高雄。1879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天津、大沽及北

塘之間架設電報線路，用作軍事通訊。1880年，李鴻章奏准開辦電報總

局，由盛宣懷任總辦。並在1881年12月開通天津至上海的電報服務。李鴻

章說：「五年來，我國創設沿江沿海各省電綫，總計一萬多里，國家所費

無多，巨款來自民間。當時正值法人挑釁，將帥報告軍情，朝廷傳達指

示，均相機而動，無絲毫阻礙。中國自古用兵，從未如此神速。出使大臣

往來問答，朝發夕至，相隔萬里好似同居庭院。舉設電報一舉三得，既防

止外敵侵略，又加強國防，亦有利於商務。」天津官電局於庚子遭亂全

圖四: 惠斯同 (Charles 
W h e a t s t o n e ; 
1802－1875) 

圖五:亨利 (Joseph Henry; 1797－1878)是繼富然克
林，美國最偉大的科學家。他是美國國家學院
(National Academies)的總裁，下轄美國國家
工程院(NAE)、美國國家科學院 (NAS)等四大
學術最高榮譽殿堂。他也是美國科學促進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簡稱AAAS)於1849年創會時的總裁。
林某人因為電腦科學領域的貢獻，很榮幸於
2004年成為AAAS會士(Fellow) 。

圖六: (左)2009年4月27日的Google Logo; (右)紀念摩斯的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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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為了傳達漢字，電報部門採用由4位數字或3位羅馬字構成的代碼，即

中文電碼。發送前將漢字改寫成電碼發出，收到電文後再將電碼改寫回漢

字。

當年電報出現於中國，有許多讚嘆之詞，例如「安得如電光，一閃至

君旁」、「緯地經天長一線，暗地機關人不見」。如前敘述，清朝最早架

設電報的省分是台灣，1866年於台北成立「電報總局」，1878年實行電報

業務，1888年設立電報學堂。在日治時期最興盛時，台灣的有線電報電路

有99路，對外無線電報電路16路，海纜6路。後多被美軍飛機轟炸破壞。設

備與機房在台灣光復之後由電信局接收。1949年台灣首次啟用英文電傳打

字機。當時陽明山電信局為處理給蔣中正之大量電報，裝設美式15型電傳

打字機。此後電信局管理的五條主要電報電路也改用電傳打字機。台灣電

報電路數從1952年的22路增至1982年的223路，達到歷史最高峰；此後下

降，1991年9月10日起停辦島內電報業務。國際電報營運量（去報數量）從

1952年的37.1萬通增到1971年的128.6萬通。國際電報業務在80年代初以前

成長迅速，此後隨著現代通信事業的發展而逐漸減少，到2002年只有10萬

通。

最近我研讀《日據時代台灣統計書》，根據台灣總督府第一統計書 (參

見圖七) ，分析明治30年(1897年)電報的發送情況。書中記載總督府發出

電報到日本10,158通，歐洲共16

通。由日本接收12,817通，歐洲

16通。台北區(包括新竹) 發出電

報到日本212,848通，歐洲4,422

通。由日本接收223,505通，歐洲

4,480通。以此數字看來，1897年

光台北區發出的電報就已是1952

年全台去報數量的66%。日據時代的對外連繫頻繁，著實驚人。很可惜，

沒有更詳細的資料來分析其分佈。大約在明治20年時，中國架設第一條海

底電纜，連接台灣淡水至福州川石的海纜線。明治30年為其營運的十周

年，由台灣總督府第一統計書的數據看來，這條海纜線保養得還不錯。

電報在中國政治及軍事鬥爭上扮演重要角色。例如盛宣懷以電報傳

送生絲買賣的假消息，搞垮胡雪巖(參見《閃文集》第140頁)。又如袁世

凱挾私誣陷，以私盜大倉粟罪，密令兩江總督逮捕《老殘遊記》作者劉

鶚（1857－1909; 參見圖八）於南京。當年這封兩江總督電報底稿我也讀

過，大意是將劉鶚著發往新彊，

永遠監禁 (結果劉鶚53歲死於迪

化）。古代大軍出征前會發「檄

文」，將對方臭罵一頓，以證

明出師有名 (例如東漢時代，讓

梨的孔融，寫起檄文，就相當潑

辣)。在北洋軍閥時代，開戰前

則流行發電報，昭告天下。最愛

發佈電報的，是自認儒將的吳佩

孚，做啥事體都通電，搞得全國

皆知。

1911年武昌起義時的電文，是黎元洪的秘書饒漢祥的傑作，以四六駢

體古文為之，用典精緻，成為三家村老學究搖頭晃腦，高聲誦讀的文章。

饒漢祥文筆厲害之處，是能將猥瑣之事形容得大義凛然，將黎元洪這種小

政客塑造成大政治家。1922年黎元洪要求北洋軍閥「廢督裁兵」，由饒漢

祥通電全國，據說寫下全世界最長的電報，洋洋灑灑超過3000字。由於饒

漢祥的影響，中國的電報總是又臭又長，胡適（1891－1962;參見圖九）氣
圖七: 林某人閱讀的《日據時代台灣統計書》

圖八: 劉鶚（1857－1909）應該是中國最早提倡
BOT的人物。他首先提請開發山西鐵礦，
說: 「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
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鐵路歸我。如是，

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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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努力周報》開罵:「有話何必

不老實說，何必繞大彎子，何必做濫

調文章，何必糟蹋許多電報生與讀

者。」當年胡適提倡白話文，批評的

句子，「何必」半天。

電報對於助長報紙的大量發

行，扮演重要角色。1847年後，電

報用來迅速傳遞遠方的新聞，豐富

了報紙的內容，讓報紙的銷售量大

幅提升。甚至有不少報紙以「電

報」為名，例如格洛斯特電報

《Gloucester Telegraph》。該報利

用電報報導1850年2月13日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參見圖十 )在格洛斯特演講廳

(Gloucester Lyceum) 演講，造成轟

動。

電報當然也造就許多新聞記

者。讀者諸君有否看過華倫比

提(Warren Beatty）自導自演，

拿下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電影

《Reds》? (這部電影被翻成又臭又長的中文名稱《烽火赤燄萬里情》，在

台灣威權時代還因內容牽涉共產黨而被禁演過。) 本片記錄一位新聞記者里

德  (John Silas Reed;1887 –1920;參見圖十一) 的一生。里德在1910年墨西哥

革命時，親身深入險地，進行戲劇性的報導，以電報即時傳回美國，造成

轟動。里德這種不辭辛勞的採訪風

格當然頗不容易，但若無電報，亦

無法快速彰顯其成果。里德的一生

短暫而傳奇。1914年，他的報導集

結成《叛變的墨西哥》一書，被公

認為「新聞文學」的濫觴。

電報運用於報紙，對西方文學

的影響正好和中國相反，以簡短為

主。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作品《午

後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

中，提出著名的「冰山原則」，

認為作者只應描寫冰山露出水面

的部分，水下的部分應該通過文

章的提示讓讀者去想像補充。冰

山理論強調簡約的藝術，亦即伏

爾泰（Voltaire，原名：François-

Marie Arouet，1694－1778; 參見圖

十二）所說的：「形容詞是名詞的

敵人。」伏爾泰認為只有名詞是直

抵事物本身。形容詞多了反而遮蔽

事物和內涵，所以是名詞的敵人。

冰山原則呼應伏爾泰的說法，主張

刪掉小說中一切可有可無的東西，

以少勝多。海明威這種觀念濫觴於

戰時。當時他擔任美國一家報社駐

圖九: 胡適（1891－1962）的名字和孫悟空
形成所謂的「無情對」。林某人依稀記

得年幼時曾讀過一個有趣的對聯:「鬧
上天宮孫行者，打倒孔店胡適之」。

圖十: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
1882)  深愛自然，崇尚自我與精神價
值，鄙棄拜金主義。他的學說被譽為

「美國最重要的世俗宗教」，對梭羅、

惠特曼、霍桑、尼采、以及柏格森等人

具有相當的影響。

圖十一: 里德(John Silas Reed;1887 –1920)目
睹俄國革命，撰寫《震撼世界的十

天》(10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報導布爾什維克黨如何奪權，被

譽為二十世紀革命者的聖經。

圖十二: 伏爾泰（Voltaire，原名：François-
Marie Arouet，1694－1778）崇拜
中國儒家思想，並將中國的政治體

制視為最完美的政治體制。他在23
歲時被誣告寫詩毀謗國王，入獄服

刑。一年後原詩作者自首，他才被

釋放。蹲牢期間，他寫出悲劇《伊

底帕斯王》(Oedipus) 。初演時，有
一美麗婦人看得淚流滿面。伏爾泰

急忙對這婦人鞠躬，說: 「請您將眼
淚留給別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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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記者，寫文章和報導

要用電報發送回國，因此文

字必須簡明，極少用修飾語

和形容詞，形成了所謂「電

報體」的風格。

全世界最短的電報是

誰拍發的?答案是法國大文

豪雨果（Victor-Marie Hugo 

1802 –1885;參見圖十三)和他

的出版商。雨果歷時三十餘

年創作《悲慘世界》（L e s 

Misérables）一書，從1828

年起構思，到1845年動筆創

作，直至1861年才寫完這本

書。當此書出版時，雨果急

著想知道外界的評價，於是

發了一封電報給他的出版

商。整個電報文僅有一個問

號「 ?」而出版商的回覆電

報同樣簡潔，是一個驚嘆號

「!」表示作品的好評如潮。

雨果和他的出版商默契十足，讓人拍案叫絕。

今日的手機簡訊，發送接收的文字必須簡短，最適合實踐海明威的電

報體風格。中國文學的短篇詩、詞、對聯尤其適合手機簡訊的發送。而若

能像雨果這般善用標點符號，則更有畫龍點睛之效，產生不同的境界。舉

一例說明，千家詩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七絕詩

《清明即景》: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

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若將標點符號乾坤大挪移一番，就變成一闕

很美的詞: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 欲斷魂! 借問

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汪精衛政權，有一位與張

愛玲齊名的女作家，名叫蘇青(1914 – 1982; 參見

圖十四)，她的成名作，令人難忘。這個作品只

將逗點移一個字。禮記禮運篇寫著：「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這位女作家將之改寫為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當時民風保守，

她的創作被視為大膽前衛，自我物化，一夕成

名。

 

圖十三: 雨果（Victor-Marie Hugo 1802 –1885) 於
1851年時反對拿破崙三世稱帝，被迫流亡
國外。流亡期間寫下一部政治諷刺詩《懲

罰集》(Les Châtiments)，每章配有拿破崙
三世的一則施政綱領條文，加以諷刺，並

用拿破崙一世的功績來凸顯拿破崙三世的

無能。雨果也譴責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掠

奪圓明園。他說: 「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有
一個世界奇跡。這個奇跡叫圓明園。藝術

有兩個來源，一是理想，理想產生歐洲藝

術；一是幻想，幻想產生東方藝術。」他

接下來沉痛的說: 「這個奇跡已經消失了。
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強

盜洗劫，另一個強盜放火。似乎得勝之

後，便可以動手行竊了。他們對圓明園進

行了大規模的劫掠，贓物由兩個勝利者均

分。⋯將受到歷史制裁的這兩個強盜，一

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

圖十四: 蘇青(1914 – 1982) 與
張愛玲的創作風格有明
顯差異。當年蘇青作品
暢銷的程度不在張愛玲
之下，但藝術成就則略
遜於張愛玲。張愛玲與
蘇青的私交不錯，但後
來為了汪精衛政府的大
官胡蘭成鬧得不愉快。
胡蘭成搞曖昧，劈腿於
張愛玲與蘇青之間。林
某人揣測，張愛玲的作
品《色戒》內容不符史
實，顛倒是非，可能是
受到胡蘭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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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常少看電影。2009年5月，恰巧有機會欣賞電影《愛‧從心開始》 

(Last Chance Harvey)，當中有一些情節巧妙的應用到電話，引發我這個

「電信人」的興趣。電信科技已深入日常生活，因此成為電影劇本的主軸

亦不意外。我藉此篇幅來和讀者諸君回味一些電影中和電話相關的劇情。

《愛‧從心開始》這部電影2008年由奧斯卡影帝達斯汀．霍夫曼

(Dustin Hoffman)及艾瑪．湯普遜(Emma Thompson)合演，敘述兩位孤獨陌

生人，在幾次巧合相遇之後，發展出一段黃昏之戀。劇情有點窠臼，類似

於《西雅圖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不過有趣的是，這兩部電影皆充

分發揮電話對劇情的影響。《愛‧從心開始》一開始敘述離婚單身的男主

角參加女兒婚禮前一晚家庭式喜宴，頻接行動電話。笨拙惹人嫌的接電話

劇情，讓男主角在其前妻及她的再婚先生面前大為出糗(這一幕告訴我們行

動電話禮儀的重要性)。劇情發展，讓不如意的男女主角邂逅。此時電話又

適時扮演了一個角色: 女主角和男主角談話時，她的母親會「恰巧」打電話

給她，經由電話的對話，男主角旁敲側擊的了解女

主角的生活面。這應該是所謂的電話心理學，讓人

在電話談話中洩露天機。

《西雅圖夜未眠》是1993年由湯姆．漢克

(Tom Hanks;參見圖一)及瑞塔．威爾森(Rita Wilson)

主演，也很清楚的反應出電話對人的影響。故事敘

述男主角的愛妻去世，令他悲傷不已。他的兒子不

忍心看父親如此憔悴，於是在某一天晚上打電話到

call in節目，尋求心理諮詢，而引導出男主角在電

台節目中道出他對亡妻的思念，深深感動了那天晚

上聆聽節目的女主角。很顯然，「電話call in」成

為這部電影劇情發展的重要支柱，因緣際會的讓遠

電影．電話．戲劇人生

隔西雅圖及巴爾的摩兩地的男女發展出一段情愫。

這又是電話牽紅線的經典愛情喜劇。我對此片很有

親切感，因為主要場景西雅圖及巴爾的摩（圖二)我

都曾經居住過。

早期也有電影以電話來傳播愛情訊息的情節，

例如1963年的《歡樂青春》 （Bye Bye Birdie)，當

中有一段Telephone Hour 的音樂劇，充分表達出青

春期少男少女，感情糾葛，以電話傳情的場面。很

顯然，1960年代的人們已經很習慣用電話來傳播八

卦、牽紅線。此片是由狄克．凡戴 (Dick Van Dyke;

參見圖三(左))和珍娜．李 (Janet Leigh; 參見圖三

(右))主演。不過這片子真正捧紅的女星是安．瑪格

麗特(Ann Margret)。

電話可扮演紅娘，也會

拉遠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1988年的電影《電話》(The 

Telephone) 表現出電話腐女

與世隔絕的生活。本片由琥

碧．戈柏(Whoopi Goldberg;參

見圖四(左)) 扮演失業的女演

員，和她養的貓頭鷹躲在小

公寓，以電話來解決她生活

上所有問題。不過這部影片

搞砸了，琥碧．戈柏自己都

看不下去，不願這部爛電影

圖一: 漢克(Tom Hanks)是影
史上第二位連莊獲得奧

斯卡影帝頭銜的演員，

先是 1 9 9 4年的《費
城》，緊接著是1995
年的《阿甘正傳》。

圖二: 巴爾的摩的M o u n t 
Vernon; 《西雅圖夜未
眠》有一鏡頭捕捉瑞

塔．威爾森由此地經過 
(林某人攝於2008年)。

圖三: (左) 狄克．凡戴 (Dick Van Dyke); (左) 珍娜．
李 (Janet Leigh); 我國小時在台中市的中央
書局翻閒書，印象最深刻的是《保母包萍》

(Mary Poppins) 這本書。後來我也看了安德魯
斯(Julie Andrews)和狄克．凡戴合演的電影，
片名翻譯為《歡樂滿人間》。安德魯斯因為

此片贏得奧斯卡金像獎，不過我還是比較喜

歡凡戴的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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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於是上法院告導演及

製片，要求禁演而未果，也

算是奇事一樁。

經由電話來表現與世隔

絕的電影情節在更早的007電

影《金鋼鑽》 (Diamonds are 

Forever) 也曾經出現過。劇

中的企業鉅子只靠電話對外

聯繫，因此歹徒有機可乘，

以語音合成技術模倣企業鉅

子說話，控制其企業。我

猜這個橋段是影射現實生活中富豪霍華．休斯 

(Howard Hughes) 的行為。此片由第一代007史

恩．康納萊(Sean Connery;參見圖四(右))主演。

電話（尤其是公共電話）也常成為驚悚電影

的情節主軸。例如2002年由柯林．法洛　(Colin 

Farrell;參見圖五)主演的《絕命鈴聲》（Phone 

Booth）。全片主要場景圍繞在紐約市內的一個

電話亭。劇中男主角是一位媒體顧問，平日玩弄

工作、親友與婚姻於股掌間。某日在街頭無意間

接起電話亭的公共電話，遇到神祕狙擊手，威脅

他「假如敢掛上電話，就會陳屍街頭。」並真的

展示他的殺人實力。男主角面對圍觀群眾、死亡

威脅，眼見妻子、愛人，甚至無辜路人都在狙擊

手的射程範圍內，情緒幾近崩潰。這種以電話折

磨人精神的劇情也曾在1995年布魯斯．威利斯

（Bruce Willis;參見圖六）主演的《終極警探3》

(Die Hard: With a Vengeance)出現過。片中歹徒和

男主角大玩「Simon says」遊戲，指示男主角奔

波於各處的公共電話回答謎底，否則會有炸彈爆

炸。

另一部2006年的電影《奪命電話》(When a 

Stranger Calls)由卡蜜拉．貝拉（Camilla Belle; 參

見圖七）扮演一位平凡的高中女生，為一對夫婦

擔任夜間褓母。這個簡單的工作，卻是惡夢的開

端。她接到恐嚇電話，威脅她所看護小孩的安

危。她越來越感到害怕，打電話報警求助。

警方在追蹤電話的通聯紀錄後，發現恐嚇電

話竟然源自於這棟房子內。夠驚悚吧! 以上

三部電影表達人們對電話匿名者的恐懼、憤

怒，與無奈。

勞萊(Stan Laurel; 1890–1965)和哈台

(Oliver Hardy; 1892–1957;參見圖八) 1930年拍

攝的影片《The Laurel-Hardy Murder Case》，

也利用電話來製造驚悚效果。片中敘述勞萊

與哈台在暴風雨的夜晚跑到一棟陰森的別墅

避雨。別墅的電話有陷阱，當你拿起話筒，

一個活板門(Trapdoor)會打開，而打電話的

人會跌入密室，有殺人魔持刀伺候。因為勞

萊和哈台是高竿的喜劇演員，即使是驚悚劇

情，也是喜感十足。

圖四: (左)琥碧．戈柏 (Whoopi Goldberg); (右)史恩．
康納萊(Sean Connery)年輕時曾做過磚匠及礦
工。他在電影中說出：「我是龐德，詹姆士

龐德(I am Bond, James Bond)」，風靡了所有
人，也成為每部007電影必出現的台詞。

圖五: 柯林．法洛 ( C o l i n 
Farre l l )以其輕佻閒適
的生活態度而著稱。

2 0 0 2年在拍攝電影
《Phone Booth》時，
他曾創下一天之內吸六

包香煙的記錄。  

圖六: 布魯斯．威利斯（Bruce 
Willis）一直讓我聯想到
卡通《辛普森家族》(The 
Simpson)的粗魯老爹。

圖七: 卡蜜拉．貝拉（C a m i l l a 
Be l le）在2008年擔任電影
《史前一萬年》(10,000 BC)的
女主角，因劇情需求，數日沒
洗澡。她說「在拍此片時，

最大的願望，是好好洗個熱

水澡！想不到人類的要求回

歸到最後，只剩下這麼一點

點小小的渴望！」即使全身

泥濘，她仍然迷倒一堆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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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電影劇情表現出人

們對未來電話的憧憬，有時

也真的影響到現實電話的設

計。行動電話的發明據說受到

《星艦迷航記》（Star Trek）

的啟發。大家都應該看過史波

克（Spock;由Leonard Nimoy

飾演 ;  參見圖九 (左 )）很酷的

使用掀蓋無線通訊器吧?其實

在更早的1965-1970年間，有

一部電視影集《糊塗情報員》

（Get Smart）由唐．亞當（Don 

Adams; 參見圖九(右)）扮演情報員009，早就將行動電話設計成鞋子啦。

我記得《神仙家庭》(Bewitched)電視影集在1965年有一集的演出，女

主角珊曼莎(Elizabeth Montgomery; 參見圖十(左))鼻子輕輕一扭，電話機就

自動飄到她面前，電話筒自動舉起，湊到她的耳朵，讓她的先生達倫 (Dick 

圖八: 勞萊(Stan Laurel; 1890–1965)和哈台(Oliver Hardy; 1892–1957) 曾從師於喜劇之王卓
別林，是世界喜劇電影史上最出名的二人組合。

York及 Dick Sargent飾演;參見圖十(右))

看得目瞪口呆。其實以今日的科技，或

許有機會實現珊曼莎的巫術呢。

在《駭客任務》(Matrix) 這部電

影，人物以超炫的造型演出二十二世紀

的電腦駭客及幽靈警察(參見圖十一) 。

片中駭客的心靈可由電話傳輸到虛擬實

境，與電腦魔王對壘。這大概是源自於

早期以電話機撥接電腦網路的想法。未

來，人類的心靈或許真的能經由電話進

入虛擬實境，遨遊世界。

《駭客任務》裡蘊含了啟蒙、涅

槃，以及重生，並且處處可以感受

到哲學、神學，以及無神論的思

想。本片引用印度教和佛教中自由

意志對抗命運的概念，還在電影的

配樂中使用印度教的頌歌、理念、

虛幻 (Maya) 、因果報應 (Karma)，

和自然存在的多種觀點。《駭客任

務》以很多方式解析真實及超現

實。片中描述實質和虛幻世界的變

換就像莊周夢蝶。只可惜對種種

議題的呈現皆點到為止，不夠深

入。《駭客任務》若能加入卡繆

(Albert Camus; 1913 –1960;參見圖

圖九: (左) 史波克（Spock;由Leonard Nimoy飾
演）; (右)　唐．亞當（Don Adams）; 史波
克是瓦肯人與地球人的混血兒，擔任“企

業號”的副艦長與科學官。除了他的尖耳

朵外，他的手指兩兩併攏在中指和無名指

之間留出V字形，也是很經典的手勢，讓他
成為《星艦迷航記》中最具人氣的偶像。 

圖十: (左) 珊曼莎(Elizabeth Montgomery
飾演); (右) 達倫 (Dick York及 Dick 
Sargent飾演;2005年伊伏朗(Nora 
Ephron)重拍《神仙家庭》，由
妮可基嫚(Nichole Kidman)演珊曼
莎，但這電影沒拍好，比1960年
代的電視影集差了一截。

圖十一: (左) 崔妮蒂(Trinity;由Carrie-Anne 
Moss飾演）; (右) Agent Smith （由
Hugo Weaving飾演）; 在基督教神
學概念中，Trinity這個字是三位一
體之意，好像是劇情中的關鍵，大

家猜猜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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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反抗者》（The 

Rebel）一書中「純粹的

反抗」，亦即反對革命

暴力的概念，或許會產

生出更精采的情節。

在《駭客任務》續

集的尾聲，出現了建築

師（Architect），他是

母體的建造者，負責創

造與審判，在每次錫安（Zion）即

將毀滅時，交給救世主重新創造錫

安的機會。這個概念若加入柏格

森(H. Bergson, 1859 –1941;參見圖

十三)的《創造進化論》(Creative 

Evolution)元素，應大有可觀。《創

造進化論》認為生命衝動是一種自

由的創造活動，由於這種創造的活

動，宇宙是一個不斷創新、不斷演

化、生生不息的歷程，宇宙永遠在

變動之中，並沒有絕對靜止不動的

東西。根據此觀點，Architect可有

得忙啦，每次重新創造錫安，不能

新瓶裝舊酒，得翻新花樣才行。

電視節目也有以電話為名的。澳洲電視現實劇(Reali ty Series)系

列《The Phone》，每次播出會在街頭上找兩位參賽者。主持節目的

Cluemaster，由麥維 (Justin Melvey) 擔任，以

電話詢問他們是否願意接受贏得25,000元的機

會。如果同意，兩位參賽者會成為一團隊，接

受Cluemaster的電話或簡訊指令，以完成一些任

務。以演出電視影集《歌舞青春》（High School 

Musical）出名的緹絲黛爾(Ashley Tisdale ;參見

圖十四)也上過《The Phone》節目，被問到最

不希望接到誰打來的電話。她不假思索的說 :

「My ex-boyfriend」，看樣子她的手機挺需要Call 

Screening功能呢。

電影中的「電話」愛情劇情，一向誇大，是否會發生在現實生活? 我

認識一對鄰居夫婦，因為參加某一相親電視節目，相識而結婚。鄰居太太

說，她上節目後，接到將近300封求愛的信。我問:「妳如何挑上先生的? 」

她說：「我拆完信後，照片掉落一地，不知照片是由哪個住址來的。只有

我先生的照片後面寫了電話號碼，我只好打電話和他約會。」這好像可以

編入電影的情節吧? 我們網路通訊科技人發明電信及網路的技術，而電影

導演則往往能將這些技術的使用，詮釋得出神入化，延伸到一般人想像不

到的境界。

圖十二: 卡繆(Albert Camus; 1913 –1960) 於1957年獲諾
貝爾文學獎，成為法國第九位也是最年輕的獲獎

者。三年後死於車禍。卡繆是菸槍，隨口都叼一

支煙。我的畫像將煙拿走啦。

圖十三 :  柏格森 (Henr i  Bergson，1859 
–1941) 於1941年在德軍占領下的
巴黎街頭等候登記為猶太人，在寒

風中站立數小時，感染肺炎而與

世長辭。他因為《創造進化論》

(Creative Evolution)這部哲學著作而
獲得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

圖十四: 緹絲黛爾 ( A s h l e y 
Tisdale)嫌自己的鼻
子不好看(如圖) ，一
年前動了美容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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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吳靜雄教授帶領NCP團隊到北京、杭州、深圳三地參訪。參

訪華數集團後(參見《千島湖上飆網路》一文) ，由杭州機場出發到深圳。

杭州機場規模不大，也沒有空橋設施，所有乘客都得搭乘接駁巴士，拾級

上機。我們的飛機特別肥胖，下層是貨艙(參見圖一(左))。

到達深圳機場後就直奔華為總部。華為相當客氣，派四部BMW740高

級轎車迎接。一路上交通順暢，忽然在高速公路上見到「華為」及「富士

康」的路標(參見圖一(右))。高速公路上一般都標示地名，在這裡竟然標示

公司名字，可見「華為」及「富士康」在當地有特殊代表性。

到達華為總部 (位於深圳市龍岡區華為基地B區; 參見圖二) ，由公司戰

略部劉南杰部長及技術合作部林海波部長帶領參觀華為各部門。在參觀公

司時，林海波部長說「張教授」有提到我，令我摸不著腦袋，到底是哪一

位張教授是我們的共同朋友?後來想到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張黔教授。華為和

香港科技大學正在共同籌備設立研發中心。該中心由倪明選教授及張黔教

授催生，命名為Huawei-HKUST lab，由華為所擁有，研究議題會聚焦於下

世代無線通訊及網路。該中心設置一個技術指導委員會(Technical Advisory 

Board)，邀請我擔任委員。我當然很樂意的接受這個職務。華為的諸位長

官想必有參與Advisor遴選過程，難怪知道我的背景資料。如今遇到出資的

華為金主，我當然備感親切。

深圳訪華為

   參觀完畢，由華為高級副總裁鄭寶用先生(參見圖三(中)本文發表

時，鄭寶用已由華為退休)主持討論，會場大廳富麗堂皇(參見圖三(右))。

我們探討兩岸產業研發，以及雙方在WiMAX與LTE標準應用開發的合作機

會。當中細節我已在國科會的Trip Report說明，不在此敘述。鄭寶用先生相

當年輕，才剛滿45歲。鄭先生為人相當謙虛，身段柔軟的說，他在公司專

門提茶水、抹桌子，研發工作都是別人在做。事實當然絕非如此。鄭寶用

20多歲時就是華為CEO任正非創業的搭檔。任正非曾說：「鄭寶用，一個

人能頂(抵)一萬人。」

圖一: (左) 深圳航空的肥胖飛機; (右) 高速公路上「華為」及「富士康」的路標

圖二: 華為深圳總部

圖三: (左)吳靜雄聽華為簡報，背後為陳銘憲; (中) 華為常務副總裁鄭寶用;(右) 
華為深圳總部大廳富麗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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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寶用是華為公司研發的主要人物之一(在本文發表時鄭寶用已由華

為退休)。我們共進晚餐時，聽他講了許多當年華為創業的故事。我於匆

忙之際，聽到的可能有些出入。精確的敘述就留待鄭先生寫自傳吧。華為

在1980年代末期的主要業務是代理外國私用交換機，進口大陸。客戶不滿

意代理的產品，華為就幫忙修改。鄭寶用於1989年加盟華為，當時華為員

工並不多，他立即被任命為總工程師，開發多項產品。鄭寶用說：「在修

改代理的產品時，發現這些軟件我們也會寫。」於是就自己研發生產私用

交換機。後來更開發交換機晶片，找TI下單。TI要價20萬美金，華為付不

起。因此情商TI通融，予以優惠。華為表示願意簽協定，未來優先採用TI

產品，TI也很有遠見，同意華為的建議。鄭寶用回憶說，「這個協議後來

對華為晶片研發有所限制，但當時不如此做，做不出第一個晶片產品，華

為可能很難走下去。」難怪我在參觀華為的ASIC技術時，看到大部分的晶

片都是向TI下單的。華為現在漸漸分散晶圓廠來源，也採用台積電產品，

以降低成本。

華為很艱苦的完成第一部一萬線路的交換機。然而要將笨重的交換機

由深圳運送到浙江省電話局，又是一大工程。鄭寶用雇一部貨車，親自押

運，經過六天六夜路途，才送達目的地。鄭寶用不待休息，就將交換機接

上線路，一試就通。他說，「我們實在很幸運。」的確，依林某人的個人

經驗，交換機第一次場測就通過，是很不容易的。1989到1995年期間是華

為歷史上最艱苦的年代。鄭寶用笑著說「華為的成長，都是對手逼出來

的。」當年若不是國外賣給中國的交換機又貴、功能又差，華為根本沒機

會進入這個市場。而國外產品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原因是，歐美工程師都在

冷氣房研發，無法想像當時大陸的基礎建設環境相當惡劣，因此它們產品

賣到中國，水土不服，很快就會掛掉，不堪使用。

鄭寶用又舉了另一個例子。幾年前思科(Cisco)告華為侵權，說華為抄

襲思科的技術，產品功能和思科相同，但價錢卻遠低於思科。這個消息一

傳十，十傳百，大家都知道華為的品質和思科一樣好，又便宜。因此華為

的訂單源源而來。最後官司是華為勝訴，思科反而要賠錢給華為。鄭寶用

靦腆的說:「其實這事件，相當於思科幫我們做了幾億美元的免費廣告，我

們應該好好感謝思科才對。」

最令我們意外的是，華為並非上市公司。當年朱鎔基要求深圳幾家大

公司上市，華為當然名列其中。公司指派鄭寶用評估其可行性。他堅決反

對華為上市，原因是一上市，許多優秀研發人員拿了股票，賺大筆錢，就

會離開公司。我們相當訝異鄭寶用這種說法。一般公司的創始人都想盡辦

法要讓公司上市，好發大財。華為創始人決定不上市，公司由全體員工擁

有，是很不容易的做法。不過未上市公的財務不

透明，對爭取國外大型設備訂單較為不利。

同行參訪華為的中華電信梁隆星博士和張仲

儒教授都很有感觸。當年在李國鼎先生 (1910－

2001; 參見圖四) 的遠見下，中華電信研究所比

華為更早研發交換機，梁隆星和張仲儒是主要

研發人員。但台灣市場太小，電信局又經常優先

採用國外產品，因此失去了發展大型電信系統的

契機。1995年當華為壯大之際，我回到台灣，

非常驚訝台灣很少人能教授電信軟體課程。因

此和一家私用交換機公司合作，撰寫教材。經

五年，出版一本教科書 (Lin, Y.-B. 《Telephony 

Network and PBX Software》(419 pages)，Weikeg 

Publishers, 2000)。電信軟體的研發是非常辛苦的

工作，我的學生最後能承接這套交換機軟體的是

楊舜仁(現在任職清華大學)。  

圖四: 李國鼎 (1910－2001); 
我1996年擔任交通大學
電子資訊中心副主任。

那一年，新建的中心大

樓落成，由李國鼎先生

題字。開幕那天邀請李

先生觀禮，當時他的行

動已不太方便。我有機

會攙扶他進入會場，相

當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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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P推動的一大重點是創新服務。發展電信服務平台的技術，我們這

群電機資訊領域的專家相當內行，但就創意而言(尤其是藝術創意)，我們的

能力就差一大截。我在《閃文集》的文章「數位內容 － 有數位，更要有內

容」提到國內有不少「號稱」具資訊背景的數位內容創作者，並無專業訓

練的藝術背景。他們本身藝術素養的不斷提升是有必要的。而培養創意更

是重要。不幸的是，創意無法以正常上課方式學到。《將太的壽司》中的

老師傅說，老師的創意只能偷，不能學。

台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也曾經點出台灣學

生的缺點。他說，學生的見識不廣，只能

模仿老師，無法創新，成就會被限制，無

法超越前人。林之助曾贈送我父親一本他

的畫冊。我於 1998 年看到了這本畫冊，

就模仿作畫當中一幅《富有柿》（參見圖

一）。

林之助(1917－2008)的經歷多彩多姿，或許是他創意的泉源吧。他自幼

留學日本，在武藏野的帝國美術學校學習日本畫 5 年畢業後，拜入兒玉希

望（1898－1971）門下，學習承繼唐宋北宗金碧重彩的東洋畫。兒玉氏用

筆纖細，色彩變化細膩，擅長描寫自然風景中的花鳥、動物，重視亮麗的

畫面效果與季節的氣氛。林之助也精通踢躂舞，很愛現的跑到大塚電影院

表演，風靡了東京上野美術館的女職員，偷偷讓他進入美術館欣賞名畫。

林之助於 1940 年入選帝展的《朝涼》（日文名《朝顏》）畫牽牛花棚下，

一少女與一對母子綿羊，明顯地展現他追隨其師之作風，作畫的節奏異常

明亮。返台後，畫面逐漸將生活經驗簡略化，描寫其夫人與長女戶外納涼

的《母子》（1942）與外出買花的《好日》（1943）均獲府展特選。

創意的產生

戰後林之助在臺灣提倡膠彩畫，其材料係以顏料與膠混合而成。林之

助調色艷麗而脫俗，他的畫也因此令我愛不釋手。林之助倡導膠彩畫的路

程極為坎坷。國民政府丟掉大陸，一群逃難來台的大陸南派畫家，認為以

墨混顏料的墨彩畫才是「國畫」，而師承唐宋北宗的膠彩畫則被視為日本

畫。林之助因此備受壓制。在創意培養方面，他很了解台灣學生填鴨式教

育的通病。林之助曾對學生說：「要放棄原來的模式，才會有所超越。」

不過，林之助的藝術境界實在太高，他的學生似乎未曾超越他的成就。

其實，藝術創意的提升，除

了本身的天賦，和終身學習態度

都很有關係。在人生歷練的過程

會改變個人的品味，增進創作能

力，例如林之助因為膠彩畫受排

擠，而激發出將之發揚光大的毅

力。又例如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參見圖

二），勇於嘗試新的經歷。年輕時

加入美國軍隊以觀察第一次世界大

戰的戰鬥情況，之後跟隨一團狩獵

旅行隊到過肯亞，也曾加入第二次

世界大戰，將他的漁船比拉號（Pilar）改裝為偵察船，加入海戰。有許多

這類不平凡的歷練，終能產生不朽作品。他如果沒有出過海，一定無法創

作出《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日本漫畫之父手塚治蟲(1928 －1989;參見圖三(左)) 創作很多令人驚艷

的醫學漫畫，亦源自於其歷練。他就讀醫科，以《以電子顯微鏡研究異型

精子細胞中的膜構造》論文獲得大阪大學醫學博士學位。醫學院時期的手

圖 一: 林某人模仿 林之助《富有柿》
(Japanese Persimmon Fruit；
原畫創作於 1993 年，為紙本
膠彩，縱38 cm，橫 45 cm)

圖二: 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的小說《老人與海》獲
得1953年的普立茲獎。次年又再度榮
獲諾貝爾文學獎。海明威因身體有恙，

不刻前往瑞典領獎。瑞典派駐古巴大

使，親往哈瓦那郊區「希望田莊」，將

獎座頒給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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塚常偷偷在教室後頭畫漫畫，但

仍順利考取醫師執照。他的創

作有許多關於醫學的內容，其實

是有其專業背景與依據的，也成

為吸引讀者的重要因素。1963

年，手塚製作日本第一部電視黑

白卡通《原子小金剛》(參見圖

三(右))，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節

目，也曾一度影響我想立志當漫

畫家。其實藤子不二雄就是受手

塚治蟲精神感召而加入漫畫創作

行列的。

另外一位以自然科學專業為

基礎，產生許多創意的是人稱

「螞蟻先生」的威爾森 (Edward 

Osborne Wilson ; b. 1929; 參見圖

四) 。威爾森曾兩度獲得普利茲

獎，其中榮獲1991年普立茲獎

的著作《螞蟻》﹙The Ants﹚，

允為當代螞蟻學的經典著作。近年來更積極鼓吹「生物多樣性」的觀念，

為保護生物多樣性而努力。威爾森曾獲多項科學獎項，包括美國國家科學

獎章與瑞典皇家科學院為諾貝爾獎未能涵蓋的科學領域所頒發的克拉福德

獎。

如果您問我，在文學上有極大創意，以「創造」性格聞名的人物是

誰，我的答案是葡萄牙詩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參見圖

五）。他以詩集《使命》

(Mensagem)而聞名於世，

被認為是最能夠代表二十

世紀的詩人之一。他的

寫作手法稱為「異名」

(Heteronyms)。每個「異

名者」有不同的筆名，

存在著不同的個性，其

實是來自作者多種性格的反映。在異名者之外，作者還有一個「自我」，

這才是作者的真正性格。在眾多角色中，以「自我」(Ortónimo) 加上另外

三個「異名者」最為成熟及最廣為人知。三個「異名者」分別是Álvaro de 

Campos、Ricardo Reis和Alberto Caeiro。而在他們當中，「自我」通常都是

最能夠帶出真理、存在及個性等深層哲學意義的角色。佩索阿「變身」，

產生創意的才華，就像《封神榜》中的老子「一氣化三清」，著實令人刮

目相看。

在中國，因人生閱歷而成

為名作家的例子是張愛玲 (張瑛; 

1920－1995; 參見圖六)，其創作

風格對台灣戰後文壇的小說流派

影響深遠。她的作品描寫中國大

家族，相當深刻，有獨到的創

意，原因有二。其一，她的祖父

是光緒朝間「翰林四諫」之一的

張佩綸，文采燦爛。「四諫」還包括寶廷、張之洞，及陳寶琛三人。這群

翰林白簡搏擊，專門上書慈禧太后，打得朝中大臣滿頭包，哀鴻遍野。張

圖三: (左)手塚治蟲(1928 －1989)本名手塚治，
十一歲時讀了平山修次郎著的《原色千種

昆蟲圖譜》而迷上昆蟲採集，便在本名後

加個蟲字，並開始以手塚治蟲為筆名; (右)
原子小金剛

圖四: 威爾森 (Edward Osborne Wilson ; b. 1929) 

圖五: 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

圖六: 張愛玲 (1920－1995);這兩張畫是我相隔
一年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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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家學淵源，文學底子自然深厚。其二，張愛玲的外曾祖父是李鴻章，

她當然也見識到侯門深似海的景況，眼界和一般人不同。同樣是抨擊朱門

大戶的題材，張愛玲的小說就遠比巴金的《家》、《春》，及《秋》來得

細緻深刻。相對於海明威或張愛玲，很多創作者本身沒有親身經歷，少年

不知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不免流於無病呻吟，很難有好的創意。

個人觀察，很多創意的火花，往往是作者親身經歷困境後產生的。接

下來敘述兩個例子，關於創作者親身經歷困境，激發創意。發表於1960年

代的一部小說《微曦》四部曲 (The Dawn is Young; 參見圖七) ，讓許多讀者

感動。作者馮馮 (馮培德; 1935 －2007; 參見圖八)，描寫主角范小虎幼年顛

沛流離，在極端艱苦的環境自修，終於在文學創作中大放異彩。小說中描

述，他在高雄寄籬

人下。後來不願受

人冷嘲熱諷，小小

年紀，逃離寄養，

流落台北街頭。最

後哀求到一份在山

東館小吃店不支薪

的洗碗工作，夜間則露宿於

博物館的台階上。身為貧窮

的洗碗工，他卻很有志氣的

投考海軍。失敗後，再接再

厲，終於考上翻譯官，衣錦

榮歸，回到高雄服務。而後

又以自己苦難的歷練，寫出

成熟文學創作，迭獲大獎。

《微曦》的啟示，人生面對的困境，如同巨大頑鐵，橫亙面前。如果不屈

不撓，奮力敲打頑鐵，無論是否能擊碎頑鐵的障礙，敲打時所產生的，就

是最有意義的生命火花。

這部讓人感動的小說，如何產生? 當中許多情節，其實是馮馮本人的

經歷。馮馮的困苦，和小說相仿，歷經迫害，猶有過之，卻也洗煉他的文

學造詣。他在1949年逃難，與母親失散，隻身隨海軍輾轉來台灣。由於他

寄信給大陸的母親，被認定為「匪諜」，監禁了四、五年。後來在火車

站、公園及街頭流浪，做苦工、當擦鞋童。在顛沛的生活中，仍然苦修英

文，最後考取編譯人員榜首。他在豬舍竹棚的房間，寫下第一篇愛情小

說，題名「痛苦的期待」，《自由談》徵文冠軍，其英譯版 「The Wait」 

獲選維也納1962年度《世界最佳愛情小說》文選。其實，馮馮若無艱苦的

經歷，是不可能寫出如此動人心弦的作品。他的故事告訴我們，在困難的

環境奮鬥，更能創新作品，所獲得的成果也越有意義。

另外一群由困境中產生的創作者，其經歷記錄於《黑暗中追夢》 

(Capturing Dreams in the Dark) 這部影片。2008年春節我回臺中向父母拜

年，看到父親忙著在為惠明學校(盲校)的建築補助款寫陳情書，也聽他敘述

感人的故事。惠明學校收容視多障生，為他們克服障礙而奮鬥不懈。

《黑暗中追夢》這部影片敘述三位惠明學生的經歷。當中一位主角呂

文貴的故事尤其感人。呂文貴出生於貧窮的原住民家庭，因為眼盲智障，

被送到惠明學校。惠明是基督教學校，會做禮拜。而做了五年禮拜，呂文

貴只是呆坐一旁，毫無反應。後來有一天，他摸到電子琴，竟然彈出他聽

到的讚美詩旋律。惠明學校的老師非常驚訝。有一位蘇聯的專家來鑑定，

認為他具有絕對的音感。之後由一群音樂老師義務教他彈奏不同樂器。呂

文貴相當頑皮，很有創意的以小提琴拉出「我是呂文貴」音調的自我介

紹。我有數片《黑暗中追夢》DVD，常被借走忘記歸還。不過我也很樂意

圖七:《微曦》四部曲

圖八: 馮馮(193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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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台灣計畫有一件應用服務案，提

供聾啞障礙者的通訊服務，主要以WiMAX

大頻寬提供手語的視訊電話。本案由IBM主

導執行，由我擔任主審。IBM的展示參見圖

十，左下角的一般人和右下角的聽障人士

交談時，由遠端的專業人士翻譯。經由視

訊，翻譯人士將語音轉為手語。這是照顧

弱勢團體的創意應用，協助有困難的人們

的創意，我有相當高的期待。

 

讓這影片如此散播。如要訂購，請參閱http://203.72.240.5/hmsh/tmp/hmdata/

DVD.doc。我在交大學士班2008年的開學演講，放映《黑暗中追夢》，和

學生討論。 上完課後第二天，學士班主任黃家齊教授忽然跑來找我，問我

到底演講甚麼題目，令整班學生似乎都變成了不同的人。交大學士班的學

生都是金字塔尖端的菁英，天之驕子，鮮遇挫折。見到智障的盲生能在如

此困境成長，並且發揮出不平凡的創意，造成他們相當大的震撼。

惠明學校是美國教會在台中創辦

的盲校，後來由德國教會接手。我小

時候常跟著父母(參見圖九)參加扶輪

社活動，依稀記憶曾經在扶輪社聚會

見過惠明的德國籍校長韓福瑞(記得

是這個名字)。臺灣漸漸富庶以後，

德國教會決定將資源移到更落後的國

家，韓福瑞夫婦也離臺返德。

當時臺北有一棄嬰，被送到惠明學校。惠明並非育幼院，並無收容嬰

兒的設施，但還是暫時收容這位棄嬰。原因是，棄嬰也是盲嬰，而當時惠

明學校是臺灣極少數的盲校，因此將嬰兒送來，由韓福瑞太太親自照顧。

當德國教會決定撤離臺灣時，韓福瑞夫婦擔心無人能照顧這個盲嬰，因此

將之帶回德國撫養。而這個盲嬰因為看不見，一直以為自己是白種德國

人，被培養成為音樂家 (好像是擅長管風琴)。成年後，韓福瑞夫婦才告知

他是臺灣人。幾年前他攜同其德國未婚妻來臺演奏，電視也有報導。這個

真實故事，不也是創意的泉源? 若將之改編為小說，一定很感人。金庸的

武俠小說《連城訣》，紀剛的抗戰小說《遼河滾滾》和本文提到的《微

曦》四部曲都是作者真實經歷，經由創意加工，而產生出的精采故事。

圖九:父親母親大人年輕時參加扶輪社。

圖十: IBM利用寬頻網路做手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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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 Transistor ) 的發明改

變了整個電腦及電信技術。早期的

電話網路採用真空管(Vacuum Tube)

來放大語音訊號，如此才能在電話

網路做長途傳輸。然而真空管耗

電、生熱，且容易燒壞。因此貝爾

實驗室於1945年開始研究替代方

案，以半導體元件來取代真空管放

大器。當中最重要的三位科學

家是蕭克力 (William Shockley; 

1910－1989; 參見圖一(左)) 

、布萊頓  (Walter  Brat tain; 

1902－1987; 參見圖二) ，及巴

丁(John Bardeen; 1908－1991; 

參見圖三)。

蕭克力雖然年紀最

輕，卻是研究團隊的領導

者。當中巴丁擅長理論，

而布萊頓則精於實驗，形

成很好的互補。最早的想

法由蕭克力主導，但並未

成功。第一個可行的電晶

體理論由巴丁提出，而由布萊頓不斷實驗測試。在沒有蕭克力的參與下，

巴丁和布萊頓在1947年發明了點接觸電晶體 (Point-contact Transistor; 參見

圖四(左))。申請專利時，並未加入蕭克力的名字，令他相當生氣。原來

電晶體的情與仇

氣氛和諧的研究小組決裂。

彼此形同路人。巴丁和布萊

頓的關係因此更趨緊密。布

萊頓很信服的稱讚巴丁是最

有智慧的人: 「John Bardeen 

was the most intelligent human 

being that I've ever met. 」

深受刺激的蕭克力秘密

的研究另外一種接合電晶體(Junction Transistor)，發憤圖強，寫下558頁的

巨著《Electrons and Holes in Semiconductors》(參見圖一(右)) ，成為半導

體教科書中的聖經。接合電晶體比點接觸電晶體更容易製造，也更有商業

價值。蕭克力在1951年獲得接合電晶體的專利，出了一口氣。然而他並未

和巴丁及布萊頓和解，依勢主管權威，不准兩人做接合電晶體的研究。巴

丁只好改做超導體(Superconductivity) 研究，於1951年離開貝爾實驗室。

布萊頓不願和蕭克力共事，轉到另一個研究群。巴丁和布萊頓再也沒對半

導體研究做出任何貢獻。而蕭

克力則一直影響著半導體的主

流研究。不過蕭克力的個性令

人不敢恭維，很快和上層經理

鬧翻，於1953年離開貝爾實驗

室。

電晶體的發明，顯然對人

類的生活，有重大的影響，數

十年後各界仍然在紀念這個偉

大的發明(參見圖四(右))。1956

圖一: (左)蕭克力 (William Shockley; 1910－
1989); (右) 蕭克力的半導體經典著作

圖二: 布萊頓(Walter Brattain; 1902－1987)

圖三: 巴丁 (John Bardeen; 1908－1991)

圖四: (左)點接觸電晶體 (Point-contact Transistor); 
(右) 電晶體的紀念郵票 

圖五: 古斯塔夫6世(Gustaf VI Adolf; 1882 －1973) 
第二次頒獎給巴丁後隔年就去世，由其孫子

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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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這三位科學家終於一笑泯恩仇，共同獲得諾貝爾獎。巴丁只帶一位小

孩參加當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另外兩位兒子沒有來。為此，瑞典國王

古斯塔夫6世(Gustaf VI Adolf; 1882 －1973; 參見圖五)很不高興。巴丁急

忙保證，下次得獎，所有小孩一定都到齊。巴丁因為超導體研究，於1972

年再度贏得諾貝爾獎。這次，他果然信守承諾，帶三個小孩參加頒獎典

禮。巴丁離開貝爾實驗室後到伊利諾大學擔任教授，他指導的第一位學生

Holonya發明了LED。布萊頓則從一而終的呆在貝爾實驗室，並未因為得諾

貝爾獎，身價高漲而跳槽。

蕭克力一生爭議不斷，晚年在史丹福大學任教，研究基因學，做出

報告，針對黑人的智能提出了一些評論，惹出許多風波。蕭克力的說法

受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影響，承襲美國法官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 1841 – 1935;參見圖六) 的哲學觀。霍姆斯認為州政府強

制給智障者絕育並不違反聯邦法律，他聲稱：「痴獃人有三代就夠了。」

這是霍姆斯在判例中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著名例子。霍姆斯在對待種族

和貧困問題上的個人態度上

有精英主義之嫌，遭到了批

評，被認為是「對損害大眾

的罪惡一無所知」。蕭克力

宣揚和霍姆斯類似的觀點，

讓他的諾貝爾獎光環失色。

電晶體的發明大幅改善

電話網路的效能，而其對電

腦技術的影響更是驚人。早

期的電子計算機採用真空管

技術，體積龐大，既耗電

又容易壞。電晶體技術並未

馬上用於電腦，而是先用於

生產收音機。第一部電晶體

收音機是在1954年製造出來

的。IBM的老闆華生(Thomas 

John Watson, Jr. ; 1914 –1993; 

參見圖七) 看到了電晶體這玩

意，心中一喜，立刻買了一

箱，拿給公司的工程師們，

要求他們把電晶體裝到電腦。1955年，IBM以3,000顆電晶體完成它的第一

台商用電晶體電腦IBM 608。與真空管的電腦相較，IBM 608可節省50% 的

空間及90%的電力。於是電晶體很快取代真空管在電腦零件的地位。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推手為潘文淵（Wen-Yuan Pan ; 1912－1998; 參見圖

八）。1974年他受邀由美國返台，建議台灣未來的產業方向。當時他建議

發展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ctuit; IC)技術。然而由美國移轉IC技術的經費超

過千萬美金，並且是當時不被看好的CMOS技術。財政部舉雙手反對，認

為金額太大，浪費公帤。幸好施敏教授建議孫運璿應進行此計畫。在孫運

璿及李國鼎等人力挺下，

蔣經國拍板定案，而CMOS

技術又很幸運的成為後

來的主流技術，台灣才有

今日舉足輕重的半導體產

業。工研院為了紀念「台

灣積體電路之父」，於院

內成立「潘文淵文物紀念

圖六: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 1841 – 1935)
相信沒有絕對的真理，因此言論自由對自由交

流觀點而言至關重要。其司法哲學強調現實世

界對判決的影響，對美國法律現實主義產生很

大作用。

圖七: 小華生(Thomas John Watson, Jr. ; 1914 
–1993) ;他的爸爸老華生的故事請參見《電信
預測》一文。

圖八: 潘文淵（Wen-Yuan Pan ; 191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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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並由胡定華等

人發起成立「潘文淵

文教基金會」，林某

人亦有幸榮獲潘文淵

研究傑出獎。

1990年代末期張

俊彥校長邀請一位半

導體領域的巨人奇爾比(Jack Kilby; 1923－2005; 參見圖九(左))來交通大學擔

任榮譽講座教授。沒多久，奇爾比就獲得諾貝爾獎。奇爾比有何偉大事蹟? 

自從電晶體發明以後，因為具備體積小、省電，以及耐用等優點，取代了

真空管。然而各個單獨的電晶體、電容、電阻等元件仍須以手工方式焊接

成電路系統，無法大量自動化生產。

1958年奇爾比剛加入TI (德州儀器) ，當年夏天大部分的同事都去休

假，只有奇爾比一個人留在實驗室中。奇爾比回憶說: 「As a new employee, 

I had no vacation time coming and was left alone to ponder the results of the 

IF amplifier exercise. The cost analysis gave me my first insight into the cost 

structure of a semiconductor house.」因此想出解決整合電晶體的問題，於

1958年7月24日畫出了全世界第一個積體電路設計概念的草圖，將電晶體、

電阻，與電容這些獨立元件整合在單一塊鍺或矽晶片上，開發出體積更小

的元件。兩個月之後，奇爾比成功展示了全球第一片IC。這是大小約有0.5

英吋長的簡單設計(參見圖九(右))。1958年9月12日成為IC發明的紀念日。

圖九: 奇爾比(Jack Kilby; 1923－2005)

業界一開始對積體電路技術持懷疑態度，一直到美國空軍於1961年第

一次實際使用後，才確立了積體電路在電子系統設計中的重要地位。奇爾

比於2000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稱讚他

的貢獻，說「You can take pride in the knowledge that your work will help to 

improve lives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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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P(網通國家型計畫)講究大頻寬網路通訊的技術及應用，主要是藉

由無線技術，造就了無所不在 (Ubiquitous) 的應用。如今最大的障礙是，

手機耗電，且輸入、輸出不夠人性化。未來完美的無線通訊，應該是將

「應用晶片」植入人腦，以眼、耳接收遠方的訊息，並以意念遙控遠方的

事物(如控制家電) 。如此，人們就不必外帶手機，也不必充電(當然了，還

是得吃麥當勞之類的食物)。以上提到的夢想是一個偉大的生物醫學通訊工

程，但這些概念，古已有之。層次低一點的，是所謂「千里眼」、「順風

耳」。而高級一點的是「天眼神通」。

早期故事中的千里眼、順風耳一向成對出現。他們是道教中地位不高

的兩位守護神。元朝小說中的順風耳、千里眼是指師曠和離婁。師曠是雙

目失明的音樂家，離婁則能在

很遠的地方看到動物身上的毛

尖。這兩位仁兄被道教納入神

仙體系，安置在宮觀的大門

口，和旁邊的兩位武士，湊足

四位站衛兵，合稱「四大海

神」，以比照彿教的四大天王 

[附註一]。 

明朝以後，千里眼、順風耳的故事變得多采多姿。《封神演義》記

載[附註二]，商朝紂王手下有兩員大將，青臉的高明能眼觀四面(參見圖一

(左))，紅臉的高覺能耳聽八方(參見圖一(右))。他們與周國作戰，弄得姜

子牙好不心焦。姜子牙每說一話，都被順風耳聽見；每行一事，都被千里

眼看到。姜太公屢次設下軍事部署，都被識破。不過姜子牙畢竟薑是老的

辣，打敗了高氏兄弟。這對兄弟作戰身亡後，魂歸桃花山。媽祖林默娘有

一次經過此山，高氏兄弟見色起意，演出逼婚戲碼。媽祖與其相約鬥法，

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

兄弟落敗，成為媽祖的僕人，

隨侍左右(參見圖二)。

廟宇中看到的高明頭頂上

長了一個角，被稱為水精將

軍，張著大口。高覺頭頂上則

有兩個角，號稱金精將軍，嘴

巴卻是閉緊。北港地方傳說，

水精將軍一開口就喝水，有北

港溪的水隨便他吃。但金精將軍吃金，如

果開口，那就慘啦，再多的金子也不夠他

吃，所以要請他閉嘴[附註三]。我數年前

訪問大陸，有幸參觀到三星堆古文化的青

銅縱目面具。這個面具集千里眼和順風耳

的特徵於一身，如圖三所示。

基本而言，順風耳擁有完美的遠距麥

克風，能隨意竊聽任何地點。不過這是窄

頻(Narrowband)語音應用。而千里眼則是寬頻(Wideband)的影像應用，可拍

攝任何地點的景象，以「高清」電視 (HDTV) 的品質傳回。順風耳和千里

眼用的都是指向性天線，必須將耳朵和眼睛指向要聽、看的地點才行。而

這些特異功能，也有一定的範圍，就像行動電話基地台，其無線電波有一

定的涵蓋區域(Radio Coverage)。根據小說記載，範圍大約是一千里。讀者

諸君可以想像，如果千里眼的距離涵蓋無限，那麼當他向前望去，就會看

到自己的後腦勺 (假設空間是彎曲的)。

比千里眼、順風耳更高一級的無線通訊是「天眼神通」，有兩派不同

的實作技術(Implementation Techniques)。第一派的代表人物是「二郎神」

圖一: (左)千里眼: 高明; (右)順風耳: 高覺

圖二: (左)金門媽祖公園的媽祖像，高氏兄弟站在
前面;(右) 仰望媽祖像，慈眉善目。

圖三: 三星堆的青銅縱目面具造型雄
奇，威嚴四儀，為世界上年代

最早，形體最大的青銅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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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戩 [附註四]。《西遊記》第六回如此敘述

他:「顯聖二郎真君，現居灌洲灌江口」，孫

悟空很八卦的爆料，點出其私生子的來歷：

「當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楊君，生一

男子。」二郎顯聖真君楊戩，戰鬥力與大鬧

天宮的齊天大聖平分秋色(兩人都會72變化)。

但他有寬頻影像監控系統，亦即第三隻天

眼，因此打敗孫悟空。《封神演義》中的三

界除了楊戩，只有雷部正神聞仲有天眼這種

無線感測技術(參見圖四)。 

天眼乃是修真達到一定境界時，可看見

異相，例如人類的三魂七魄和一些鬼怪妖氣

的變化 (依此推論，天眼的頻率已遠遠超過可

見光)。據聞功力高深的修真者，能以電磁感

應原理，施展法力在普通人的額頭上，打開天眼，只不過無法維持很長時

間，就會自然關閉。楊戩額頭上的天眼是天生的，並且已經實體化，如同

真正的眼睛，所以威力強過一般修真者的天眼。 另一派的「天眼神通」，

是佛門的天眼智證通。《大智度論》記載所謂的六大神通，包括神境智證

通、天眼智證通、天耳智證通、他心智證通、宿

命智證通，和漏盡智證通。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阿泥樓尊者(參見圖五)是天

眼智證通高手。他的天眼如何練成? 據說佛陀某次說法，說得阿泥樓昏昏

入睡，在酣睡中，被佛陀叫醒呵責。阿泥樓覺得很丟臉，乃立誓不眠，以

致患眼疾而失明。不過他的修行突飛猛進，心眼漸開，終於成為佛陀弟子

中「天眼第一」，就像英國倫敦到處安裝的攝影監視系統，能見天上地下

十方域之六道眾生。

佛門的天眼智證通和楊戩額頭上的天眼相比，何者為強? 沒人知

道。當年制訂兩套「天眼神通」的國際標準規格，沒有做過效能評估

(Performance Evaluation)。不過，修真者的天眼似乎易練難精。而佛門的六

大神通，都非常難練，意志不堅者，根本無法練成。一旦練成，則是博大

精深。據聞，除了佛界中的幾位至尊外，無人能練成六大神通。前面提到

的四大天王中有一位西方廣目天王，就擁有「淨天眼」(Pure Deva Eye)。

《中阿含經》卷十三曰：「已得靜正住。逮得淨天眼。」讀者諸君可能

看不懂《中阿含經》在說啥，看一段英文說明就知曉: 「The pure deva eye 

can see all things small and great, near and far, and the forms of all beings before 

their transmigration」換言之，淨天眼具有特殊影像辨識技術，即使嫌疑犯

變裝，淨天眼仍然可以還原，立即辨認。

日本明治時代，有一女子御船千鶴子(みふね ちづこ; 1886 – 1911; 參見

圖六)，也具有「天眼神通」，特別能透視人體(顯然

具有X-ray波長感應)。千鶴子以天眼神通探測煤礦，

圖四: 聞仲臉譜; 京劇的臉譜中楊
戩和聞仲在額頭上畫出第

三隻眼睛。楊戩的臉譜以紅

色為主，在京劇中代表忠勇

俠義，是正面角色。聞仲的

臉譜是老臉，勾畫這種臉，

代表重臣老將，形象凝重肅

穆。老臉又稱六分臉，構圖

簡單，形似「六」字。

圖五: 阿泥樓尊者意譯作無滅、如意、無障、無貪、隨順義
人、不爭有無。他是古代印度迦毗羅衛國城之釋氏，

佛陀之從弟。據《佛本行集經》卷五十八記載，阿泥

樓與阿難、難陀、優婆離等，在佛陀成道後回鄉之時

出家為弟子。佛陀入滅之際，他侍立於涅槃床前守

護。佛陀涅槃後，他曾參加第－次結集（亦即けつじ

ゅう、サンスクリ; स saMgiiti;算是佛教的學術研討會議
吧），貢獻卓著。

圖六:御船千鶴子(みふね ちづこ; 1886 – 1911) 年輕時與公婆
三人居住。某一天公公錢包裡的50元錢突然不見，千鶴
子聽到後運用天眼神通，對公婆說，那50元錢放在抽屜
某處。公婆照著千鶴子所說的地方去搜尋，果然找到。

但婆婆對千鶴子產生懷疑，認為千鶴子偷錢，於是把千

鶴子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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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採出大量的煤來，震驚日本科學界。日本帝京大學博士山川健次郎做實

驗，證實千鶴子的功能。當時參與實驗的12位博士在現場封好透視的文件

後，都蓋上自己的戳記。而千鶴子則能準確的透視出所寫的文字是「道德

天」這幾個字。這種無線影像傳輸技術，震驚現場。科學家們雖然親眼證

實千鶴子的超能力，卻不肯承認千鶴子的「天眼神通」。千鶴子因此遭到

謾罵及諷刺，承受不住痛苦的壓力，服毒自殺，享年24歲。

「天眼神通」是Pull-based (招徠) 的應用，使用者必須運功(甚至必須

指定方向)，主動去尋找資訊。更進一步的無線通訊技術是「心血來潮」，

係Push-based (推進) 的應用，有事發生，會自動回報。《封神演義》記載

許多有名的例子。例如太乙

真人在乾元山金光洞靜坐，

忽然心血來潮，就知道發生

啥事體，喚來徒弟哪吒，

說：「黃飛虎父子有難，你

下山救他。」

這類「心血來潮」的無

線通訊能力也曾經出現於

中古世紀的歐洲。聖女貞

德（Jeanne d'Arc或Jeanne la 

Pucelle ; 1412－1431; 參見

圖七）十六歲時就曾心血來

潮，在村子後頭的大樹下

感應到天使聖彌額爾 (Sa in t 

Michael)、聖瑪嘉烈  (Saint 

Margaret)，和聖凱瑟琳 (Saint 

Catherine)，從而得到「神的啟示」，帶兵收復當時被英格蘭人佔領的法

國失地。她後來被俘，教宗將之冠上異端和女巫罪名，判處火刑。聖女貞

德的神蹟極受爭議，許多學者認為她看到的，只是由心理疾病造成的幻覺

和妄想，類似偏執狂的精神分裂症，或癲癇所造成的短暫腦葉變化。持相

反看法的學者Ralph Hoffman則指出，貞德聲稱還「聽到某些聲音」，這

與一般心理疾病的症狀並不相同。當時有一派醫學解釋，認為貞德喝了結

核病牛隻的牛奶，未加熱殺菌，因而產生幻覺。Régine Pernoud匪夷所思

的寫道:「法國政府應該停止對牛奶的加熱殺菌規定，好培養出更多這樣

的英雄人物來造福國家。」 貞德死後仍對西方世界有深遠影響。馬克吐

溫說: 「Whatever thing men call great, look for it in Joan of Arc, and there you 

will find it.」據我觀察，貞德具備Pushed-based「心血來潮」的遙測(Remote 

Sensing)無線通訊能力，能感應到到遠方英軍部署，因此能改變法軍將領們

一向謹慎行動的戰略，在戰場上採用正面的猛烈攻勢，將英軍打得措手不

及。

「心血來潮」語出《封神演義》。說書人在此句後加註道：「但凡神

仙，煩惱、嗔痴、愛慾三事永忘，其心如石，再不動搖；心血來潮者，心

中忽動耳。」是形容修練成仙者，心思原無波動，但卻突然對人事有所感

應與預知。心血來潮是單向的遙測技術，而完美的無線通訊應該是「心有

靈犀一點通」的雙向心電感應。這種靈犀幻夢的境界曾發生於唐代的白居

易 (772－846; 參見圖八) 和元稹 (微之; 779－831; 參見圖九(左))身上，由

白行簡將此經過記載於《三夢記》。這兩位好朋友，曾唱和寫詩兩百首，

合為一「詩屏風」，培養出心電感應的默契。元和四年(西元809年)，元稹

擔任監察御史，奉使出關。他離京十幾天後，白居易帶著弟弟白行簡到長

安曲江的慈恩寺閒逛。晚上一同在修行里喝酒。白居易舉杯深思，說道：

「微之，如今該到梁州了。」說著，便在牆壁上題了一首詩：

圖七: 聖女貞德（Jeanne d'Arc; 1412－1431）的話
語真誠，士兵見到她就精神大振。她以大約一

周的時間，將被英國人占領的奧爾良收復。此

後，貞德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每天都有

許多士兵前來投靠。收復大部分失土後，貞德

很堅持的鼓勵法國王儲查理接受加冕。加冕時

貞德高興的哭著說：「神交給我的兩項任務，

我都辦到了。」 登基之後的查理七世卻削減
貞德的軍隊，幾乎只剩幾百人。貞德因此在康

比涅（Compigne）被勃艮第人抓到。最後，
貞德被英國人戴上高帽子，上面寫著「異端、

叛教」等字，處以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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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大家只當白居易發酒瘋，不甚理會。沒

想到過了十幾天，有人從梁州來，捎了元稹

一封信，說他到達梁州那一天，做了一個

夢，夢見白居易在慈恩寺喝酒。元稹附了一

首《記夢》詩：

「夢君兄弟曲江頭，也

入慈恩院裡遊。屬吏喚人排

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

他們的詩同一天分隔兩

地寫出，都是「尤」韻，

最後一句更不約而同的用

了「州」字韻腳。這真是

「心有靈犀一點通」的

雙向心電感應，由通訊

(Communication)昇華到

神交(Communion)的最佳

例子啊。

「心有靈犀一點通」

語出李商隱 (813－858; 

參見圖九(右))《無題》

詩：「身無彩鳳雙飛翼，

心有靈犀一點通。」比

喻戀愛中男女雙方的心

心相印。現在則多用於形容兩個人有默契的心領神會，亦即「心電感應」

(Telepathy)。蘇格蘭科學家史蒂文森(Paul Stevens) 在愛丁堡大學心靈心理

學研究所進行實驗，證明人類有能力用意念溝通。研究還不完整，但經過

試驗發現了一個重要的模式，希望籍此來證實思維傳感功能和人體潛在的

對應機制。史蒂文森的實驗觀察關係親近的人之間的思維聯繫，比如戀

人、朋友和親戚。每兩個具有這種親密關係的受試者被配成一對，一個人

是「傳送者」，另一個是「接收者」。實驗時播放一系列隨意挑選的錄像

片斷，由傳送者觀看後用意念傳給在距離25公尺外隔音室的接收者。許多

接收者都能夠說出傳送者所看到的內容。 

利用心電感應為通訊媒介的想法，早在1956年的一本小說《異星遊》

(Time for the Stars;參見圖十(左))就有提及。該書是科幻大師海萊因(Robert 

Anson Heinlein; 1907 –1988;參見圖十(右))的傑作。小說描述人類到遠離太

陽系的星球探險。由於光速限制，無線電波的通訊會有數年的延遲，因此

開發心電感應的通訊模式進行即時通訊。當然了，這種說法漏洞甚多。根

據相對論，當太空船以光速旅行時，太空人的老化較地球人遲緩。兩方心

電感應通訊機制隨著時間的增加，折舊率

大不相同，是否能夠同步連接上，還得好

好「科幻」一番呢。

今日科技發達，能以電機資訊技術大

量生產通訊設備。而古代似乎另有一套形

而上學 (Metaphysics)，發展出完全不同的

通訊科技。只不過良率(Yield Rate)太差，

並非每一次都靈光，無法量產，也達不到

電信等級的品質。利用今日科技，《封神

演義》中形而上學的通訊技術勉強在現實

圖八: 白居易(772－846) 著名的作品《長恨歌》將抒情和
敘事交融一體，有很高的藝術成就。全詩前半篇諷
刺唐玄宗的好色荒淫，不理朝政而導致安史之亂(百
姓只能無奈的「長恨」)。後半篇以同情筆法描寫唐
玄宗的相思之情，將這首詩的主題思想從諷刺轉為
同情，美化他和楊貴妃的執著愛情，並穿插虛構的
情節和幻想的仙境。不過唐玄宗是老頭子，如果不
是富貴逼人，我很懷疑楊貴妃是否肯如此「執著」
的配合演出[附註五]。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超級會
搞怪，除了《三夢記》外，還撰寫《天地陰陽交歡
大樂賦》一書，教人以「敦倫之術」延年益壽，讓
林某人大開眼界，嘖嘖稱奇。

圖九: (左)元稹(微之; 779－831) 在四川成都時與樂妓薛濤有過
一段戀情，被譏評為「不但見女色即動心，且甚至聽女
色而懷鬼胎」的花花公子。薛濤幼時天賦過人，因父親
早世，淪為樂伎。身為官宦之後的薛濤詩才出眾，被破
格召到帥府侍宴賦詩。可惜，薛美人是官妓，領官給衣
糧，屬於「公有」，有義務「獻身」，提供官員們免費
的「服務」。當官的元稹遇到薛濤，在享受薛濤「義
務」之後，亦欣賞其文才，產生一段姐弟戀(這一年元稹
30歲，薛濤41歲)。元稹海誓山盟，卻未履約。可憐的
薛濤傻傻的等了十多年後才死心，以製作精美的「薛濤
箋」賣錢，度過餘生。 (右) 李商隱(813－858; 《古典詩
詞精華》之畫像) 

圖十: (左) 《異星遊》;(右) 海萊因
(Robert Anson Heinlein; 1907 
–1988) 對教育子女有很好的
見解，曾說: 「Don't handicap 
your children by making their 
lives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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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初步的實現。例如電信業者已有提供「千里眼」服務，客戶只要月

付199元，就可利用電腦上網或3G影像電話，連接到電信業者服務網頁，

通過登入認證後，可看到裝設在自家或指定場所之IP cam (微型電腦網路攝

影機) 所傳送的影像(參見圖十一)。這是Pull-based的服務。客戶若希望有太

乙真人「心血來潮」的Push-based服務，只要肯月付499元，電信業者也有

提供(真是有錢好辦事)，以磁簧開關裝設在自家或指定場所，若有開關狀態

異動時，千里眼立即通報異動訊息給客戶及其授權的親朋好友。客戶收到

訊息後，可透過電腦上網或3G影像電話調閱錄影檔。

「千里眼」這類服務曾經偵測到匪夷所思的情境。日本一位單身漢每

天朝九晚五正常上下班，卻因為規律的生活給了宵小入侵的機會。2008年

春季，這位單身漢發現家中的的食物莫名其妙地短少。百思不解之下，決

定安裝電腦網路攝影機監控。他從公司電腦螢幕上看到家中竟然有陌生女

子出現在鏡頭裡，甚為驚嚇，急忙報警捉賊。警察抓到人後，經過再三詰

問，才知道女賊觀察單身漢的生活習慣已有一段時日，利用單身漢上班時

間，入侵他家，晚上窩藏在壁櫥。白天單身漢離開後，就現身悠哉地煮東

西，享用單身漢家

中的物品，而且還

大辣辣的如家庭主

婦般，盥洗及晾曬

衣物。單身漢下班

時間到了，就趕緊

收拾衣物，躲藏起

來，就這樣在單身漢家中已經待了4個星期以上。若非有「千里眼」，女賊

可能在單身漢家安享天年呢。

「千里眼」服務提供如上述說明的初步應用。未來的無線通訊科技，

是否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到《封神演義》所描述的完美通訊境界? 讓我們拭

目以待吧!

[附註一] 讀過《封神演義》的讀者們都知道四大天王(Caturmaharajakayikas)
就是魔家四將。四位兄弟中南方增長天王（Vidradhaka;  參見圖十二
(左一 )）手握寶劍，傳令眾生，增長善根，護持佛法。東方持國天王
（Dhritarastra; 參見圖十二(左二)）手持琵琶，是主樂神，表明他要用音樂
感化眾生皈依佛教。北方多聞天王（Vaisravana; 參見圖十二(左三)）手擁
寶傘（或作寶幡），以福、德聞於四方，護持人民財富，因此又名施財

天，是古印度的財神。西方廣目天王（Virapaksa; 參見圖十二(左四)）手纏
雪貂，以淨天眼隨時觀察世界，護持人民。四大天王以北方多聞天王最尊

(財神人人愛，自然最尊)。

圖十一: (左) 微型電腦網路攝影機; (右) 「千里眼」服務網頁(中華
電信提供)

圖十二: 四大天王(保存於台中科博館): (左一)南方增長天王（Vidradhaka）; (左二) 東方持
國天王（Dhritarastra）; (左三)北方多聞天王（Vaisravana）; (左四) 西方廣目天王
（Virapaksa）; 四大天王中手執寶劍鋒利，隱射「風」(鋒)字。手彈琵琶，隱射
「調」(彈)字。下雨時撐開寶傘，隱射「雨」字。撫順雪貂，隱射「順」字。因
此四大天王也被稱為「風調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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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廟宇的四大天王若是兩腳站立，就是仿照明朝之前的規模。若是有一

隻腳抬起，則是明朝以後的建築。其說法是，當年朱元璋在廟裡當和尚，

掃到四大天王跟前時，命令四人把腳抬起來，掃完地後，卻忘記命令他們

放下。從此以後，和尚們大拍皇帝馬屁，建造神像時，四大天王就像小狗

狗在尿尿一般，都是抬腳的。

[附註二]《封神演義》據說是明朝許仲琳的小說，描述西元前1046年的武王

伐紂，採用了大量民間傳說和神話。當中有十餘處引用《黃庭經》的典故，

是道教色彩濃厚的小說。書中將紂王寵愛妲己寫得十分負面。在武王伐紂

同一年代(西元前1194年)，西方發生特洛伊戰爭(Trojan War)，亦即《木馬

屠城記》故事。這場戰爭是為了爭奪希臘最漂亮的女子海倫(Helen; 參見圖

十三)。特洛伊被圍城的第十年，海倫出來勞軍，特

洛伊戰士見到海倫，驚為天人，手中的矛及盾掉落

一地，異口同聲的戟指發誓:「為她再打十年仗都值

得。」而中國人對妲己的評語卻是負面。紂王倒行逆

施，大臣們不敢直接說老闆不對，都賴給妲己這位弱

女子。大臣比干在紂王面前諫，只會說：「不脩先生

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比起希臘人，中國

人對女性的尊重，頗有改善空間。以文學造詣而言，

許仲琳也遠遜於敘述特洛伊戰爭的荷馬。

1960年代的《國語日報》在每星期的一天(好像是星

期六) ，有一版面專門報導地理及歷史故事。當中

對希臘古蹟常有描述。我小時候多次閱讀，一直對

特洛伊城和美女海倫有幻想，主要是受到斯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 

–1890; 參見圖十四)的影響。《國語日報》敘述斯里曼的傳奇，就像電影

《Indiana Jones》一般讓我著迷。這位早年貧困的德國人經商致富，將其

財富投入考古學探險。斯里曼小

時候聽他父親提到特洛伊城的故

事，說該城已成廢墟，未曾留下

存在的證據。斯里曼認為木馬屠

城真有其事，和父親辯論，立志

要找到特洛伊城。然而他的家境

窮困，只好在14歲時到雜貨店當

學徒，從此顛沛流離，跡混於江

湖。在這段期間他力求上進，以

自創的方法，很有系統的學會12

種語言。

1850年時斯里曼經商致富，於47歲時得償宿願，開始進行尋找特洛伊城的

考古探險。為了到希臘考古探險，他登廣告徵婚，娶了十七歲的希臘美女

索菲亞（Sophia Engastromenos; 1852 –1932），協助他處理希臘相關事務。

於是一個瘋狂的商人帶著美貌如花的年輕夫人，跑到達達尼爾海峽口四哩

處(靠近亞洲那一側)，土耳其西北的一個小村莊西薩力克（Hissarlik）。斯

里曼堅信這就是特洛伊城的所在地。然而大多數考古學家都不看好他的說

法，等著看他亂挖鬧笑話。結果他真的在地平面以下23－33呎挖到了城市

遺跡，一切和伊里亞德描述的特洛伊城相符。他並找到金製寶物9千件，稱

之為「普利阿莫寶藏」（Priam's Treasure; Priam是特洛伊國王的名字）。索

菲亞穿戴「海倫的珠寶」（The Jewels of Helen; 參見圖十五）公開亮相。斯

里曼於1874年將整個發現記錄，出版專書《Trojanische Altertümer》(Trojan 

Antiquities)。不過糗的是，後人証實斯里曼挖到的並非特洛伊城，而是比

特洛伊城早一千年的古蹟。

圖十三: 海倫(Helen)畫像是仿
一座大理石雕像，

我替她加上口紅，

變得比較妖豔。

圖十四: 斯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 –1890);
右圖是年老時的模樣。他將挖掘出來的

考古文物及寶藏全數轉交希臘政府，陳

設於雅典博物館內。他負擔辛勞與風

險，並自掏腰包，支付全部考古探險的

開銷，唯一回報是圓了他童年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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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三] 麥寮拱範宮(媽祖廟)的千里眼及順風耳有很多版本。除了張口閉

口版本，圖十六的兩位都是張口咬牙，差異則是下獠牙(千里眼)及上獠牙

(順風耳)。麥寮拱範宮的媽祖神像也有好幾座，大部分都是黑臉(參見圖

十七)。

我的祖父林喬椿

先生是麥寮拱範

宮的首屆主任委

員(參圖十八(左)) 

，我小時候有很

長時間待在雲林

縣麥寮鄉，除了

聽歌仔戲外，就

是 在 拱 範 宮 閒

逛。廟名「拱範

宮」意求「拱衛

範圍之生靈平安永康」。拱範宮的正面，有如三座廟宇並列，中間的三川

殿較高，開了三扇門以供出入正殿之用。殿左邊開龍門直通文昌殿，殿右

邊開虎門直通神農殿，合稱為三川五門或龍虎門，典故出於「左青龍、右

白虎」，祈避邪求福之意。三川殿屋樑上雕刻有兩位跑者，穿西裝及吊帶

褲(參圖十八(右)) 。當年看這西方裝扮的「憨番」出現在古色古香的廟內，

相當帥氣，幼小心靈烙下深刻印象。林某人現在穿吊帶褲，下意識多多少

少受其影響。

[附註四] 楊戩出現在《封神演義》和《西遊記》，是我很喜愛的人物。我

小時候由這兩部小說學到「戟」字，是楊戩的武器，後來寫文章，我偶爾

也會用「戟」這個冷僻字 。這兩部小說塑造楊戩，或許有參考馮猶龍的

《醒世恆言》。我讀《醒世恆言》，提到宋徽宗的小老婆韓夫人到二郎神

廟還願。深夜時有二郎神來私會。太尉楊戩知道後埋伏誅妖，原來是廟

官所為。二郎神是李冰的第二子，稱為灌江口二郎神。《封神演義》和

《西遊記》張冠李戴，就將楊戩封為二郎神。其實楊戩也曾出現於《水滸

傳》，是書中四大太尉中的楊太尉。這個版本比較接近真實人物，應該也

圖十五：索菲亞（Sophia Engastromenos; 1852 –1932）穿戴「海
倫的珠寶」。倫敦的皇家考古學會於1877年6月8日召
開特別會議，授勳給斯里曼夫婦。25歲的索菲亞當場演
講，讚美希臘的天空與思想，得到如雷掌聲。斯里曼熱淚

盈眶，不敢置信當年登報徵婚會有這麼好的結局。

圖十六: 麥寮拱範宮中下獠牙(千里眼)及上
獠牙(順風耳)年紀可能比我還大。
我小時候就常仰望神像，數他們的

獠牙。 圖十七: 麥寮拱範宮中不同造型的媽祖神像。
據聞「粉面」象徵媽祖成仙前的凡

人樣；「金面」象徵媽祖得道時的樣

子；「黑面」則象徵媽祖到處出任

務，奮勇救苦救難的慈悲相貌。

圖十八: (左) 麥寮拱範宮的石碑記載林喬椿先生為首屆主任委員; 
(右) 拱範宮三川殿屋樑上的跑者穿西裝及吊帶褲。我小時
候懵懵懂懂，並未留意為何會有穿西裝的雕像。我的祖父

見多識廣，稱之為憨番，一定知道其典故。可惜他老人家

已仙去，這個緣由，我已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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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考 北宋洪邁的《夷堅乙誌》。在該書卷十九有「楊戩二怪」。楊戩其

實是宦官，在政和年間(1110年代)官至彰化軍節度使。雖然無法人道，仍然

娶妻。有一天晚上他老婆睡覺，夢見一神仙道人越窗而入，來和戩妻談笑

風生兼喝酒。第二天閨房還有酒味。我猜戩妻大概因為老公無法敦倫，晚

上引人入閨房作樂，不小心打翻酒，只好編一套鬼話騙老公。

[附註五] 林某人曾和楊貴妃雕像合影並拜訪她和唐明皇的清華池(參見圖

十九)。  

圖十九: (左)林某人曾和楊貴妃合照; (右) 清華池

行動通信的應用越來越多，手機的輸入輸出功能就越來越重要，設計

的功能一定要讓用戶能很方便的使用。數年前國內某行動電信業者提出語

音簡訊的服務，用戶不需打字，而是以語音留話，再由系統將之轉成文字

簡訊送給對方。該服務本來由語音辨識程式來自動翻譯文字，後來因背景

雜訊干擾及用戶口音複雜，翻譯的效果較差，最後只好將電腦程式改為人

工作業，在科技上走了回頭路。

交通大學陳信宏教授是語音辨識的大

行家，所以這方面的問題我常會向他請

教。例如我會問，如果狗在叫，有沒有語

音辨識程式能將之翻譯為人類的語言。陳

信宏會很認真的思考(參見圖一(左))，然

後回答:「現在的技術辦不到。」我又問:

「那麼小鳥叫呢?」答曰:「現在的技術還

是沒辦法做翻譯，不過我們或許可以辨認是哪一種鳥在叫。」好吧，讓貓

狗打電話互通，有點陳義過高。電信業者為人類設計的電話翻譯，就有很

實際的用途。

讓我們先談談廣義的翻譯。《聖經》中提到人們計畫建築直達天庭的

巴比塔(Tower of Babel) [附註一]。當時人類都說同一種語言，也以為人定

勝天，什麼奇蹟都可以創造，狂妄自大。上帝略施薄懲，讓在上下層工作

的人說不同的語言，無法溝通，於是高塔崩盤，沒有成功。從此以後，不

同語言溝通，就要靠翻譯。負責「口譯」的人，古已有之，在漢朝稱為

「舌人」。[附註二]

方東美(1899－1977;參見圖二）在其巨著《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寫

著:「偉大翻譯家實導更偉大創作之先河。」的確如此。中國許多哲學、文

化發展，是由翻譯佛經而來。拜《西遊記》之賜，佛經翻譯方面的高僧，

電話翻譯 

圖一:陳信宏與林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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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喻曉的，首推唐三藏玄奘

法師(602－664; 參見圖三)。

他立志要得到總賅三乘學說的

《瑜伽師地論》，於是躲過長

安的入出境管理局，偷渡到西

方印度取經。歷經十七年，於

唐貞觀十九年（西元645年）

回到長安。唐太宗不追究他偷

渡之罪，反而讓他在西京弘福

寺開設譯場，經過十九年努

力，共翻譯了佛經七十五部，

一千三百三十餘卷，藏之於大

雁塔(參見圖四)。

大譯經家除玄奘法師外，更早期

的，還有鳩摩羅什。鳩摩羅什(344 － 

413; 參見圖五)是龜茲國人，博學多

聞，熟悉中土民情，兼具文學素養，

因此翻譯梵本為中文的經典，詮顯無

礙，極受歡迎，廣為流傳。後秦皇帝

姚興將鳩摩羅什當作國寶，給他翻譯

助手三千人，又怕「法種斷絕」，於

是逼迫鳩摩羅什和十名美麗女子敦倫

傳後。鳩摩羅什敦倫的績效如何，林

某人查遍古籍書，都沒有記載。但可

以肯定的是，鳩摩羅什翻

譯的成果相當豐碩，包括

《中論》、《百論》，及

《十二門論》，被尊稱為

三論宗之祖。

由翻譯引導出哲學、

文化蓬勃發展的例子也發

生在八到十世紀間的阿拉伯世

界。在此時期，巴格達的學者

如火如荼的將希臘作品翻譯為

阿拉伯語。例如穆斯林史學家

伊斯哈格(Muammadibn  Isaqibn 

Yasr; 809－873;參見圖六)就

以翻譯亞里斯多德( 前384 –前

322;參見圖七)著作聞名於世。

到了十一、十二世紀時，有一

群基督徒住在被伊斯蘭統治的

西班牙，接觸了這些阿拉伯思

想家的著作，以及亞里斯多德

等希臘哲學家的阿拉伯譯作。

這群基督徒將阿拉伯譯/著作再

翻譯成拉丁文，造成十三世紀

西方哲學與神學的黃金時期。

書籍翻譯沒有迫切的即時

性。尤其是佛經翻譯，都在

圖二: 方東美(1899－1977) 是清初古文大師方苞
的16世嫡孫。他曾說:「聞所成慧( rutamay 
-prajñ )、思所成慧(cintmay-prajñ)、修所成慧
乃哲學境界之層次，哲學功夫之階梯，聞入

於思，思修無間，哲學家兼具三慧，功德方

覺圓滿。」「聞入於思」的道理我懂，「思

修無間」則一直無法參透，我大概是沒有慧

根，無緣於三慧吧。

圖三: 玄奘 (602－664) 除翻譯佛經外，他
的著作《大唐西域記》，堪稱中國

歷史上的經典遊記。當中記錄帕米

爾高原的實況，是人類最早對世界

屋脊的報導，被認為是世界地理學

的重要文獻。

圖四: 林某人在2006年有機會到大陸參拜大雁塔及藏經院 

圖五:鳩摩羅什(344 － 413) 在姚興逼迫之下娶了
十名伎女，諸僧多效之。鳩摩羅什乃聚針盈

缽，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

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

僧愧服，乃止。

圖六: 伊斯哈格(Muammadibn Isaqibn Yasr; 809－
873) 被一些人認為是《舊約全書•創世紀》中
提到的以撒，但穆斯林經註學家頗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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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場」中完成。在譯場內，主譯者

可能是外來的「番僧」，和一些當地

學子與僧人，公開進行朗讀、講解、

口譯，並有人做筆記，同時會經常發

生義理上的辯論，儘可從容翻譯[文

獻一]。而電話會談有即時性，往往

需要同步口譯，難度不低。尤其當主

題不甚了解時，就必須將翻譯的速度

慢下來。但是又一定要保持隨時聽說

同步。《吳國禎傳》提到，普林斯頓

大學畢業的吳國禎(1903－1984;參見

圖八(左))，英文甚佳，在抗日時期任

職外交部次長，常在蔣介石委員長

（1887－1975），接見外賓時擔任翻

譯。某次，蔣夫人(1897－2003; 參見

圖八(右))懷疑蔣委員長和其護士有曖

昧行為，要求蔣公在公開場合向中外

人士發表聲明，演說澄清。吳國禎狀

況外的被找去擔任同步口譯。蔣公一

向辯才無礙，惟獨那次演說結結巴巴，音量忽高忽低，又往往慷慨激昂，

超過五分鐘不停。演講的斷句時間忽長忽短，是同步口譯的大忌。結果吳

國禎口譯得汗流浹背，荒腔走板，而坐在台下的蔣夫人更是聽得直皺眉

頭。

   

人工同步口譯，譯者有時會左支右絀。那麼機器翻譯又如何? 最早的

翻譯程式是由倫敦大學於1954年展示。近年來翻譯軟體五花八門，有名的

例如Babel Fish (巴比魚)。讓我們來試試Babel Fish的功力如何。演員凱文．

科斯納 (Kevin Costner) 曾說: 「Second place just means first loser.」我將之

翻譯為「第二名只是排名第一的失敗者」。Babel Fish的譯文為「第二個地

方手段第一個失敗者」。如果將科斯納的原文以Babel Fish翻譯成希臘文，

我們得到「Η δεύτερη θέση σημαίνει ακριβώς τον πρώτο ηττημένο」。如果以

Babel Fish將上述希臘文翻譯成法文，我們得到「La deuxième place signifie 

exactement premier été battu」。再由法文翻譯回英文，變成「The second 

place means exactly first beaten summer」。好啦，Babel Fish再將這句譯為中

文，結果是: 「第二個地方正確地意味首先跳動夏天」! 

翻譯若只是一對一的逐字代換，那麼寫個程式就可自動翻譯。然而，

語言不會如此輕易就範，因此會有翻譯軟體荒腔走板的演出。二十世紀初

期翻譯理論的代表人物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 – 1955; 參見圖九) 

從哲學的角度審視翻譯，並將翻譯的思維建立在研究人類語言和思想的基

礎之上，提出了「翻譯的不可能性和可操作性」理論，看得林某人霧颯

颯。東吳大學的張君玫教授的說法，就比較白話:「翻譯是不可理喻的。」

例如翻譯一個句子，「儘管

譯者可加註說suki desu是日

本人告白用的，Em ye^u anh

是越南女人說的，Ti amo是

義大利情侶說的，I love you

是大家都在隨口說的，而"我

愛你"是絕對不可以亂說的；

依然無法傳達這些話帶給不

圖七: 亞里斯多德(前384－前322) 講課時
有一個習慣，即邊講課，邊漫步於走

廊和花園，正是因為如此，學園的哲

學被稱為「逍遙的哲學」或者「漫步

的哲學」。

圖八: (左) 吳國禎(1903－1984);(右)宋美齡
（1897－2003）與蔣介石（1887－
1975）

圖九: 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 – 1955) 是
西班牙哲學家、報人，以及評論家。其哲學思想

主要是存在主義，常針對西班牙民族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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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言說者/聽者/讀者的感官效應。」[文獻一] 套一句我們資訊領域的術

語，翻譯是Context-sensitive的，甚至會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也難怪市面

上的翻譯軟體都不太靈光，最後還是要倚賴人工。

人工口譯，需要大量人力。有一電信業者提出電話交替傳譯計畫，就

稱為「巴比塔」。譯者一開始以志願者的形式加入，只要對口語翻譯能力

有自信，都可以參加。翻譯的種類包括華語和英語、法語、德語等外語，

甚至也包括和粵語、閩南語之間的互譯。這些志願者向客戶提供免費的電

話翻譯服務，在幫助客戶和外國人電話交流的同時，獲得翻譯的樂趣，並

可藉此鍛練翻譯能力，交到更多朋友。巴比塔的電話計時系統會記錄每一

個志願者提供免費服務的總時間數，並據此在將來為志願者提供各種免費

服務。這是一個標準的Web 2.0商業模式。

2006年，AT&T推出免費電話翻譯服務「您的世界、您的語言」 (Your 

World, Your Language)，方便來自其他國家的旅客打電話。初步提供包括華

語、廣東話、日語、韓語、俄語、西班牙語、越語、塔加拉語等八種外語

服務。民眾撥一免費電話，即有翻譯人員協助進行各類生活商業服務。不

少商務人士以電話翻譯方式和海外客戶通電話，發現打電話確實比發送電

子郵件有效。美國加州的JaJa電訊公司與IBM共同研發，也在2008年北京奧

運時推出電話翻譯服務。

電話翻譯服務也有品質要求的。到底要如何翻譯才恰當? 嚴復(1854－

1921; 參見圖十)在他的著作《譯例言》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

成為對後世翻譯的圭臬。對於「歐 (英)翻中」，傅斯年主張直譯歐文句

法，甚至最好是「字字對譯」。這不僅為了翻譯內容，而是要接受「歐洲

先進思考方式」。1980年代，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顏元叔到香港參加比較

文學會議，則提出主張，認為既然「英翻中」是「字字對譯」，那麼「中

翻英」自然也要「字字對譯」，才是對等的文化交流。他這個主張讓在場

的一群主張歐美文化優越

論的學者掛不住臉，差點

鬧得不歡而散。

第一位翻譯西洋小

說的林紓(林琴南; 1852－

1924; 參見圖十一)，完全

不理傅斯年主張。林琴南

翻譯過英、法、美、比、

俄、挪威、瑞士、希臘、

日本和西班牙等國小說。但他是古文家，

不諳外語，不能讀外國原著，而是由別人

翻譯後，他再以文言文寫出。傅斯年「字

字對譯」的主張，對他而言，非不為也，

是不能也。

林琴南曾自我爆料：「鄙人不審西

文，但能筆達，即有訛錯，均出不知。」

因此在他翻譯的《福爾摩斯包探案》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參見圖

十二)中，福爾摩斯和穿著長袍馬褂的中

國人一樣，也會「拂袖而去」。而離譜的是，此公竟然將Holmes音譯為

「福爾摩斯」，走音走得太離譜，「鄙人」也未免太「不審西文」啦。不

過林琴南的譯文實在很棒，都是魏晉名家的格調。胡適對他的評價：「古

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的小說。古文

裡有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

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因小傳》等書⋯」而很

圖十: 嚴復(1854－1921) 是保守派人物，嘲笑胡適等
新文學革命派是「如春鳥歌蟲，聽其白鳴自止可

耳。」

圖十一: 林琴南 (1852－1924) 在網
路上的照片有兩種版本，我

都畫出來啦。林琴南喜歡打

牌，但牌藝不精，常輸錢。

自嘲:「一手寫來的錢，兩手
輸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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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外文小說的作者，例如柯南道爾

(Conan Doyle，1859－1930; 參見圖

十三)也因此在中國家戶喻曉。

林琴南後繼無人，現在的台灣

大多將自己的文化烘培成老外口

味，才端給他們吃。這不僅發生在

文學領域，即使在商場，亦復如

此。蘇元良在《蒼狼的腳步》提到: 

「台灣製造業的每一個重要人物都

有英文名字，例如郭台銘是Terry，

林百里是Berry。」而日本、

韓國的社長，大陸企業的領

導人，就很少取英文名字。

例如Toyota的社長是Katsuaki 

Watanabe。蘇元良說: 「台灣

製造業用盡一切彈性，甚至

改變名字，讓客戶認識你，

和你產生很好的互動，然後

願意給你下訂單。」

其實也有國外學者能享

受純正中華文化，不需烘培

加工。例如我年幼時住台

中，曾聽說有一位神父兼西

班牙漢學家杜善牧 (Carmelo 

Elorduy; 1901－1989; 參見圖

十四)。杜神父熟識中國文字語言的精妙，因此可以直

接閱讀一些經典的文章，也能直接瀏覽中文評註家的註

譯。杜神父於1962 年來到台中，全心全意地投入古中

文的研究。1967 年，杜神父出版 《Chuang-tzu. Literato, 

filósofo y místico taoísta》 (莊子)一書，我高中時有幸在

台中的美國新聞處圖書館見識到。據館內的美國人說，

這本書很忠實的呈現道家哲學，也讓外國人體會到古中

文如詩的文釆 [文獻二]。

[附註一] 人們一直將「巴比塔」和「溝通」的概念聯想
在一起，也難怪和電話服務相關的產品有時會以「巴比

塔」為名。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Wisawa Szymborska; b. 1923;參見圖十五)
曾寫下一首詩《巴比塔》(Tower of Babel) ，描述兩個人雞同鴨講的對話(莫
非是夫妻對話?) ，試圖凸顯人們對話的本質，如果讀者想像這是一個電話
對談，或許會心一笑。《巴比塔》原創作《Na wie y Babel》，係以波蘭文
完成，其英文譯稿摘錄如下。

圖十二: 林某人珍藏柯南道爾最早發表
在《The  S t rand  Magaz ine》的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是 1892年初版的翻印書，由Sidney 
Paget (1860－1908) 插畫。

圖十三: 柯南道爾(Conan Doyle，1859－1930)不
但成為郵票肖像，連虛構的福爾摩斯肖像

也被製成郵票。道爾後來寫福爾摩斯寫煩

了，考慮殺掉福爾摩斯。他說:「把福爾摩
斯幹掉，一了百了。他佔據了我太多的時

間。」1893年12月在《最後一案》中，道
爾讓福爾摩斯和他的死敵莫里亞蒂教授一

起葬身萊辛巴赫瀑布。但是小說的結局令

讀者們非常不滿，逼得道爾很無奈的讓福

爾摩斯重新「復活」。1903年道爾發表了
《空屋》，讓福爾摩斯死裡逃生。

圖十四: 杜善牧 (Carmelo 
Elorduy; 1901－
1989)

圖十五: 辛波絲卡(Wisawa Szymborska; 
b.1923) 的詩作勇於追求新風格
與新技法。她擅長自日常生活中

吸取喜悅，從生活上的小事隱喻

開發深刻的思想，寓嚴肅於幽

默、機智。其作品《一見鐘情》

(Love at First Sight)激發台灣繪本
作家幾米《向左走向右走》的創

作靈感。



閃文集 II 165閃文集 II164

"What time is it?" 

"Oh yes, I'm so happy; all I need is a little bell round my neck to jingle over you 

while you're asleep."

"Didn't you hear the storm? The north wind shook the walls; the tower gate, like 

a lion's maw, yawned on its creaking hinges."        

"How could you forget? I had on that plain gray dress that fastens on the 

shoulder." 

"At that moment, myriad exploswns shook the sky." 

"How could I come in? You weren't alone, affer all ."

 "I glimpsed colors older than sight itself" 

"Too bad you can't promise me." 

"You're right, it must have been a dream."

 "Why all these lies; why do you call me by her name; do you still love her?" 

"Of course, I want you to stay with me." 

"I can't complain. I should have guessed myself."

"Do you still think about him?" 

"But I'm not crying."

"That's all there is?"

 "No one but you."

"At least you're honest." 

"Don't worry, I'm leaving town." 

"Don't worry, I'm going." 

"You have such beautiful hands."

"That's ancient historv; the blade went through, but missed the bone." 

"Never mind, darling, never mind." 

"I don't know what time it is, and I don't care.”

[附註二] 「翻譯」在周代稱「象胥」，西漢稱為「舌人」。有人問我「舌
人」是否為「牙人」筆誤，其實我沒說錯，韋昭注：「舌人，能達異方之

志，象胥之官也。」。英文稱通曉數種外語的人為linguist，源於拉丁語的
「舌」(lingua) 。如此看來，linguist正是「舌人」啊。「牙人」另有其意。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說宋朝的薦店頭介紹女僕的，叫做牙人。《水滸

傳》中說張順是「魚牙主人」，就是魚行的經紀人。當時代客買賣貨物可

取「牙錢」，而中間人就稱牙人。

[文獻一] 張君玫. "且論，翻譯的不可理喻性"，台灣社會學通訊，第35期，
頁15-22, 2005. 

[文獻二] José Ramón Álvarez. The Spanish Sinologist in the 20th Century: 
Carmelo Elorduy, BIBLID 0253-2875(2008)27：3,　pp.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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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明正身後，每人掛上一張名牌 (如圖二(右)所示)，就可入內自由活動。

林某人就像劉姥姥逛大觀園般，望著豪華的牆壁燈飾(參見圖三(左))，忍不住

想摸它一把。奢華的路易

十四風格(Louis XIV Style)壁

飾鑲嵌巨幅藝術作品(參見

圖三(右))，令人看了不禁嘖

嘖稱奇，嘆為觀止。藍開

斯特別墅這種室內裝潢 (the 

décor)引領英國風潮近一百

年，果然名不虛傳。

當我望著由大廳延伸到二樓

的Y字雙叉樓梯時，腦中靈光一

現，覺得好生眼熟，似曾相似。

努力回憶，終於想起，這不就是

《國家寶藏》 (National Treasure: 

The Book of Secrets; 2007年由尼可

拉斯凱吉主演的電影) 的白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 依照記憶中

電影場景的角度，拍了一張照片(參見圖四(左))，在網路上搜尋後，果然和

電影中的場景一模一樣(參見圖四(右)) 。原來這部電影真的是在此拍攝的。

另外一部2009年的電影《年輕時代的維多利亞》(The Young Victoria; 

這部電影贏了奧斯卡最佳服裝金像獎)也拍攝藍開斯特別墅的Ballroom和 

Passage & Reception Room，當作白金漢宮的場景(參見圖五)。該電影借用

藍開斯特別墅為白金漢宮，有趣的是，真實的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 

; 1819－1901; 參見圖六)居住於白金漢宮，卻羨慕藍開斯特別墅的豪華呢! 

2010年6月20-24日期間，我奉網通國家型計畫之命，赴英國倫敦參加

第12屆台英商務聯席會議。我參加中華電信資深副總林仁紅先生帶領的

創意與資通訊組。6月21日晚上台英商務聯席會共同主席哈里斯爵士(Sir 

Thomas Harris)邀請所有團員吃飯，席開位於倫敦St. James區的藍開斯特別

墅(Lancaster House;參見圖一(左))。藍開斯特別墅是由乳白色的巴斯石(Bath 

Stone)所建築，據說是最後

一棟具有喬治王朝時代風

格(Georgian style)的倫敦大

別墅。我們傍晚到達，夕

陽斜射在巴斯石上，呈現

蜂蜜色彩，相當美麗。

哈里斯爵士很周到的

發給每一位團員邀請卡(如

圖一(右) 所示)。卡片上載明「Dress Lounge Suit」，意思是，不必穿正式

的晚宴服，但是仍然要打領帶 (晚宴服英文為Dinner Suit，就是007影片中

龐德常穿的那種打黑色蝴蝶結西裝; 在美國則是燕尾服Tuxedo，常被嘲弄為

Monkey Suit)。同時還註明要帶「one piece of photographic id」，驗明正身

才能入席吃飯。林某人暗忖道，英國

人真是講究繁文縟節，吃頓飯需要如

此大費周章嗎? 走進一樓大廳(Grand 

Hall)後才知道，今天的程序，只不過

是小仗陣，大廳內另有機場規格的安

檢機制(如圖二(左)所示)，此回並未啟

動，大概這次吃飯的人物，尚無值得

暗殺的對象，不需安檢過濾兇器。

藍開斯特之夜

圖一: (左) 藍開斯特別墅(Lancaster House)的正門; (右) 哈里
斯爵士(Sir Thomas Harris)的飯局邀請卡; 英文稱呼爵
士時是Sir Thomas，而非Sir Harris，相當有趣。

圖二: (左) 大廳內的安檢設備; (右) 晚宴名
牌倒是平常無奇。

圖三: (左) 高大雄偉的壁燈燈飾; (右) 巨幅藝術畫作鑲嵌
於牆壁。

圖四: 右圖是《國家寶藏》的劇照，場景位於林
某人拍照(左圖)的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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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席位上的名牌(參見圖

九(左))，對號入座後，侍者們

立即端酒過來(參見圖九(右))，

噓寒問暖，讓林某人過足貴族

式招待的癮頭。席位上放一

張今日菜單(參見圖十)，前菜

(Starter)是醃鴨(Soy cured duck; 

參見圖十一(左))。這鴨子也有來頭，叫櫻

桃鴨(Cherry Valley Duck)，來自英國櫻桃

谷。這是英法聯軍時，英國人從北京帶回

國的鴨種，所以櫻桃鴨跟北京的鴨屬於同

一品種。櫻桃鴨在宜蘭也有養殖，我在新

竹的夏慕尼鐵板燒曾吃過，口感甚佳。據

說北京全聚德來台開分店，提供北京烤

鴨，就是要採用宜蘭的櫻桃鴨品種。

 主菜是羊柳(Fillet of lamb; 參見圖十一

(右))，大夥就不太恭維。好的羊柳應該口感柔

嫩，又帶些嚼勁。而林某人吃到的的羊柳，則

是嚼勁十足，堅忍不拔。正當林某人大戰羊柳

時，哈里森爵士及辜成允董事長陸續發表

完精彩演說。接下來一位來賓致詞，想必

亦是妙語如珠，搏得不少笑聲。可惜林某

人英文程度不佳，聽不太懂，只好在笑聲

四起時，趕緊跟著哈哈兩聲。後來越聽越

不懂，既慚愧又無趣，就藉口找廁所，尿

遁到樓下。

有一次她造訪藍開斯特別墅，酸溜溜的對女主人說: 「 

I have come from my House to your Palace. 」《年輕時

代的維多利亞》一片女主角Emily Blunt的體態和真正

維多利亞女皇的年輕時頗有出入。林某人畫的肖像(圖

六(右))要比Emily Blunt豐腴多了。

跟隨著尼可拉斯凱吉的足跡，走上二樓後，有侍

者端酒伺候，讓大夥先在音樂廳(Music Room)中社交

一番。有頭有臉的「尖頭鰻」們(Gentlemen)，矜持的

酌酒淺嚐(參見圖七(左))。土包子如林某人者，不顧形

象，拿起iPhone到處亂拍，只差沒將

牆角入境。忽見一位長相如蝙蝠俠

老僕的長者，清著喉嚨說:「請諸位

女士先生入席。」林某人立刻一箭

步穿過大門(參見圖七(右)) ，搶頭香

的竄入宴客廳。

進入華麗的路易十四風格宴客

廳內，古典的餐桌椅擺上高級的餐

具(參見圖八(左)) 。宴客廳寬敞的兩

側，還很周到的擺上骨董沙發。林某

人迫不及待的想坐下來過過癮，卻見

椅面中央放了一紙條，寫著「Please 

do not sit on this Antique Furniture」，

只好悻悻然的移開敝尊臀(參見圖八

(右))。林某人夫人事後看照片說，大

概只有英國女王這等貴族人物來訪

時，這張紙條才會移走。

圖五: 被當成白金漢宮
的場景 (林某人
拍攝)

圖六 :  維多利亞女皇 (Queen V ic to r ia  ; 
1819－1901)

圖七: (左) 站在音樂廳中間的紳士林仁紅，
被花團錦簇的女士們包圍著聊天; (右) 
由音樂廳進入宴客廳的大門。

圖八: 宴客廳中路易十四風格的家俱

圖九: (左) 對號如座的名牌; (右) 侍者
噓寒問暖的勸酒。

圖十:今日菜單

圖十一:(左) 醃鴨前菜; (右) 羊柳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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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的廁所不如台灣五星級

飯店奢華，但相當寬敞。基本而

言，走簡樸風格，先有一掛衣間

及洗手台(參見圖十二(左))，經過

一道門後，才是廁所(參見圖十二

(右))。洗手台旁還有一個老式水

龍頭，標示「Drinking Water」

(參見圖十三(左))，莫非是19世紀

的飲水機? 廁所對面牆壁掛了一個羅盤

(參見圖十三(右))。初看以為是時鐘，

卻只有一根指針，林某人至今仍搞不

懂，掛在牆壁的羅盤如何操作，莫非

英國人也相信中國風水? 依照中國風

水，羅盤本身具有羅盤神，忌諱放廁

所內(圖十三(右)的羅盤掛在廁所外，

應不犯忌) 。掛在住家的牆壁、陽台，或者窗台上

可化解各種煞氣。該羅盤指向「西」及「西北」中

間，不知是經過哪位高人指點?

一路閒逛到女廁所，內容亦極精彩，不過不宜

在此細表。在右側樓梯下方有一大理石雕像 (參見

圖十四) ，應該是古早年代的屋主吧? 恰巧有一位

警衛路過，林某人就不恥下問。該警衛的學識頗為

淵博，說這大理石雕像是腓特列王子 (Frederick, the 

Duke of York and Albany; 1763－1827)。腓特列於

1825年時以高薪禮聘建築師懷亞特(Benjamin Dean 

Wyatt ;1775 －1852; 參見圖十五(左))，蓋了這棟別

墅。懷亞特是有名的建築師，以喬治王朝時代的藝術

風格著稱。不過腓特列在兩年後就蒙主寵召，當時別

墅還只有外觀的殼子呢。直到1840年，這棟別墅才

完工，並輾轉於1912年易手於賣肥皂的藍開斯特人

(Lancastrian)禮佛爵士(Sir William Lever; 1851－1911) 

。禮佛將別墅的名字改為Lancaster House，以紀念其

出生地蘭開夏(Lancashire)。今日的藍開斯特別墅只用

於政府招待外賓，平常日子，閒雜人等是無法入內參

觀的。該警衛說得林某人心花怒放，原來我也算是一

號人物，有資格接受英國政府招待啊。

警衛如數家珍的細數訪問過

藍開斯特別墅的名人。他說Harriet 

Beecher Stowe曾來過。我立刻回

答: 「I know her. She wrote the novel

《Uncle Tom's Cabin》.」真巧，我最

近正在讀林琴南翻譯的《黑奴籲天

錄》(Uncle Tom's Cabin) 。林琴南是

古文家，因此有「黑奴籲天錄」的

譯法。現代人都將此書名翻成《湯

姆叔叔的小屋》。我讀此書時，當

然也知道作者是史托(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參見圖十六) 。

警衛又講了一個義大利名字，我就聽不懂了。請他寫下來，事後上

網搜尋，原來是義大利建國三傑當中的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07 

圖十二: (左) 掛衣間及洗手台; (右) 廁所和洗手
台隔了玻璃門。

圖十三: (左) 古早飲水機? (右) 掛在牆壁的
羅盤

圖十四: 腓特列 (Frederick, 
the Duke of York 
a n d  A l b a n y ; 
1763－1827) 

圖十五: 懷亞特(Benjamin 
D e a n  W y a t t ; 
1775 －1852)

圖十六 :  史托  (Harr 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 的《黑奴籲天錄》稿
費超級豐厚。這本舉世聞名的著作

在當年激起許多爭議與討論。而史

托也因此成為著名的反奴隸 (Anti-
slavery) 運動的人道支持者，對美國
歷史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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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參見圖十七) 。其實義

大利建國三傑，我在國中念歷

史就背得滾瓜爛熟了，是馬志

尼、加富爾，和加里波底。只

不過當年的教科書並未附註外

國人的原文名字，我就往往抓

瞎，名字對不起來。

和警衛聊完天後回二樓，

宴席已入尾聲，正在上甜點，

是香蕉拖肥撻(Banoffee tart;參

見圖十八(左)) 。這道甜點，脆

脆拖肥配上軟滑香蕉，再加上

鬆脆的撻底，不太甜，也不太

膩，總算將老羊柳的壞印象加

回幾分。最後奉上咖啡和四個

小餅乾(Petit fours)，就算結束

了。林仁紅兄有點錯愕的說，

「怎麼只有三道菜?」中華電

信向來提供「量大」的服務，

大概不習慣今日晚宴的Petit 風

格。宴畢離開藍開斯特別墅

時，依依不捨的拍下最後一張

大門的照片留念。

讀者諸君有否注意到圖九

(左)中，餐桌右前方的黃色小

圓柱體? 這是赫赫有名的SPEY Chairman's Choice Single Malt Scotch Whisky 

(參見圖十九(左))。詩貝(SPEY)這個廠牌的蘇格蘭威斯忌，號稱出自上帝之

手，所以每一瓶都獨一無二。自1970年起，每年過聖誕節，詩貝的總裁都

會由他珍藏的威士忌中挑出最佳的醇酒和親友分享。而這批酒就會變成下

年度「總裁推薦」(Chairman's Choice) 的限量版，為愛酒者所搶購。當晚放

在餐桌的是18年後才開窖的酒。由於第二天一早就有忙碌的會議議程，大

部分賓客都沒喝酒就離席。哈里斯爵士看了頗心疼，要大家將酒帶走。林

某人滴酒不沾，千里迢迢將這瓶酒由倫敦帶回台灣，路過曼谷時，還被海

關盤查半天，差點被沒收。回家後，這個圓滾滾的筒子變成貓咪的玩物，

被撥弄得到處滾來滾去(參見圖十九

(右))。林某人在藍開斯特別墅到處

照相，就是沒有拍到自己。正在甚

感遺憾之時，忽然收到勤崴科技的

Sophia寄來一張我和她的合照(參見

圖二十)。我記不得有這張照片，忽

然見到，頗為驚喜，總算有在藍開

斯特別墅留下身影。

    

 

圖十七: 加里波底 (G iuseppe Gar iba ld i ;  1807 
–1882) 首創紅衫軍，建國之後，不受功
祿，帶著一袋豆子，飄然遠去。這種政治

人物，今日已見不到了。

圖十八: (左)香蕉拖肥撻，比起市面產品，顯得高雅
精緻; (右) 離開藍開斯特別墅時的臨別一眼 

圖十九: SPEY Chairman's Choice Single Malt 
Scotch Whisky

圖二十: 林某人唯一一張在藍開斯特別墅的
照片，圖左是同團的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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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教授寫書與稿酬》一文閒談了教授寫書的經驗。本文擴大範

圍來談談教授的各種業外收入或「利是」。利是即是紅包，他人的贈禮。

我將之引申為教授的業外收入，當做本文標題。中國自古以來，知識分子

的出路是當官。而官俸之外，也可以很風雅的當藝術家，賣書賣畫。唐伯

虎(1470－1523; 其作品參見圖一)才高氣傲，曾以《言志》詩云:「不煉金

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種田。閒來

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真是飄逸。林某人則是「既煉金丹

又坐禪，喜為商賈亦種田」，在教

書正業之餘，雖然「造孽錢」不敢

拿，有合法的業外收入機會，是不

會拒絕的。

依我看來，唐伯虎實在太執著

啦。其實有不少以聖人自許的人物

仍然得為五斗米折腰，搞點業外收

入。例如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參見圖二）

這位尼德蘭（今荷蘭和比利時）

的著名人文主義思想家和神學

家。他到處張羅津貼及餽贈以貼

補家用，甚至在書中題上討好的

獻詞以換取報酬。伊拉斯謨是一

位用「純正」拉丁語寫作的古典

學者，收錄不少拉丁文諺語賣

錢，例如「有煙之處必有火(無

風不起浪)」。儘管他愛好哲學

教授的「利是」

與神學，為了錢，仍會無所不用其極的諂媚。然而他在歷史上的定位，仍

被推崇為「人文主義者中的王子」。

教授能見度最高的業外收入方式，應屬擔任「電視名嘴」。《自由時

報》報導:「名嘴以教授、記者、民代居多，談話性節目多屬週一到週五帶

狀節目，若是常客，1個月可有10萬元收入，若是超級當紅名嘴，一集行

情更可破萬，開口就進帳，比本業還好賺，有些還躍為主持人。」真是令

人垂涎忌妒。某日有電視節目製作單位打電話，希望能採訪林某人，製作6

分鐘介紹交大資訊學院的節目。我像范進中舉一般的興奮，與之詳談細節

後，才知這是要付錢給製作單位的，不禁悵然。

即使無緣受邀擔任電視名嘴，大部分教授都有被邀請演講的經驗。

我有數次被邀請到網路通訊領域的國際研討會，擔任主要報告人(Keynote 

Speaker;參見圖三)，有不錯的演講費可領，稱之為honorarium。這是一個

拉丁字，代表不定期、不定數額的報酬或謝禮。擔任國際會議的Keynote 

Speaker是相當榮耀的事，也備受禮遇。Honorarium一般已包含住宿費及機

票錢，但也有些會議比較客氣，另外再付膳食費及車馬費。Honorarium在

不同國家，定義也不甚相同。我於1992年在Bellcore工作期間，到加拿大

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演講。在加拿大honorarium是當作薪資

(Salary)的，因此被扣了稅。

國內一般演講

的行情就相差甚

遠。我領演講費較

多的一次，是在台

大醫院演說行動通

信的應用。除此之

外，國內演講費都

遠低於前述電視名

圖一: 唐伯虎的山水作品(這是林某人多年前
收藏的郵票); 唐伯虎一生坎坷，最後
潦倒而死。臨終前寫道：「生在陽間

有散場，死落地府又何妨。陽間地府

俱相似，只當飄流在異鄉。」

圖二: 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1466－
1536）對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的思想
有巨大的影響。他應用古代對話體形式，

添加自己獨特的機智，發展出拉丁文會話

文體的典範。

圖三: 受邀在國際會議或大公司演講，有不錯的酬庸。林某人貪
財，想到有錢可領，演講時不禁眉開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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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的價碼。台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曾說: 「歲月越蹉跎，越來越討厭自己的

演講⋯唯一的喜悅，是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在計程車的微光裏，撕開那個

信封，掏出演講費，數數看有幾張百元大鈔。」其實演講多了，老狗變不

了新把戲，再加上演講費不高，難免有「青山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

難」的感嘆。雖然演講費是盞盞之數，好歹聊勝於無。銀貨兩訖時，必須

寫領據，要填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甚至郵局帳號。因此我將這些資料

背得滾瓜爛熟，不憚繁瑣的填寫領據。台南某著名大學資訊工程系有位教

授將這些資料列印於貼紙，填領據時只要黏上貼紙即可，作法專業，令人

嘆為觀止。

公家單位請人演講，行政院主計處是有法規的，每場2000元。若是學術

上有特異功能者，可簽案辦理，特別加碼。例如曾獲國內國科會三次傑出

獎，可領到五千元一場。為了增加演講收入，林某人使出吃奶之力，總算熬

到三次傑出獎。於是期望演講時，主辦單位能增加演講費，讓我多撈一點加

菜金。然而每次撕開那個信封，演講費的數目，依然不變，實在令人遺憾。

老蓋仙夏元瑜演講經驗豐富，感嘆道，現代人對演講者的看法和元初蒙古人

對「儒者」的眼光差不多，所謂「八娼、九儒、十丐」，演講者只勝過乞

丐，還不如娼妓呢 (君不見AV女優的收入都比教授高) 。夏元瑜對學校邀請

演講尤其不滿，忿忿不平的說: 「至於各大學不提也罷，大致說起來，越需

要聽演講的地方，給的錢越不像話。」老蓋仙如今已仙逝長眠多年，是否對

「演講費」的爭議已釋懷呢?

教授也可以靠評論文章來賺點外快。17世紀英國文學的泰斗德萊頓

(John Dryden, 1631 – 1700;參見圖四) 引領風騷一世紀，被譽為「英國文學

批評之父」。他建立起後世英國文學 所追求Ancient 和 Nature 的品味標

準。以他的文學聲望之高，仍得靠達官貴族的金錢資助。

有一次，三位貴族誇耀自己的文章寫的最好，彼此爭論，僵持不下。

於是找德萊頓來仲裁。德萊頓讀

完三個人的文章後，說: 「大家的文章都寫得很好，不過多瑟達公爵作品中

的句子最讓我感動。」原來多瑟達公爵在他的文章最後加了一句「如果你

裁定我的文章最好，我就給你500英鎊。」難怪德萊頓會感動。德萊頓對錢

的喜愛重視，顯然不亞於林某人。他在1662年成為英國皇家學會的院士，

卻寧可被除名，不肯繳納會費，於是在1666年被趕出 (expelled) 學會。

法國著名作家尚福爾(Nicolas Chamfort; 1741－1794 ;參見圖五)對金錢

的取捨，顯然比德萊頓的標準較為

高操。尚福爾人緣甚佳，但經濟拮

据。一位支助他的貴族勸導，他應

善加利用他的人緣及學識來多賺點

錢。尚福爾若無其事的回答: 「您認

為我缺乏的東西(錢)，只是我不想要

罷了。」 他年過40，尚未成家，旁

人為他著急。尚福爾卻回答: 「與其

(結婚)適應別人的缺點，還不如(單

身)適應自己的缺點。」態度瀟灑極

了。

圖四: 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於1650
年代成為克倫威爾手下的手下，發表了第

一首重要詩作《英雄詩章》，是為克倫威

爾所作的頌詞。1660年又以《伸張正義》
一詩迎接查理二世復辟(真是搖擺不定的牆
頭草)。文藝復興之後，他成為當時文壇和
批評界的領袖人物，並表達了對新政府的

擁護。他的非戲劇性詩歌多是為了貴族政

府寫的，後來獲得了「桂冠詩人」封號(這
個「利是」可就大啦）。左圖是德萊頓塑

像，位於Northampton圖書館。

圖五: 法國作家尚福爾(Nicolas Chamfort; 
1741－1794)曾說:「只要我們能善
用時間，就永遠不愁時間不夠用(We 
always have time enough, if we will but 
use it ar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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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若想擴大業外收入

的戰果，也可以翻譯專業書

籍，賺點譯稿費。依照行政

院主計處規定，外文譯中

文，每字至少可賺到六毛九

分錢，最高不超過一元四分

錢。中文譯外文則是每字至

少可賺八毛七分錢，最高不

超過一元三毛九分錢。為何

中文譯外文的價碼高於外文

譯中文? 這是傅斯年(1896－

1950;參見圖六)主張直譯歐文

句法，甚至最好是「字字對譯」的影響(請參見拙著《電話翻譯》)。而其遺

緒，就是《自由的蘇活札記》所說的:「英翻中搶餅的人多，競爭激烈；中

翻英搶餅的人比較少，不是每個人的英文程度都能翻出自然的英文。」換

言之，「英」翻「中」，直譯即可，門欄低。「中」翻「英」，必須將譯

文烘培成老英老美的口味才行，門欄就高啦。大概要等到譯稿費的價碼相

同，文化才能平等交流吧? 

當教授的也往往手癢，捲起袖子，寫起本行的專書。我最喜愛的科學

家費米年輕時在羅馬大學擔任教授。他為了增加收入，就寫了一本中學的

物理課本。完稿時，依照義大利出版界的習慣，他收到出版商寄來一千

張出版權頁，要他在上面簽字。費米的太太羅拉回憶: 「費米得意地將他

的橡皮章蓋到書頁上，我則高興地將蓋好了的移開，覆放在一旁，並大

聲計數。每一頁都表示費米可以抽收三點二里拉，是這本書定價的百分

之二十。這樣，這本書雖然不是傑作，卻也達到了多年可以有收入的目

的。」[文獻一]  這個景象真讓人心窩溫暖。

寫書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也增進夫妻感情 

(費米的故事請參閱 [附註一])。我寫了三本

有版權的書，曾經收到出版商寄來的支票

(如圖七所示) ，雖然金額很少，好歹可以貼

補家用。

寫書最高境界是作品被

拿到拍賣場競價。例如馬克

吐溫的小說《頑童流浪記》

(Huckleberry Finn; 參見圖八)初

版有一本作者的簽名加持，曾

賣到17.5萬美金。林某人聽說

某次在拍賣場拍賣費茲傑拉(F. 

Scott Fitzgerald; 1896 

–1940; 參見圖九)較

沒名氣的短篇小說集

《All the Sad Young 

Men》，經他簽名，

竟然也可以喊價到1

萬美金呢。

寫書曠日廢時，

還是寫短文投稿報

章雜誌，錢比較好

賺。我多次投稿《聯

合報》、《中國時

圖六: 傅斯年(1896－1950) 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
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

鐘」；其中，傅鐘啟用後成為台大的象徵，

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

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

用來沉思的。」

圖七: John Wiley出版商寄給林某
人的支票

圖八:《頑童流浪記》(Huckleberry Finn)及其插畫

圖九: 費茲傑拉(F. Scott Fitzgerald; 1896 –1940) 最著名的小
說為《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此書描述
1920年代美國人在歌舞昇平中空虛、享樂、矛盾的精
神與思想，堪稱美國社會縮影的經典代表。費滋傑羅一

生為才華和金錢所困，他曾一度擁有這兩者，卻又全部

失去。他身後文名如日中天，躍登二十世紀美國小說家

數一數二的地位。



閃文集 II 181閃文集 II180

報》，以及《自由時報》的讀

者投書，幸蒙錄用，賺了不少

加菜金。而我收到稿酬最高

的，是登載於《讀者文摘》的

文章，每個字超過3.5元港幣

(參見圖十)。

稿酬古時候叫「潤筆」，

典故出於《隋書鄭譯傳》︰隋

代開國功臣鄭譯因為貪贓納賄

以及不孝順母親(這兩項罪名被

湊在一起，有點奇怪)，遭到貶官。後來隋文帝

楊堅(541－604; 參見圖十一)放他一馬，命令內

史令李德林草擬詔書，恢復鄭譯的爵位。

丞相高熲就開玩笑的對鄭譯說︰「筆

乾。」鄭譯則答道︰「出為方岳，杖策言歸，

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後來《幼學瓊林》更

清楚的定義：「以物求文，謂之潤筆之資。」

古之士大夫，愛裝清高，恥言金錢，就扭扭捏

捏的說「阿堵物」(語見《世說新語》)或「兀那

東西」(語見《金瓶梅》)。以「潤筆」這個詞兒

代替「稿費」，自然高雅多了。

文人墨客接受潤筆的範圍甚廣，除詞、賦、銘、序外，墓誌碑文更是

潤筆的一大來源。號稱「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768－824; 

參見圖十二)，就是靠「諛墓」而收入豐厚。潤筆的形式也很多，例如李白

要酒喝、王羲之愛鵝 (號稱「換鵝書」) 、 蘇東坡吃羊肉 (其實是韓宗儒弄

到蘇東坡的便函， 偷偷去換錢買羊肉吃)。鄭板橋則最坦白，只收銀兩，不

要禮物(參見《教授寫書與稿酬》)。 

審稿也有賺錢機會。我曾參

與教育部通訊教育改進計畫。這

項計畫提供經費給教授寫作與通

訊教育相關的教科書，每個字五

毛八分錢。我擔任審稿員，被要

求去修改撰稿人的書稿。有些教

授的文章「之乎者也」寫了一大

堆，將論說文寫成抒情文。我

只好將之一一槓掉，讓作者少賺

好幾百元，真是罪過。我幫阿拉

伯卡達(رطق)的國科會QNRF審查

改稿，收到的潤筆是美金支票。

QNRF寄出支票後，還會以手機簡訊通知，真是貼

心周到。

而賺潤筆的方式也花樣多端。最常見的方式之

一是打秋風、要盤纏(就如同黑道人物跑路，上門強

迫推銷茶葉一般)，不過當中也有許多佳話。清朝客

家才子宋湘(宋芷灣; 1757－1826; 參見圖十三)某次

途經惠州西湖時，盤纏不足，求助於惠州太守伊秉

綬，伊太守謂：「知君高才，若能五步成聯，聯中

嵌“東南西北”四字，我即給君盤纏。」宋湘望著

西湖 (不是杭州那個西湖;蘇東坡曾被貶謫到惠州，

造訪過惠州的西湖) ，很快就提筆寫出一副對聯：

圖十:敝大作除了登在《讀者文摘》(左圖)外，還
被當期選為作者「代表」，受邀寫感言(右
圖)。感言這部分就沒有稿費啦。

圖十一: 楊堅(541－604); 我本
想畫鄭譯，但手頭沒

有他的畫像，只好畫

隋文帝。

圖十二:韓愈(768－824)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韓
愈寫《送窮文》，說有五個致窮的鬼

在搗他的蛋。這五個纏身窮鬼分別是

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五

個窮鬼跟著他，害他仕途不順，撈不

到大官做。

圖十三: 宋湘(1757－1826) 
反對摹擬，自言

「作詩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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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嶺古人瞻北斗；東坡今日住西湖。」太守大為讚歎，說「曹子建七步

成詩，宋芷灣五步成聯。」趕緊捧出銀兩奉送宋湘。

教授是否能像唐伯虎一般，賣畫賺外快? 對藝術科系的教授而言，這

應該是輕而易舉的外快吧?林某人倒是有一次賣畫經驗。2010年6月20日我

奉網通國家型計畫之

命，赴英國倫敦參加第

1 2屆台英商務聯席會

議。搭上飛機後，才發

現忘記帶信用卡。隨身

攜帶的英鎊，大概夠付

旅館錢，但交通及吃飯

錢就岌岌可危。在飛機

上乾著急，正在沒理會處時，不知不覺畫起貓兒解悶(參見圖十四)。五六個

鐘頭畫了近十幅。同機一位英國旅客看我畫貓，引起興趣，問我畫的是不

是埃及貓。答曰: 「非也，非也，此乃我家的台灣土貓Simba。」該英國紳

士似乎蠻喜歡台灣土貓，以為我靠賣畫維生，問我願不願意割愛，賣他幾

幅。有知音如此抬愛，林某人已感激涕零，理當免費相贈。但念頭一轉，

決定厚著臉皮收錢。該紳士挑走三幅，銀貨兩訖，林某人吃飯的盤纏總算

有一點著落。

中國史上單一潤筆最高的紀錄保持人是司馬相如。陳皇后請他撰寫

《長門賦》，以黃金百斤換來了633字。當時還沒有潤筆這碼子事，因此

陳皇后以買酒的方式送黃金給卓文君，被稱為「作文受賄」。司馬相如擅

長鋪寫誇張，形式上華麗悅人，但在實質內容上，卻近乎空洞。陳皇后失

寵，想拿《長門賦》喚回漢武帝到處打野食之心。漢武帝讀了司馬相如的

文章，悅是悅了，卻未回心轉意，陳皇后白花花的銀兩算是丟入水溝啦。

陳皇后名阿嬌，年輕時受漢武帝寵

愛，有「金屋藏嬌」典故，人老珠

黃後，即使花巨額潤筆買《長門

賦》，也救不了她的婚姻。

稿費最血腥的是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 參見圖十五）的

《我的奮鬥》（Mein Kampf）。希

特勒在愚人節那天，被囚禁在勒奇

河(Lech River)河畔的蘭支爾堡監獄

(Landsberg Prison)裡，口述《我的奮

鬥》，經他人記錄成書。這本書平

均每一個字，讓125人喪失生命。

20世紀誰拿最多稿費? 據說是

195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 ; 參

見圖十六) 。他一生中寫出了45本專

著，幾乎每部著作出版後都被翻譯

成多國文字，獲得如潮好評。《星

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說：「20世紀很少有人比邱吉爾拿

的稿費還多。」 

有心造福社會的教授，「學而

優則仕」是可以抒發抱負的好機

會。例如蘇東坡、袁崇煥都是很

好的例子。白居易(參見《無線通

訊的完美境界》一文)由「學」而

圖十四: 飛機上畫貓咪。

圖十五 :  希特勒（Adol f  Hi t ler，1889－
1945）; (右) 《我的奮鬥》;希特勒
常常緊皺眉頭，搞得身旁部下極為
緊張。1944年一個秋天的早晨，希
特勒顯得異常興奮，不再像往常般
眉頭深鎖，助理向希特勒的醫師打
聽發生啥事，醫師說：「你注意到

不一樣了？是的，我剛剛給他注射

了從公牛睪丸中提取的性激素，可

以讓他打起精神、活力充沛！」

圖十六: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
1965)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The Second World War)一書贏得諾
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通過兩

次世界大戰親身經歷⋯⋯以純熟的母

語對變動的世界作出敏銳反應⋯⋯精

通歷史和傳記的藝術，以及他那捍衛

崇高的人類價值的光輝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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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很有理想的說:「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

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而他也「仕」得十分挫折，最後無奈的說

「不如歸山下，始法種村田」。傳奇作品《枕中記》將「仕」到頭來一場

失望和幻滅，描寫得很傳神。結尾說: 「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

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點醒世人「人生之適，亦如是矣」。有些人

的心態將「仕」當作教授的利是，那就糟糕啦。外國的例子如拉普拉斯，

為了當官而醜態畢露，那就很不值得(參見《勞萊和哈台》一文)。中國將

「仕」當利是的負面例子也有不少，例如號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

王維。王維年少時想在京都大考贏得第一名進士，沒想到第一名已內定為

長安名士張九 。王維知道皇帝佬兒李隆基最聽女兒的話，因此鑽營公主

的門路。公主極好聲色娛樂，而王維不但英俊瀟灑，又精於音律。於是在

一次公主的宴席，王維混入會場大展才藝，贏得公主芳心，自然在會考時

掄元囉。位居高官的王維後來變節，投靠安祿山。安祿山兵敗，他再倒戈

投唐，難怪有人批評他是文人無

行。王維也坑了他的朋友孟浩然

(689－740;參見圖十七)。

孟浩然初到長安，拿他的作

品，請位居尚書右丞的高官「好

友」王維為他引薦唐明皇李隆

基。王維忌妒孟浩然的文才，就

虛與蛇委，而孟浩然卻蒙在鼓

裡。有一次李隆基讀到孟浩然的

作品《歲暮歸南山》，當中有一

句「不才明主棄」，讓皇帝佬兒

不太高興，而王維卻在一旁不幫

孟浩然。孟浩然見狀心中涼

了一截，原來好朋友是這樣

幫忙。於是他摸著鼻子，收

拾行李回老家，不再考慮仕

途。臨別時他寫了一首詩

《留別王維》。詩云: 「寂

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

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

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只

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 

當中「當路誰相假」很清楚

道出他對王維的埋怨。為

了當官這個「利是」，搞到

好朋友都「知音世所稀」，

值得嗎?  孟浩然的真誠好

友是李白 (701－762;參見

圖十八)，兩人共遊黃鶴樓

後，李白不忍孟浩然離去，

寫下有名的《黃鶴樓送孟浩

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

長江天際流。」[附註二] 林某人很嚮往這首詩的場景意境，還特別去了一

趟湖北，拍下黃鶴樓的照片(參見圖十九(右))。雖然我同情孟浩然，對王維

的人品有意見，仍然不得不承認王維的詩寫得比孟浩然好。

圖十七: 孟浩然(689－740) 「留別王維」後，雖然
斷絕仕途，仍於開元二十五年跑到荊州，

進入張九齡幕府，討口飯吃。不久，仍返

襄陽故居。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

陽，訪孟浩然，相見甚歡。當時浩然病疹

發背，醫治將愈。不幸這老頭不知節制，

縱情宴飲，食鮮疾發逝世。

圖十八: 李白(701－762) 出生西域的碎葉（Suyab，位於
今日吉爾吉斯托克馬克附近），大概是個胡人，
因此眼睛的顏色很淡。李白曾經應邀擔任永王李
璘的幕僚。永王觸怒唐肅宗被殺後，李白也獲罪
入獄。幸得郭子儀力保，方得免死，改為流徙
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在途中經過巫山時遇
赦。《舊唐書》記載，李白遇赦後，飲酒過度，
醉死於宣城。關於他的死，還有不同的傳說，我
比較喜歡的說法是，他在舟中賞月，因下水撈月
而淹死 (死得太可愛了)。由於這個傳說，後人將
李白奉為諸「水仙王」之一，庇佑船員、漁民及
水上貿易商旅。南韓首爾大學歷史系教授金秉德
考證，李白是韓國人的後代。為此，他有意向聯
合國提出申訴，抗議中國歪曲歷史，剽竊韓國文
化，並申請將唐詩列為韓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林某人對於這位金教授的豐富想像力，只能甘拜
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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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託
德國之福，收容一堆逃難的科學

家，包括義大利裔物理學家費米

(Enrico Fermi; 1901－1954; 參見圖
二十)，因此能搶先造出原子彈，
狠狠的修理日本一頓。1938年諾貝
爾物理學獎得主費米是美國曼哈頓

計畫 (The Manhattan Project)的重要
貢獻者，該計畫在新墨西哥州的羅

斯阿拉摩斯實驗室研製原子彈。為

了保密，每個在該實驗室的科學家

都必須化名。費米化名為費瑪。有

些人甚至有兩個化名。例如康普頓 
(Arthur H. Compton; 1892 －1962;參
見圖二十一) 。美國國防部規定在
美東他叫科馬斯，在美西則是康思

達克。有一次他由紐約飛到加州，

在飛機上睡著，被空中小姐叫醒，

問他的名字。康普頓向窗外看，不

知身處何地，只好反問空中小姐，

飛機是在美東或美西。

費米是20世紀打通現代物理學任督二脈(亦即理論物理及實驗物理)的最後一
位通才，也是第一位成功在「核反應器」進行鏈反應的科學家。他的學生中

有六位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費米自視甚高，也有很妙的論點。他說:「人
的智力與其身高及相貌成反比」，但承認英俊瀟灑的康普頓是例外。

1994年我與羅斯阿拉摩斯實驗室有研究合作，曾數度飛往新墨西哥州和該
實驗室的研究員討論。羅斯阿拉摩斯實驗室的警備森嚴。因為我不是美

國公民，不准入內，因此該實驗室的研究員必須離開實驗室，到聖大非 
(Santa Fe) 的旅館和我會面。聖大非是充滿藝術氣息的城市，很難和原子彈
聯想一塊。遙望羅斯阿拉摩斯實驗室，回想費米風範，不勝景仰。

[附註二] 本文於2010年6月時完成，當時我正在上海訪問。我住的旅館房間
的床頭上題了一首李白的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

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參見圖二十二(左)) 。我讀「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下意識

很自然的聯想到「故人西辭

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不要問我為何如此聯想) ，
於是在旅館中，將《黃鶴樓

送孟浩然之廣陵》這首詩寫

入文章。

 [文獻一] Laura Fermi, Atoms 
in the Family – My Life with 
Enrico Fermi,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54.

圖十九: (左) 中國發行的《黃鶴樓送孟浩
然之廣陵》郵票; (右) 林某人拍
攝照片中的黃鶴樓是民國以後重

建的建築。黃鶴樓歷經唐、宋、

元、明、清，每個朝代都因天災

人禍被損毀後又重建。

圖二十: 費米 (Enrico Fermi; 1901－1954) 

圖二十一: 康普頓 (Arthur H. Compton; 1892 －1962)

圖二十二: (左)李白的《朝發白帝城》就寫在我的床頭
上，我的助理陳素蓉小姐還問我，晚上睡覺有

沒有夢見李白; (右) 我寫完這篇文章時時正是上
海黎明時分，由房間窗口望出，朝陽正照射到

黃浦江上，心中相當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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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人對離島的通訊技術頗感興趣，2008年曾到宜蘭縣的龜山島勘查

其通訊方式，主要採用微波傳輸線。早期中華電信的微波設備都是國外大

廠的產品，如今則是由國內廠商威創科技(Fiber Logic)生產，相當可喜。

更早期的離島通訊採用海底電纜。海底電纜的架設成本高(需用海纜船架

設)，但維護較易(假如不被弄斷) 。

反之，微波傳輸線的架設成本較

低，而維護較難(微波設備兩端必

須點對點的對準，若是氣候變化

或端點被風吹歪，通訊品質會變

差) 。2010年7月，我挑了另一個離

島小琉球來考察。小琉球(參見圖

一)，荷蘭人稱為「金獅子島」（'t 

Gouden Leeuw Eiland），現稱琉球

嶼，為台灣附近十四個離島中唯一

的珊瑚礁島嶼，名列世界七個6平

方公里以上的珊瑚礁島嶼之一。島嶼北寬南狹，沿岸有隆起珊瑚礁，南部

海岸因斷層而成懸崖。有兩條直線狀地溝帶，一條從東北走向西南，另一

條略作東西走向，兩條構造線相交於島之中央。因此覆蓋在島上的珊瑚礁

石灰岩，分成四塊小台地。

由台灣到小琉球，是在屏東

的東港搭船。東港風景也相當不

錯(參見圖二(左)); 搭上渡海快艇

時，我特別以GPS定位 (參見圖

二(右)) 。我40年前曾搭渡輪到

小琉球，印象甚差，主要是夏日

離島通訊及其應用服務

炎熱，汗流浹背，風浪又大，船身搖晃甚巨，再加上柴油味重，沒兩下就

暈得天旋地轉，頭冒金星。到達小琉球，昏昏沉沉，毫無遊興，好不容易

頭腦清醒了，卻又要返航台灣。當年慘痛經驗，記憶猶新，此次決定要過

夜休息。於是事先和中華電信小琉球會館的蔡昆龍經理連絡，煩請安排住

宿。

搭上渡海快艇後，發現我實在過慮了。船內有冷氣艙位，毫無柴油

味，船身平穩的飛快前進，舒適得很。我一直以iPhone上網定位，沒想到

在海上亦有行動數據服務，Google Map的資料傳輸暢通，想必電信業者考

慮到，漁民在海上

捕魚之餘，亦有閒

暇上網自娛。快艇

在小琉球的白沙觀

光港口靠岸 (參見圖

三(左)) ，岸邊有一

大排漁船，甚為壯

觀(參見圖三(右))。

下岸後直奔在島中央的中

華電信南分會館(參見圖一地圖

中部的標示)。會館的一樓是

中華電信的服務處(參見圖四

(左))，大樓右側為會館的入口

(參見圖四(右)) 。

小琉球會館的住宿設施一

流，房間外是極寬闊的大廳，

擺設雅致(參見圖五(左)) 。會

圖一: 小琉球的地圖; 中華電信有兩個會館，
在島中央的是南部分公司會館，在島南

方的是行動分公司會館。

圖二: (左) 東港風景; (右) GPS定位

圖三: (左) iPhone顯示白沙觀光港口在小琉球的北岸; (右) 港口
旁的岸邊有一大排漁船。

圖四: (左) 中華電信的服務處，大樓左側上方為微
波的圓鼓設備; (右) 大樓右側為小琉球會館
的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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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三樓的統舖(參

見圖五(右))，至

少可容納10人，

整理得相當清潔

舒適，還有數位

電視(MOD)可觀

賞。會館也有單/

雙人房(如圖六所

示 )  ，亦頗有高

級旅館的架勢。

負責會館住宿的

蔡昆龍經理，相

當和藹可親，其

實他真正負責的

是電信業務。蔡經理出身小琉球，和鄉里客戶相處融洽，自然政通人和。

我目睹一位老人家在中華電信的服務處無理的抱怨，而其家人則在旁內疚

的勸著這位老人家，蔡經理仍然耐心以對。小琉球會館假日的住宿頻繁，

蔡經理幾乎是忙進忙出，對每位住客都親切招呼，讓人有賓至如歸的好

感。

中華電信在小琉球的服務相當周到，其他電信業者則無服務處。根據

蔡昆龍經理的說法，小琉球的戶籍人口約一萬三千人，大多外移，真正居

住的人口約6－7000人(小琉球只有國中沒有高中，孩子念完國中後必須到

屏東就學。為了照顧小孩，琉球人大多會在東港置產，就近照顧孩子) 。

難怪電信業者認為小琉球沒有足夠投資服務處的經濟價值。蔡經理說小琉

球有三多: 船長多、廟宇多、校長也多。由於居民當中有80％是漁民，所以

船長特別多 (圖

三(左)這種小漁

船應該有上千艘

吧 )。小琉球漁

業發達，源於日

治時期的動力漁

船發展。隨著日

本政府的南進政

策，臺灣總督府進行海洋試驗船漁業調查的地點轉向南洋海域，小琉球的

漁業也開始現代化 (林某人在研究日據時代台灣的電報通訊統計時，碰巧

在《日據時代台灣統計書》中看到小琉球的漁業統計數據，對於桃太郎的

用心，不得不佩服)。出海討生活，當然要神明保佑，因此廟宇多(參見圖

七)。小琉球的漁業與宗教高度契合，全體島民皆積極參與宗教活動。島上

舉辦三年一科的迎王祭典活動，所有寺廟藉由此祭典表現出其在小島上的

特殊地位。漁民生活辛苦，很多子弟為了脫離討海生涯，轉業進入教職，

因此小琉球出身的中小學老師、校長也多。

蔡經理帶我

到白沙尾海灘，

指出中華電信海

底電纜的出海口

(參見圖八 (左 ) ) 

。由於漲潮，電

纜沉在海底，只

見黝黑的影子(參見圖八(右)中的紅框區) 。據蔡經理說明，由台灣架設到小

琉球的纜線，除了電信線路以外，還有電力線及水管。早在日據時期，台

圖五: (左)小琉球會館五樓房間外的大廳; (右) 會館三樓的統舖

圖六: 會館的單/雙人房

圖七: (左) 碧雲寺夜景; (右)酋長岩旁就有一座廟宇。

圖八: 蔡昆龍經理指出海纜的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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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本島和小琉球間已建置海底電纜，提

供島上居民們的用電。國民政府接收台

灣，日人撤退前炸毀海底電纜，中斷小

琉球的電力供應。接下來三、四十年

間，島上的電力是靠一座迷你的石油發

電廠以分區、限量、限時方式供應，島

上的生活水準較日據時期落後。1980年

代蔣經國視察小琉球，瞭解水電是小

琉球居民們生活最重要的需求。於是找來昔日敗戰國日本的工程顧問，在

其技術協助下，重新完成電力海纜傳輸線的建設。海底電纜的建設成本極

高，因此電信海底電纜逐漸被微波設備取代。圖九中的圓鼓是面對台灣的

微波傳送接收設備，為我國威創科技的產品。

由於我擔任經濟部數位內容的技審委員，對小琉球的觀光資源相當感

興趣，希望能了解資通訊技術如何能和觀光資源結合。小琉球的生態環境

相當可觀，例如「寄居蟹換殼」。蔡昆龍經理帶我們走山徑，在一旁看到

裝水的桶子及大大小小的貝殼(參見圖十 (左))，到了夜間，寄居蟹就跑來挑

新房子 (參見圖十 

(右))。

蔡經理也帶我

們進行「潮間帶」

的生態之旅。潮間

帶(Intertidal Zone)

是在滿潮時為海

水覆蓋，而在退

潮時會露出來的

陸地區域。潮間帶的退潮時間，有時

在午夜12點，而當天則為9點30分。蔡

經理選擇北邊的美人洞海岸潮間帶探

險。我們的運氣好，當晚沒有風浪，

潮間帶沒有水紋波動，能很清楚的觀

察到海底生態。林某人用手電筒照向

淺灘，竟然有條魚抬頭微笑 (參見圖

十一)。海灘最多的生物為盪

皮參 (Holothuria Leucospilota; 

參見圖十二 (左) ) 及陽燧足 

(Furcaster Palaeozoicus; 參見

圖十二(右))。盪皮參吃珊瑚

沙中的有機物、細菌，及動

植物屍體，再吐出過濾後白

淨的珊瑚沙，因此被稱為海

邊清道夫。陽燧足又名蜈蚣

結蛇尾，是海星的近親，同樣有五足，主要的分別在於牠們只有一組獨立

器官在中央盤內，牠們的口部則位於中央盤底部，有趣的是，沒有肛門。

陽燧足遇險時會斷足求生。牠們性喜棲息礁石底下，以有機碎屑為生，和

盪皮參一樣，是海洋中重要的清道夫。蔡經理對海底生物相當熟悉，如數

家珍般的說明，而我們要一一記住，可非易事呢。

小琉球也是浮潛的好地方。浮潛活動，大多在花瓶石海域(參見圖十三

(左))、中澳沙灘或杉福漁港周邊。在專業教練循序漸進的示範指導下，初

次體驗的遊客，也能輕鬆浮潛，觀賞穿游於珊瑚礁間的熱帶魚及其他海底

生物(參見圖十三(右))。花瓶石是塊珊瑚石灰岩，高約9公尺，岩頂上長滿

圖九:小琉球的微波設備，為國產設備。

圖十: (左) 大大小小的貝殼，任寄居蟹挑選; (右) 來看房子的寄居蟹

　圖十一: 微笑的魚

圖十二: 盪皮參 (Holothuria Leucospilota); (右 ) 陽燧
足(Furcaster Palaeozoicus; 又名蜈蚣結蛇尾)



閃文集 II 195閃文集 II194

了臭娘子以及盒果

籐等植物；這海岸

珊瑚礁被地殼隆起

作用抬升，頸部長

期受到海水侵蝕而

上粗下細，看起來

如同插有花草的花

瓶一般，是小琉球

的風景地標。 

傍晚時分，蔡

經理和我坐在島北

端沙馬基的野餐

桌，暢談小琉球的

觀光資源 (參見圖

十四(左))。望著夜

幕漸漸低垂，露營

渡假區的遊客面向海邊烤肉(參見圖十四(右))，可遠眺台灣南端的燈火，氣

氛超high。此時林某人頗想看到對岸街景。我想，如果在這裡架一具「望

遠鏡」，以中華電信的「千里眼」技術，可明察對岸秋毫，豈不美哉。凡

此種種，有許多小點子可將資通訊技術放在觀光上。例如前面提到的「迎

王祭典」、「寄居蟹換殼」、「潮間帶之旅」、「浮潛活動」，都是很好

的題目，可以和資通訊技術深度結合。問題是，如果免費提供服務，遊客

人人喜愛 ; 一談到付費，就傷感情，乏人問津。不計代價的大手筆做法也

有。為了配合馬總統低碳島的施政理念，交通部觀光局規劃斥資八億元，

補助綠島及小琉球，想打造出生態觀光示範島，2013年前將汰舊換新一萬

四千六百輛機車，改為電動車，可減少二千公噸排碳量。然而觀光局技術

組組長張錫聰坦言，電動車必須是兩人座、爬坡力及續航力足夠、且能量

產的產品。不幸目前電動車及電池技術發展未臻成熟，經測試符合旅遊需

求電力的運具有限。更大的問題是，小琉球尚無完善充電基礎設施或電池

抽換產品，無法提供廿四小時市場運作所需的營運條件。林某人對這個計

畫不太樂觀。今日小琉球的民生用電，必須以海底電纜提供，成本高得不

得了，尚且有不定時斷電之虞。要將有限而昂貴的電力用在觀光的電動機

車(數量可是相當驚人呢)，是否划算而能永續經營，令人頗為存疑。

若要以不高的成本強力吸引觀光客，或許應由文化層次做起。例如圖

一的小琉球地圖，可見到「烏鬼洞」這個奇怪地名。《荷蘭統治下的台

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一書曾提到鄭成功有兩隊青年黑人兵（twee 

Compagnien Swarte Jongkens），其中有許多以前做過荷蘭人的奴隸，練習

過燧發鎗。鄭成功克復台澎，驅走荷人後，少數黑奴未及歸隊，逃來小琉

球，潛居山洞。數年後，有英軍小艇在此洞附近之蛤板登陸，觀賞風光。

黑奴乘虛搶物燒艇，並盡殺英軍。英艦發現艇燬人亡，乃上岸搜索。黑奴

潛伏洞中，英國人百般誘脅，仍誓死不出。英國人乃灌油引火，黑奴盡死

洞中，後人稱此洞為「烏鬼洞」。不少學者說台灣曾經有過小黑人(Negro) 

的分布，並以烏鬼洞傳說佐證。另有一派學者考證，「烏鬼」並不是荷蘭

人的黑奴，而是小琉球的原住民，似乎是屬於南島語系Siraya 族的Makatau

一支族。我翻開 《熱蘭遮城日誌》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當中對烏鬼洞有很生動敘述。只要我們多用心，以活潑的方

式將本土性的文化知識傳遞給遊客，必能叫好又叫座。

在夜晚清風徐吹之際，我忽然想起小時候看過的一部電影《秋月茶

室》(Teahouse of the August Moon; 1956年拍攝)， 故事背景是二次世界大

戰結束，日本沖繩島由美軍託管。美國人對當地的風俗習慣和日本文化

圖十三: (左) 花瓶石海域; (右) 浮潛巧遇海參

圖十四: (左) 沙馬基的暢談; (右) 夜幕下的人群在露營渡假區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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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無頭緒，擔任翻譯的沖繩小流

氓佐佐木在夾縫中偷雞摸狗，趁

機左右逢源。這部描寫東西方文

化衝突的喜劇改編自百老匯舞臺

劇，其最大特色是由馬龍．白蘭

度(Marlon Brando, Jr.; 1924 – 2004; 

參見圖十五)扮演日本人，很賣力

地說著一口洋涇濱英語(Chinese 

Pidgin English)，以獨特的演技和

有趣的對白，逗樂觀眾(不過怎麼看他都不像日本人)。這部片子提到如何發

展小村莊的觀光及土產的販賣，情境和今日的小琉球還頗有相似之處呢。

《秋月茶室》劇照，美軍辦公室右方的布告欄寫著「THINK」，就如同今

日政府官員為了執行「馬承諾」而絞盡腦汁。

   

圖十五: 白蘭度 (Marlon Brando, Jr.; 1924 – 
2004)在電影《教父》的造型

最近大家都在高喊雲端運算，談虛擬化(Vitualization) 、負載平衡(Load 

Balancing) 等等。其實這些技術的基本原理，在2、30年前就已存在。例如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平行模擬 (Parallel Simulation)，係以多部計算機來模

擬離散的事件 (Discrete Event) ，在負載平衡上就下了極大的工夫。平行模

擬最大的問題是，許多部計算機要共同模擬一個現象，彼此必須協調，相

當困難。例如用10部計算機模擬一個系統在100分鐘內的變化，這些計算

機必須依時間的次序來模擬事件 (Event)，因此要協調，避免後發生的事，

被先模擬到。我們的研究顯示，協調的成本甚高。有一天我突發奇想，做

了另類思考，如果將前述100分鐘的模擬，切成十份，第一個10分鐘由第

一部計算機模擬; 第二個10分鐘由第二部計算機模擬，以下類推。所有計

算機平行模擬時，彼此之間不需要做任何協調。當它們全部完成運算後，

再將所有10分鐘的結果依序串接回來，就完成整個模擬程序。我將這個方

法叫作Time-Division Algorithm，發表於ACM Transactions on Modeling and 

Computer Simulation這個雜誌的創號刊 [文獻一]，頗受矚目。有不少學者持

續我的研究，但將這個方法改名為Time-Partitioning Algorithm。這個方法其

實並不容易使用。你必須先預測系統在第10分鐘時，處於何種狀態，如此

第二部計算機才能正確的模擬第二個10分鐘。這當中有一些數學理論，不

在此說明。

在電話公司工作時，我曾用Time-Division Algorithm來模擬電信交換機

的效能。後來我有點走火入魔的想，是否可以用這種方法快速模擬人的一

生。例如針對一個20歲的人，我們先假設他在30歲時的狀況(由關西摸骨算

命師提供)，再同時模擬他20-30歲及30-40歲發生的事，豈不有趣? 其實狄

更斯 (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 1812 –1870;參見圖一) 在《小氣財神》

(A Christmas Carol; 參見圖二) 這部小說，就用Time-Division Algorithm對主

角Scoorge的一生快速模擬，然後讓聖誕精靈分段放給Scoorge看。

計算機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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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模擬研究的人，都會忍不住去偷嚐「模擬生命」這個禁果。我20年前

的一位好友傑佛森 (David Jefferson)就是如此。傑佛森超級有個性，喜歡開跑

車飆速，也很會「國罵」。我大部份的「美國俚語」，是向他學來的。他在

UCLA升等為常聘副教授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沒多久，打電話告訴我: 

「Jason, I  “fxxking”  left UCLA.」(Jason是林某人洋學名。) 原來他一升等

就決定換工作，跑去一家公司玩耍子去啦。傑佛森發明了一種很特殊的平行

模擬方法，叫做Time Warp，時間可以倒捲回來的意思(不過Len Klenirock好

像也獨立想出類似的方法)。Time Warp的計算機不互相協調，各自亂跑 (這

和傑佛森的個性很像)。當一部計算機發現跑過頭時，就將時間倒退，並取

消(undo)超前模擬的事件。傑佛森這怪咖後來想到要模擬生命 (我一點都不驚

訝)。他闖入了生物領域，進行人工生命

(Artificial Life)的模擬。

提到生命的模擬，讓我想起史賓格

勒（Oswald Spengler; 1880 –1936;參見

圖三）。他在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沒

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

書，針對世界大戰的來臨，作反省與

體認，震撼了歐洲文化界。根據史賓格

勒的說法，文明生長過程如同有機

體，不斷地由誕生、成長、成熟、

衰落再進入死亡；每一種文明都是

自我生長與獨創的有機體，它們都

無例外地將經歷春、夏、秋、冬而

最終死去。我一直在思考，根據史

賓格勒的歷史循環論、文明宿命論

與文明多元論，應該可以修改傑佛

森的軟體，改寫出很精彩的計算機

程式來模擬文化的演進。

蘇格蘭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 –1881;參見圖四)更提

到: 「歷史循環著毀滅與再生。」這

不就是隨機程序(Stochastic Process)

圖一 :  狄更斯  (Char les  John Huffam 
Dickens ; 1812 –1870)曾親筆簽名於1865
年寫的小說《我們共同的朋友》 ( O u r 
Mutual Friend) ，這本簽名書在2009年的佳
士得拍賣場(Christie's)賣出12.25萬美元天
價。大家認為這本簽名書彌足珍貴，因為

在19世紀前出版商還沒有發行可供作者簽
名的「成品」著作呢。狄更斯的幽默事蹟

甚多。某次他在河邊釣魚，有人走過來問:
「先生，你在釣魚?」「是啊。沒釣到一條。」狄更斯很遺憾的回答。他接著說「可是昨
天，在這個地方，我釣到了十五條魚。」「噢!」那個人狡黠地笑說，「先生，你知道我
是誰嗎? 我是這個地方管魚的，此處嚴禁釣魚!」說著他準備記下狄更斯的名字開罰單。 
「那麼，你知道我是誰嗎?」狄更斯說，「我是作家狄更斯。所以，你不能罰我的款。」
那個人問:「為甚麼?」狄更斯說:「別忘了，我的職業本來就是虛構故事。」

圖二: (左)《小氣財神》(A Christmas Carol)封面是Saul於1895年所繪; 這本書是我家小孩7
年級上課的教材，我將之拍照，在本文正好派上用場; (右) A Christmas Carol 郵票

圖三: 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 
–1936）

圖四: 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 –1881); 
狄更斯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 ies）大量參考了卡萊爾的《法國
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狄更斯在《雙城記》的序文
寫道：「無人能在卡萊爾先生那本了

不起大作的哲理中加入任何東西。」

卡萊爾的觀念「歷史循環著毀滅與再

生」很貼切的在《雙城記》主角卡頓

（Sydney Carton）的生和死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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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再生程序」(Renewal Process)? 卡萊爾提出歷史的特性正適合計算機

模擬，尤其是林某人發明的Time-Division Algorithm呢。

歷史「偶然性」與「必

然性」的爭論，也可由計算

機模擬來探討。胡適(1891－

1962 ;參見圖五(左))主張偶然

性支配歷史，相信所謂的蝴

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他

說，「吐一口痰可能毀滅一

村一族。」而霍爾巴赫 (Paul-

Henri Thiry, Baron d'Holbach; 

1723 –1789;參見圖五(右))則

持相反看法，主張歷史的必

然性，認為「我們是將看不

出同原因相連繫的一切結果

歸之於偶然。」

奇妙的是，霍爾巴赫巴

赫最後的結論，和胡適的主

張殊途同歸。對於這個現

象，恩格爾(Friedrich Engels;1820 –1895; 參見圖六)打趣道: 「以完全否定偶

然性的辦法來對付偶然性，不但達不到目的，反而將必然性降低為純粹偶

然性的產物。」若以計算機模擬，會發現歷史過程這種「再生程序」具有

穩定性。一般而言，小事無法造成重大的影響; 換言之，胡適和巴赫的結

論畢竟僅是臆測，無法有力佐證的。當我執行Time-Division Algorithm模擬

時，也很清楚的觀察到類似的現象。   

圖五: (左) 胡適(1891－1962 ); (右)霍爾巴赫(Paul-
Henri Thiry, Baron d'Holbach; 1723 –1789) 

圖六: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 –1895)

前述傑佛森的程式運用了模擬領域中很重要的「蒙地卡羅方法」，這

個方法也有很有趣的歷史[文獻二]。蒙地卡羅方法 (Monte Carlo method) 的

觀念簡單，但計算成本昂貴，必須大量的重覆產生亂數，才能得到正確結

果。這個方法無法用人工筆算，因此剛提出時，很少人採用。直到具有快

速運算能力的計算機普及後，蒙地卡羅方法才被重視。蒙地卡羅模擬的一

個例子說明如下: 假設在一平方公尺的方型區域中，有一個圓圈。利用蒙地

卡羅方法，可以算這個圓圈占方型區域面積的比例。作法是以亂數產生許

多點，落在方型區域中，然後算出有多少點落在圓圈內。假設在一萬點的

亂數中有3800點落在圓圈內，那麼我們就估計這個圓圈占方型區域面積的

38%。蒙地卡羅方法是一位波蘭數學家厄蘭(Stanislaw Ulam ; 1909 –1984;參

見圖七 (左)) 於1946年玩紙牌遊戲Solitaire時想出來的。他用大量亂數來估

算贏牌的機率，因此以摩洛

哥(Monaco)最著名的賭場蒙

地卡羅 (Monte Carlo Casino; 

參見圖七(右)) 來命名。

厄蘭當時參與製造原

子彈的曼哈頓計畫  ( T h e 

Manhattan Project)，因此想

到可以用蒙地卡羅方法來模

擬核分裂材料中的中子

擴散(Neutron Diffusion)

運動。他告訴上司范紐

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參見圖八），

並開始設計運算的模擬程

圖七: (左) 厄蘭 (Stanislaw Ulam ; 1909 –1984); (右) 
Monte Carlo Casino

圖八: 范紐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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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匈裔美籍數學家范紐曼是20世紀少見的數學天才，在許多基礎領域都

有重要的貢獻。他於1940年代積極參與美國的各項國防計畫，也是曼哈頓

計畫的主要成員。這類計畫有太多未知數，因此採用計算機來模擬預測，

是很自然的想法。

曼哈頓計畫中更重要的一個成員是波爾(Niels Henrik David Bohr; 1885 

–1962) [附註一]。他提出量子理論 (Quantum Theory) ，獲頒諾貝爾獎。波

爾學派認為量子具備機率

性，因此可用蒙地卡羅方法

來模擬量子的行為。讀者諸

君可由ourworld.compuserve.

com網站 [文獻三] 找到這方

面的計算機模擬程式。然而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參見圖九)不相

信量子行為有機率性，和波

爾有世紀大辯論。愛因斯坦

說:「老波啊，上帝不會和

你玩骰子的啦。」波爾反擊:「老愛

啊，你少管上帝的閒事 － 別教上帝

如何丟祂的骰子。」 (Einstein, stop 

telling God what to do with his dice.) 

這個爭論，范紐曼也參了一腳，過

程曲折，可寫上一本書。讀者諸君

可參考他的傳記，我就不在本文細

表。其實計算機模擬的一個重要假

設是「上帝會丟祂的骰子」。因為有此假設，我們才能根據機率來模擬量

子行為或生命的演化。

計算機模擬生命，也模擬敵對廝殺: 主要是國防應用，例如戰爭推演。

2009年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舉辦學術暨實務研討會，邀請我擔任「前瞻資訊

管理新遠景，致力國軍資通新作為」的與談人。我請威創科技的李怡德博

士提供資料，針對作戰網路相關議題，提出看法。美國於1996年開始建置

C4ISR架構平台(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Computers,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Architecture Framework)，對作戰思想做根

本的轉變，由武器平台中心的戰法轉變為網路中心的戰法，借由一個概括

架構指導原則的建立，提供美軍一個經濟有效，且互通順暢的軍事網路基

礎。C4ISR於2002年至2007年演進為所謂的GIG (Global Information Grid)，

將美軍陸、海、空、太空等所有諸網路聯結成一全球網，被美國三軍稱為

「萬網之網」。 

而整個作戰網路平台，必須連結到兵棋推演機制，係利用計算機來模

擬戰爭，快速產生不同的情境(Scenarios)，提供指揮官決策。我的好友，喬

治亞理工學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Professor Richard Fujimoto，

就是這方面研究的高手。1983 年由John Badham導演了

一部電影《戰爭遊戲》(War Games)，描述電腦駭客入

侵美國國防部的戰爭模擬電腦。這部電腦可以隨時模

擬美蘇戰力部署，建議作戰決定，甚至會主動發動戰

爭。最後電腦失控，幾乎造成美蘇大戰。

這部電影的劇作家為拉斯克 (Lawrence C. Lasker; 

b. 1949; 參見圖十一)  很有創意的指出電腦已能進

行認知心理層的模擬。有趣的是，這個部分在真正

的「萬網之網」GIG 架構平台，亦有明確定義。這

圖九: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
《相對論》實在太深奧，因此在當時有一句表

達令人迷惑的口語是「對我來說，這根本是

"愛因斯坦 "」 。有一次愛因斯坦恭維卓別林
(Charles Spencer Chaplin; 1889－1977;參見圖
十)，說: 「卓別林先生，您真偉大，無人不知您
的表演。」卓別林回答:「愛因斯坦先生，您才
偉大，無人聽懂您的理論。」

圖十: 卓別林 (Charles Spencer Chaplin; 
1889－1977)

圖十一: 拉斯克 (Lawrence C. 
Lasker; b. 1949) 因
《戰爭遊戲》被提

名奧斯卡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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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福音>7:12「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銀律」(Silver Rule)語出《舊約》<出埃及記>21:24「以眼還眼，以牙還

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而「鐵律」就是「己所不欲，先施於人」，

外在表現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結果最成功的是模擬「銀律」的Tit-for-Tat程式。這個程式一開始採取

合作，若對方也肯合作，接下來則仍採合作策略。若對方吃你豆腐，那麼

下一步你就佔回便宜。在實驗中，實施金律的程式一敗塗地，屍骨無存，

可見先總統蔣公對日本「以德報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實施鐵律策略的

程式一開始也有不錯的表現，但長期下來，所有被它吃豆腐的人不是死

了，就是躲它遠遠的，它最後也沒戲唱。邱宏義舉了一個鐵律例子，就是

石油大王洛克斐勒(John Rockefeller; 1839 –1937)。他專耍先下手為強的手

段，整垮所有對手，成為最有錢的人。但他的手段未免太狠，大夥都不敢

恭維。洛克斐勒也知道自己以前做事實在不上道，因此在退休後的餘生，

致力於慈善事業補過。然而他過去的作為仍然禍貽子孫，他的後人能力再

強，條件再好，想選總統都選不上。這種「禍貽子孫」的結果，從計算機

模擬是得不到答案的。

[附註一] 丹麥人波爾(他的肖像請參見《電信預測》一文)被公認為20世紀
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好友們都親蜜的叫他「尼克叔叔」。波爾早期的思

是存在於作戰人員認知心理層與

思想上的領域; 一方面要考慮感

知、理解、信仰與價值觀，同時

也要考慮在壓力下能理性地作

出正確決策的優異心理素質。

一般人工智慧的模擬以搜尋為

之，最早由紐韋爾(Allen Newell; 

1927 －1992; 參見圖十二(左))及

賽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 

1916－ 2001; 參見圖十二(右))發

明，兩人因此同獲圖林獎。

而第一個實際的人工智慧系

統是由費根鮑姆(Edward Albert 

Feigenbaum; b. 1936 ;參見圖十三

(左))及瑞迪(Dabbala Rajagopal 

"Raj" Reddy; b. 1937 ; 參見圖

十三(右))實現，稱為「專家系統」，是一種智慧型的電腦程序，能運用知

識與推理來解決只有專家才能解決的複雜問題。他們也因為這一個貢獻榮

獲1994年的圖林獎。然而戰爭遊戲需要模擬的參數甚多，至今仍然無解。

可見計算機模擬的應用博大精深，有許多題目值得深入研究。

以電腦模擬人類行為，也常用於社會學。密西根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愛

梭羅德(Robert Axelrod; b. 1943) 在1980年代進行一連串電腦模擬實驗，找

一群專家寫出不同電腦程式，模擬人類行為，讓這些程式互動，合縱連

橫，看哪個程式最後會勝出。這些程式有些模擬「金律」，有些模擬「銀

律」，有些更模擬「鐵律」。所謂「金律」(Golden Rule) 語出《新約》<馬

圖十二: (右) 紐韋爾(Allen Newell; 1927 – 1992) ; 
(右) 賽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 1916 – 
2001); Turing Award (1975) Citation: In joint 
scientific efforts extending over twenty years, 
initially in collaboration with J. C. Shaw at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subsequentially with 
numerous faculty and student colleagues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they have made 
basic contribution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cognition, and list 
processing.

圖十三 : (左 )費根鮑姆 ( E d w a rd  A l b e r t 
Feigenbaum; b. 1936); (右)瑞迪
(Dabbala Rajagopal "Raj" Reddy; b. 
1937) Turing Award (1994) Citation: 
For pioneering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large sca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demonstrating 
the pract ica l  impor tance and 
potential commercial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閃文集 II 207閃文集 II206

想深受19世紀宗教哲學家，也是
存在主義哲學之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參見圖
十四）的影響。雖然波爾不盡然完

全同意齊克果的看法，他的確熟

讀齊克果1845出版的書《生命道
路的各個階段》（Stages on Life's 
Way）。諸位讀者可能不知道，波
爾是李國鼎的師兄，兩個人都曾經

接受過拉塞福 (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 的指導。基於拉塞福
的理論基礎，波爾發展出量子理論 
(Quantum Theory)，也因此於 1922
年獲頒諾貝爾獎。他的兒子 
Aage Niels Bohr也是諾貝爾獎
得主，成為物理史父子檔的一

段佳話。

波爾最厲害的學生是海森

堡 (Werner Heisenberg; 1901 
–  1 9 7 6 ;參見圖十五 )。他是
建立量子動力學  (  Quantum 
Mechanics) 的最重要人物。1941年
波爾和海森堡討論原子彈的可能

性。海森堡後來成為德國納粹原子

彈計畫的主持人。日本也於1941 年
開始研製原子彈，計畫的負責人

則是接受過波爾訓練的仁科芳雄 
(Yoshio Nishina; 1890 – 1951;參見圖
十六)。仁科芳雄後來指導了日本

第一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湯川秀樹 (Hideki Yukawa) 。

由於教出懂原子彈理論的德國及日本徒弟，波爾深深憂慮軸心國會發展出

威力強大的武器。因此於1943年逃到美國後，就參與催生了曼哈頓計畫，
在新墨西哥州的羅斯阿拉摩斯實驗室指導美國科學家研製原子彈。為了

保密，每個在該實驗室的科學家都必須化名 (這個故事參見《教授的「利
是」》一文。波爾的化名是尼可拉斯•巴克。不過認識他的好友都叫不習
慣，仍然暱稱他為「尼克叔叔」。

波爾死後葬於哥本哈根的公墓，與齊克果及安徒生  (Hans  Chr is t ian 
Andersen; 1805–1875) 為鄰。化學元素Bohrium（Bh）係因為紀念波爾而
命名。波爾生前最後一篇論文《Light and Life revisited》 (Licht und Leben-
noch einmal) 發表於1963年(他去世後一年)。我相信齊克果的《Stages on 
Life's Way》讓波爾臨死之前對生命仍充滿好奇。而我呢?也對生命如此迷
惑，也許有一天，會忍不住，再寫模擬程式，探究光怪陸離的生命。

[文獻一] Lin, Y.-B. and Lazowska, E.D. A Time-
Division Algorithm for Parallel Simulation. 
ACM Transactions on Modeling and Computer 
Simulation, 1(1):73-83, 1991(參見圖十七)

[文獻二] Rubinstein, R.Y. Simulation and Monte 
Carlo Simulation, Wiley, New York, 1981.

[文獻三] 資料來源: http:// ourworld.compuserve.
com/ homepages/ anima/ quantum.htm

圖十四: 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
1855）; 右圖是年事已大的齊克果，
和年輕風流倜儻的模樣大不相同。他
寫了被稱為有史以來最長，也最隱晦
難懂的情書《非彼即此》(Either/Or)
給愛人奧森(Regine Olsen)。結果奧
森離他而去，和別人訂婚，而《非彼
即此》則變成現代存在主義的聖經。

圖十六: 仁科芳雄 (Yoshio Nishina; 1890 – 1951)

圖十五: 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1901 – 1 1976)

圖十七: ACM Transactions on 
Modeling and Computer 
Simulation的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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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博物館在十八世紀時首創

於歐洲。就林某人的認知，公立博

物館肇始於1753年，英國獲得一批

私人收藏，並於1759年公布於世，

讓群眾欣賞。這群觀眾被稱為「觀

光客」(Tourist) ，此一名詞在1800

年後，正式加入了歐洲詞彙。數十

年後，公立博物館的功能更因為

湯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 1788 – 1865;參見圖三)而發揚光大。湯

姆森15歲時就有機會整理古物。1819年時他開張了一所博物館，將一綑綑

未經標示的什物井井有條的分類，而其編排毫無前例可循。湯姆森根據小

時候在父親貨倉幫忙堆貨的經驗，將文物分為三堆:石器、銅器，與鐵器。

湯姆森以業餘者的角度來看，

石器似乎比金屬器具年代久

遠，而銅器又比鐵器久遠。於

是提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

與鐵器時代的觀點。當時的學

者都嗤之以鼻，駁斥湯姆森的

謬論。他們認為窮人用石器，

有錢人用銅鐵器，才是王道的

推論。湯姆森的學生華沙(Jens 

Jacob Asmussen Worsaae; 1821 – 1885;參見圖四)在丹麥貝塚(Midden)挖掘遺

跡，終於肯定了湯姆森的「三大時期」學說。湯姆森高興的稱讚他的愛徒

是「天堂突擊兵」。而華沙也當之無愧的被世人譽為「第一位職業考古學

家」。之後博物館的運作日趨成熟。

1871年12月 23日，日本派出將近三分之一的重要閣員前往歐美各國考

察。此一考察團由外務大臣岩倉具視（いわくら ともみ; 1825－1883;參見

圖一）率領，成員包括伊藤博文、大倉喜八郎等重量級人物，其考察報告

後來成為明治維新的關鍵。

我讀其報告，當中有一段寫

著「西方的博物館為東方所

沒有，這些博物館是啟發國

民心智的手段」。這一段

話，讓我大感驚訝，因為

博物館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想

法，東方應該遠在19世紀前

就有此概念。

我仔細詳查，發現岩

倉考察報告是正確的。馬

爾羅(André Malraux; 1901 

–  1976 ;參見圖二 )在其著

作《沒有圍牆的博物館》

(Museum without Walls)中提

到: 「亞洲只有在歐洲的影

響之下，很晚近才認識什麼

是博物館。」在中國，藝術

品不會被公開展示，而是在

少數饒富雅緻的收藏者手中把玩。因此藝術鑑賞一直是少數貴族的特權，

中國的普羅大眾是無緣分享的。博物館的興起，讓一般老百姓能增廣見

聞，自然成為啟發國民心智的最佳手段。

電信博物館

圖一: 岩倉具視（いわくら ともみ; 1825－1883）和
我同一天生日。

圖二: 馬爾羅(André Malraux; 1901 – 1976)是作家，
曾任法國文化部長，代表作《人的價值》 (La 
Condition Humaine) 詳述上海四一二事件，榮獲
1933年法國龔古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他逝
後葬於法國巴黎先賢祠。

圖四: 華沙 (Jens Jacob Asmussen Worsaae; 
1821－ 1885)

圖三: 湯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 
1788 –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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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博物館經歷千辛萬苦的摸索建立，打下良好基礎，現代的博物館

才有系統化的準則依循。今日社會上有不少企業創辦博物館，豐富了博物

館的種類，同時對企業自身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有促進作用，因為企業可以

藉由博物館的各種展示與宣傳活動提升形象，擴大其知名度。以更高層次

觀之，一個企業的地位不僅要看其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與價值，更要看

這個企業在本身行業的文化建設能力和貢獻。而評價一個企業的地位和所

扮演角色，博物館是很好的指標。與其他行業相比，電信在企業文化的塑

造，可以走的比較快，特別是經由「企業博物館」的呈現。

電信公司成立博物館的例子包括諾基亞(Nokia)

及易利信(Ercisson)。諾基亞博物館(Nokia Museum)

位於芬蘭的赫爾辛基(Helsinki Finland)。由博物館

的展示，我們可了解這家公司如何發跡。1865年，

「諾基亞」成立於「只有人與樹」的芬蘭諾基亞河

（Nokia River）沿岸，當時是一家林業公司，創辦

者是依德斯塔姆(Knut Fredrik Idestam; 1838 –1916;

參見圖五) 。依德斯塔姆原本是採礦工程師(Mining 

Engineer)，二十五歲時到德國進修金屬課程，看到

以木材為造紙原料的新發明，心想芬蘭有廣大的

森林資源，可以供應造紙的原料。於是馬上向德

國工廠訂購了一部新式造紙機器設備，在芬蘭掛

牌營運。

公司取名為諾基亞（Nokia;公司Logo參見圖

六），源自於古芬蘭字「Nois」。Nois是一種棲

息在諾基亞河兩岸類似遠古貂鼠的小型黑貂。

1871年，依德斯塔姆將自己的林業公司和一家電

纜公司合併，進入電子領域。諾基亞的經營相當成功，財源廣進，成為芬

蘭紙業王國中的巨擘。依德斯塔姆於1896年自諾基亞退休，1916年這位創

辦人死後，經營權逐漸轉手，終結其近五十年的早期霸業。

1866年到1970年間，芬蘭的政治走向飄搖不定，也影響到諾基亞的經

營狀況。1918年開始，諾基亞的股份陸續出售。1922年經營易主，加入電

腦和橡膠，經營狀況不若往日興盛。這一個時期，諾基亞的紙業漸漸無利

可圖。1966年公司改組為一個大集團，採取多角化經營的政策，因而逆轉

勝，穩定了公司的運轉。諾基亞公司在當地建設最大的工業設施，並雇用

大量居民。為了表彰諾基亞的貢獻， Pohjois-Pirkkala鎮於1938年改名為諾

基亞鎮。1977年，諾基亞鎮升格為諾基亞市。諾基亞市的市徽上是一隻黑

貂爬行於一條藍溪中。此後，諾基亞就像這隻黑貂，走過了漫長的發展道

路，不斷剝離非核心業務。

例如電纜事業漸漸不再成為重點後，諾基亞的電子產品便起而代之。諾基

亞於1969年製造出全世界第一隻符合CCITT標準的30-channel PCM通訊設備，並

於1981年開始在北歐諸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營運世界第一個跨國的行動通訊

服務(以車用行動電話為主)。以此為基礎，諾基亞進軍

通訊設備的國際市場。由於電子通訊產品是國家重要的

策略性產業，受到各國政府的保護，國外產品不易打入

市場。諾基亞集團總裁維斯特蘭(Bjorn Westerlund; 1912 

–2009;參見圖七)手腕極佳，和蘇聯維持很好的政商關

係，電纜不斷的銷往蘇聯。該集團的產品包括電力、電

纜、橡膠、電腦、電視等。維斯特蘭的領導風格自成一

套，不喜歡看報告或備忘錄，也不喜歡正式系統的報告

管道，而是要求部屬親自向他做個別成果報告。他也喜

歡親自處理客戶的高層關係。

圖五: 依德斯塔姆 ( K n u t 
Fredr ik  Idestam; 
1838 –1916)

圖六:（上）諾基亞公司早期
Logo ; (下) 諾基亞現在
的Logo。

圖七 :維斯特蘭 ( B j o r n 
Westerlund; 1912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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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諾基亞將傳統產業（衛生紙、橡膠鞋、電纜）與通訊科技部

門分割，並做出了以行動通信為核心業務的決定。最後終於開花結果，轉型

成獨步全球的手機巨擘，成為行動通訊產業的一方霸主。在1999年之前，諾

基亞就很有遠見的配合芬蘭政府的「投資導向經濟」，選擇發展電子產品，

採取進軍全球市場的策略。後來芬蘭政府改採「創新導向經濟」，諾基亞亦

緊緊追隨此政策，邁入行動資訊社會與全球化。人煙稀少的芬蘭，能夠成就

了世界級的大公司諾基亞，主要是能善用資源，以及公司能配合政府政策，

抓住產業脈動。在Nokia Museum參觀展示的各項電信產品，據以驗證該公司

的發展歷史，讓人益感親

近及敬佩。

另一家電信大廠易利

信的博物展區(Lars Magnus 

Ericsson Memorial Room at 

the new Telecom Museum)

位於瑞典的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1976年瑞典

國王古斯塔夫16世(King Carl XVI Gustaf ; b. 1946;參

見圖八)還特別為這博物展區剪綵呢。

這個博物展區以公司創辦人易利信命名。易利

信(Lars Magnus Ericsson; 1846 – 1926;參見圖九)出身

於瑞典的窮鄉僻壤。十二歲時喪父，當礦工維生。

他於1867年來斯德哥爾摩，到Öllers & Co這家公司

擔任產品製造員，負責生產電報設備。由於表現優

異，於1872－1875年間獲得獎學金到國外進修，也

曾在西門子(Siemens & Halske)工作一陣子。他在

1876年歸國後，將一間廚房改裝，成立了一個小工作室，拆解貝爾及西門子

的電話機，加以仿製。他最初將電話機定位為有錢有閒人的玩具，不相信

這玩意兒會大賣。1883年他成立易利信公司(Ericsson Corporation)，靠電話

產品大賺一筆。易利信個性嚴格(Demanding)，在做生意時極為小心，常常

抱持懷疑的態度，但對員工相當尊重，個人也不願意被偶像化。根據公司

官方文史資料，他討厭成為公眾人物，甚至在1926年去世時，要求不立墓碑

(林某人不懂的是，他若是如此低調，怎麼會將公司取為自己的名字呢?)。

易利信反對專利的觀念，也不在乎別人仿製他的電話產品(反正當年易利信

的電話也是仿製他人的) 。

大型電信公司之間最有趣的現象是，常常因為不公平競爭而互相提出法

律控訴。這些故事的來龍去脈也可以在電信博物館看到蛛絲馬跡。例如2005年

時易利信、諾基亞等公司共同對高通(Qualcomm)提出反壟斷控訴(Antitrust; 亦

有人音譯為「反托拉斯」) ，認為

高通在其3G技術收取不合理之專利

使用費。歐洲政府於2007年對此指

控展開調查。亞洲也有類似控訴，

但最後韓國及日本政府都判決高通

無罪。易利信及諾基亞只好無奈的

撤回他們的控訴。

在當年產業集中的環境下，

部份公司實際成為「托拉斯」

的形式，有些人將之視為正常

且有利的演變。即使是思想先

進的新聞記者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866–1936;參見圖十)也評

圖八:古斯塔夫16世(King Carl XVI Gustaf ; b. 1946)

圖九: 易利信(Lars Magnus 
Ericsson; 1846－1926)

圖十: 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866－1936)是
美國新聞工作者和改革家，以揭露醜聞著
稱，發表的的文章，彙編成《城市的恥
辱》（Shame of the Cities），於1906年
出版，揭發政治家和大企業之間的腐敗行
為。他到處演講，引起公眾的興趣，尋求
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和措施。在訪問革命
後的蘇聯，史蒂芬斯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I have seen the future and it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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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道：「托拉斯是我們社會與經濟條件下自然、不可避免的趨勢，沒有人能

命令他們不這麼做。」

隨著時代演進，越來越多人抱持和史蒂芬斯不同的看法。他們相信只

有法律改革才能確保大型與小型公司之間的自由競爭，以及財富、權力的

公平分配。美國改革的呼聲愈來愈高，有些州針對眾所周知的托拉斯，採

取法律行動抵制。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當時的大咖如標準石油公司，

只要遷移到改革力量較小、商業法較為鬆散的州繼續經營即可。同樣的反

壟斷控訴，電話公司AT&T則於1980年代被打散。林某人閱讀美國電話博

物館的典藏文獻，對於整個事件的發展，猶如歷歷在目(參見《閃文集》的

文章「貝爾電話公司與葛林法官」)。

在中國，電信博物館也很受重視。1983年中國郵電部批准籌建中國郵

電博物館，1998年竣工。2001年時國務院落實郵電分營、電信重組的政

策，將中國郵電博物館更名為中國電信博物館。館內有清末的龍圖案電

話機、韋斯登重錘式電報機、共電式人工交換機等，都是難得一見的珍

品。中國電信公司 (China 

Telecom)在上海及杭州等地

也都有自己的文化博物展

館。上海電信博物館的展

館位於外灘，係丹麥大北

電報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於1921年建

造的電報大廈（今延安東路

34號; 參見圖十一(左)）。

2010年8月，林某人和

中華電信研究所的涂元光所

長參訪中華電信的上海辦事

處(參見圖十一(右)) 。在中華

電信上海代表徐建明先生的

安排下，我有幸拜會上海電

信博物館副館長肖昕路女士

及編研管理王雙喜先生(參見

圖十二)。兩位博學多聞，敘述條理分明，在很短的時間就讓我能深入了解

上海電信博物館的文物。

當中有許多有趣的展示，例如1931年上海提供的114查號服務。當年

上海電話公司使用旋轉檔夾查號(參見圖十三(左))，一直沿用到1980年代末

期。那個年代的上海人撥打114查電話號碼，話務員就用兩個巨大的環形

「旋轉檔夾」來搜索號碼。每個檔夾上嵌入450片檔格片，每一片上都密密

麻麻橫插著戶名條(參見圖十三(右))，話務員工作時需要背誦相關的查詢口

訣，方能快速找

到目標號碼。一

位熟練的查號員

僅需20秒就能找

到電話號碼。

在展示的文

物中，我特別注

意到一本《首屆電信紀念日特刊》(參見圖十四(左))，是相當有歷史意義的

文件。1863年(同治2年)英、法公使向清廷建議引入電報。當時老百姓迷信，

謠傳電報桿一根根戳在地上，像吸管一般，會被洋人吸走中國的地氣，破壞

風水。當時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也認為電報「於中國毫無益處，而貽害於無

窮」。 崇厚是外交蠢材，竟然會當上三口通商大臣，實在是中國的不幸。洋

圖十一: (左)上海電信博物館是當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
在外灘建造的電報大廈，林某人參觀展館的

面積約1300平方公尺。我在拍攝照片時，正
急著趕搭飛機，只能隨手拍兩張，無法拍到

整棟大樓的全貌，相當遺憾；(左) 由左至右
為陳元凱、涂元光、林某人、徐建明、王余

煥、莊宗清

圖十二: 由左至右為肖昕路、林某人、徐建明、王雙喜

圖十三: 早期上海的114查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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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見中國人不可理喻，就霸王硬上弓。一家專門作海運的英國公司利富洋行

於1865年違法架設電報，沿著川沙廳（今上海浦東）小岬到黃浦江口金塘燈

塔間大搖大擺的豎起了227根桿子的專用電報線路，長達21公里。

洋人蠻橫，卻栽在蘇淞太兵備

道丁日昌（1823－1882; 參見圖十四

(右)）手中。丁日昌個性耿直，有勇

有謀，面對洋人，以理折服，不稍

退讓，硬是拆掉了中國第一條電報

線路。然而丁日昌並非崇厚之流的蠢

材，深知電報的重要，和洋人作了原

則性約定，只要手續完備，可以允許

他們設置埠內專線。這個決定對中國

電信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

1880年（光緒6年），北洋通商

大臣李鴻章奏准籌設津滬電報線，委派盛宣懷為總辦。隔年成立中國電報

總局，並於同年12月28日完成了由天津到上海的電報路線，開放提供民間

的收發電報服務，這是我國公眾電信事業的肇始(軍用電信更早; 參見《閃

文集》第138、139頁)。為了紀念這一天，交通部於民國36年將12月28日定

為「電信節」，並於當年出版《首屆電信紀念日特刊》。特刊封面的設計

簡單，是一個電信局的Logo。這個Logo對林某人有特殊意義。我小時候收

藏的第一張郵票是深藍色的「電信75周年紀念郵票」(面值四毛; 參見圖十五

(左)) 。當時最大心願就是集滿一整套郵票，拼命在父親的信封堆找，只要

看到電信局的Logo，眼睛就會一亮。這個Logo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大陸當

然不會再採用。而台灣在電信自由化後成立中華電信，也將這個電信局的

Logo繳回交通部，今日在市面上已幾乎看不到了，讓林某人悵然不已。

話說1881年中國電報總局成立，架設津滬電報線，提供民眾服務，卻

只經營四個月。大概是承辦業務的公務人員，沒有商業營運經驗，搞得虧

損甚大。1882年（光緒8年）改為官督商辦，招股集資，以分年繳還官辦本

銀（湘平銀17萬8700餘兩）的方式進行。有商業頭腦的盛宣懷等人集股湘

平銀八萬兩，承接了商辦電報業務(圖十五(右) 是當時上海電報局的招牌)。

1884年（光緒10年），總局由天津移至上海，這樣比較方便和外商公

司交涉折衝電報權利事宜。這段期間電報總局也統籌全國各省電線的架

設。有趣的是，中國甚至還撈過界，幫助朝鮮興建電線二千餘里。其實這

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沒有槍聲的前哨戰。1885年清廷很不智的和日本

簽訂《天津條約》(又稱《朝鮮撤兵條約》)，讓日本獲得了出兵朝鮮之依

據。此時「掌握朝鮮的通信，俾能迅速派兵」，成為中日兩國對朝鮮的重

要政策，因為迅速派兵朝鮮，克制對方，才能維護自己在朝鮮的勢力。中

日兩國控制朝鮮的作法，都避免直接衝突，而是巧妙的利用對方的立場，

對朝鮮施加壓力，直接與朝鮮進行外交的交涉。表面上沒有直接對立，檯

面下卻競爭激烈，是這一時期中日關係的特點，一直持續到甲午戰爭爆發

為止。在朝鮮事務上表現最傑出的中國人是袁世凱，而他也因此走向飛黃

騰達之路。

圖十四: (左) 《首屆電信紀念日特刊》; (右) 
丁日昌（1823－1882）是清朝洋務
運動主要人物，也是近代偉大的軍

事家兼政治家。

圖十五: (左) 電信75周年紀念郵票;  (右)1882年時的上海電報局招牌(收藏於上海電信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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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02年（光緒28年），電信業務蓬勃興盛，財源滾滾。盛宣懷的

政敵，北洋大臣袁世凱奏准電報收歸官辦，佔了督辦電政大臣的缺，趁機

修理盛宣懷。1908年（光緒34年），郵傳部決定收贖商股，但在贖價金額

上，官商雙方爭執不下，發生「電股風潮」。這件事影響到武昌革命，間

接造成清朝的打烊。1911年（宣統3年）上海電政局移至北京，為電政總

局。原來的上海電政局改稱上海電報分局，被降了一級。這番歷史，可以

由電信文物拼湊還原，相當有趣。

除了中國電信公司外，中國網通(China Netcom Group Corporation)在北京

不但有自己的博物館，還提供紫禁城故宮相關服務，發揚電信文化。中國電

信企業在發展的過程，創建博物館，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讓普羅大眾接觸

和了解電信業的服務，樹立良好的整體形象，也因此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台灣，我們是否有和Nokia、Ercisson或中國電信等量齊觀的電信典

藏? 當然有。中華電信一直保有一批我國電信發展過程之珍貴文物，提供

給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覽，見證台灣電信產業發展歷程，讓民眾對電信

科技有更多的認識與關注。展覽的電信文物由清末一直延續到今日。中華

電信亦進行資深電信員工的口述歷史，製成影片播放，讓大家能回顧過

去。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開

始擴大電信建設(參見《閃文集》第

138、139頁)。除了海底電纜架設與

市內電話擴展外，無線通信方面亦有

相當進展，長途電話建設亦可通連全

島。不過日據時期的建設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遭受嚴重的破壞，僅有

二分之一的設備倖存。這些電信設備

包括磁石式電話機(參見圖十六(左))與交換機，無線通信的大型真空管(參

見圖十六(中))，電報機具，還有一條在海底沉睡了八十多年的電纜(參見圖

十六(右))，近幾年無意間被中華電信人員撈起，電纜上可以看到濃濃的歲

月痕跡。

日據時代的文物包括四十年前的步進制交換機(參見圖十七(左))。經過

中華電信資深員工巧手修復，這部古老的機械式交換機再度運作。另外還

保存了一組難得一見的市

話測試座席台(參見圖十七

(右))，還原了當年的老式

座椅。

台灣光復初期，無論

在市內電話或長途電話部

分的電信設施，都相當嚴重的損壞，只能將堪用零件材料拼湊整修。當時

全島通信骨幹是基隆至高雄之間的縱貫長途地下電纜，更是破壞殆盡，僅

有小部分區域勉強可以通話。貫穿東部地區的明線，亦嚴重受損。雪上加

霜的是，部分專業人才為日籍人士，戰後被遣返回國，因而面臨缺乏工程

師的窘境。其實當時電纜的破壞，有不少是日軍撤退時的行為。「代馬輸

卒」張拓蕪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在高雄要塞司令部的通信連當兵，曾提

及日據時代的壽山電纜密佈，但日本人撤退時，破壞得柔腸寸斷。當時的

情況慘澹，全靠電信工作人員以十分克難的方式修復。

1950年代的台灣工商業發展日趨蓬勃，電信服務的需求大增。然而電

信服務的普及，需投入大量經費，以完成全面性的電信基礎建設。當時政

府財力不充裕，工商業界自力救濟，組成擴充電話協進會，提出了可行的

裝機收費辦法。此外，來自美國的援助也在關鍵的時刻發揮了力量。這段

期間的文物包括蔣介石當年使用過的軍用電話機(參見圖十八(左))，還有當

圖十六:中華電信提供 (左) 磁石式電話機; 
(中) 無線通信的大型真空管; (右)
在海底沉睡了八十多年的電纜 

圖十七: (左)步進制交換機; (右)市話測試座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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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視為新科技產

物的真跡電報(參見

圖十八(中))以及中

文電報打字機(參見

圖十八(右))。

1960年代後，

國民所得增加，電

話變成必需品。電

信局除了增加市內電

話、公用電話與長途

電話設備外，更著重

提昇電信等級的品質 

(Telecom Grade Quality;

參見《閃文集》文章

「電信等級的做事態

度」 )。在這段時期，

台灣對外的國際通信，也跨入衛星通信時代。1969年，衛星通信系統正式

在陽明山啟用，主要業務之一是越洋電視轉播。當年大夥都半夜起床觀看

少棒賽的轉播(參見圖十九(左))，成為全台盛事。台灣早期使用的通信衛星

模型如圖十九(右)所示。

在這時期，電報服務(Telex)是台灣外貿必備的工具。當時與國外的報

價、規格，以及訂單等都是下班前打好報文及紙條後發送，而來報則是半

夜自動開機、自動印出報文及鑿出紙條，第二天上班可立即處理。電報的

盛衰請參見《電報的故事》一文。當年業務繁忙的中華電信電報大樓仍屹

立於總公司(參見圖二十(左))，不過滄海桑田，業務已經全部轉變。當時最

具代表性的電信設備是四、五年

級生記憶中的紅色公用電話機

(參見圖二十(右))。

1970年代台灣大力推動「鄉

鄉有電話」與「村村有電話」

計畫。東部微波系統完工後，台

灣對內的通信網路已有密集的觸

角。全台電話機的用戶數量在

1975年5月達到一百萬具，並於1978年9月超過二百萬具。當時裝置一具市

內電話的費用不低，要價新台幣1萬6千元。而用戶仍願意大排長龍，等待

安裝呢！在此時期，國際海纜的鋪設，提供台灣對外的通信網路。而越地

平微波系統更是國際電信的搖錢樹。當年光是某大客戶一年的租金就可以

償還建設費用(100萬美元)的七成。1972年起開辦出租數據傳輸電路業務，

更是新技術時代的來臨。

70年代的文物包括縱橫制

交換機的多款機件(參見圖

二十一(左))以及各式各樣

的海底電纜樣本(參見圖

二十一(右))。

1990年代電信三法通

過，電信局分為電信總局

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百年來電信獨占的局面轉變成群雄並起，民營

電信業者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崛起，搶食國內電信市場，激烈的競爭前所

未見。過去全球的電信業者花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才鋪設了10億條電話線

路。而藉由第二代行動電話技術（GSM），只花了12年的時間，在2003年

圖十八: (左) 蔣介石當年使用過的軍用電話機; (中)真跡電報; (右)
中文電報打字機

圖十九(左):全台深夜聚集看越洋少棒賽的轉播; (右) 台灣早
期使用的通信衛星模型

圖二十: (左)中華電信的電報大樓; (右)紅色公用
電話機

圖二十一: (左)縱橫制交換機的多款機件;(右)海底電纜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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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陳敏薰小姐演講(參見圖二十三(右)) ，曾提及該大樓的電信系統。陳敏薰

說台北101其實是一座垂直的城市。為了確保這座城市的通訊暢通，建置了

先進完善的整體通訊架構。連外的兩條雙路由光纖骨幹纜線，由不同管道

進入大樓位於17樓及66樓之主電信機房(MDFs)。再由頻寬 10Gbps 之光纖

骨幹通達每間辦公室樓層的中繼電信配線室(IDF)。雙系統、雙路由光纖通

達每一層樓，佈建全天候及全球性通信自動化系統，用戶頻寬達1Gbps，

可容納多種訊息同時快速傳輸。大樓內包括電梯及地下室，皆有3G行動通

訊，公共區並設置無線上網環境。為了進一步提供通訊服務備援及保障，

大樓更裝置三種通訊設施：微波通訊、紅外線通訊，以及衛星通訊 (連接兩

個衛星站) ，使得進駐大樓內的金融企業能與國際同步，並且享有永不斷訊

的高品質通訊服務。辦公大樓內設立VIP服務中心，提供二十四小時全天候

網路監測，即時及主動地進行通信系統維修。「垂直城市」的偉大電信建

置過程，不也應該保存於博物館，呈現於國人面前嗎?

中華電信民營化後，分為幾家分公司及子公司，有不少珍貴的電信文

物已分散於這些公司，若無正式管理方法，很可能因為和營運無關，被當

成「電信貝塚」而忽視。當年華沙挖掘古物，稱為「貝塚」(Midden)，在

古斯堪地語意指「垃圾髒物」或「糞土堆」的意思。當時大家認為能放在

博物館展覽的文物應該是貴重的骨董，華沙顛覆了當時的想法，引導學術

界及一般大眾對「貝塚」的重視。而電信技術的演進過程，也產生許多

深具歷史意義的「貝塚」(例如四極體或機械式繼電器)。華沙曾說: 「Any 

country which takes itself seriously ought to know about its own past. 」「電

信貝塚」記載電信的歷史，如果我們認真看待電信發展，就應留下這些電

信的歷史痕跡。很不幸，電信貝塚在設備汰舊換新的過程中，很容易被當

成垃圾清除掉。這不禁讓我想起十八世紀最偉大的英國詩人兼畫家布萊克

(William Blake; 1757–1827;參見圖二十四)。他死後的寶貴手稿及圖畫給了

底就突破10億用戶，今日更達50億。這種驚人的發展速度，顯示電信科技

的一日千里，以及其對於大眾生活的重要性。

2008年中華電信和新加坡電信簽約，共同投資新台幣35億元，建造

ST-2衛星，以取代於2011年屆齡除役的中新一號（ST-1）。中華電信新

加坡子公司(參見圖二十二(左))並與新加坡電信公司合資成立新加坡ST-2 

Satellite Venture Pte Limited（STS）公司，砸下新台幣60億元，承租轉頻

器，於2011年第2季發射中新二號（ST-2）衛星。由於ST-2的通訊服務涵蓋

區包含亞洲及中東地區，範圍較前一期的ST-1衛星廣泛，衛星發射功率也

高於ST-1衛星，未來將提升中華電在東亞通信樞紐地位。2010年3月初，

林某人和成功大學陳

曉華教授到新加坡拜

訪中華電信子公司，

聽總經理黃德江先生

敘述S T - 2衛星的建

置，充滿願景(參見圖

二十二(右))。林某人

有幸見證了這段興建

置過程，想必當中文物在未

來也會導入高雄科工館的展

覽。

在台灣電信史上很少被

提及的是當年全世界最高

大樓台北101(參見圖二十三

(左))的電信系統。2008年交

大資訊學院邀請台北101董事

圖二十二: (左)中華電信新加坡子公司;(右) 黃德江、林某人和
陳曉華(黃德江先生於本文發表時已退休)

圖二十三: (左)林某人視察台北101附近WiMAX系統
時的留影 ; (右) 陳敏薰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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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台斯安(Frederick Tatham) 牧

師。台斯安認為布萊克遺留的是受

惡魔催使的作品，將之焚毀。這些

無價瑰寶燒了兩天兩夜，令人心

痛。

和布萊克相反的例子是卡夫

卡(Franz Kafka; 1883 – 1924; 圖

二十五) 。卡夫卡於1904年開始發

表小說，早期的作品頗受表現主

義(Expressionnisme)的影響。1912

年9月寫出短篇小說《判決》(Das 

Urteil)，建立了他個人的獨特風

格。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說的單行

本和集子。卡夫卡在臨

死前留下遺言說，「將

我的一切手稿銷毀」。

死後好友布勞德（Max 

B r o d）違背了他的遺

言，替他整理遺稿，出

版三部長篇小說、日

記，以及書信，並替他

立傳。

「電信貝塚」就像

布萊克和卡夫卡的無價

瑰寶。我輩若為為台斯安，這些寶物就會消失; 我輩若為為布勞德，這些

寶物就能保存。有鑑於此，中華電

信積極和高雄科工館合作，借重其

館藏專業，為國家保存電信文物。

2010年7月22日中華電信陳中光處長

安排林某人和高雄科工館陳訓祥館

長會面，討論後續可能的合作(參見

圖二十六)。

博物館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辛

波絲卡(Wisawa Szymborska; b.1923; 

參見圖二十七)曾寫下一首詩《博物

館》(Museum) ，噫嘆人類企圖抓住

永恆的企圖。然而只要我們的努力

讓電信的歷史不斷的留下痕跡，總

會有知往鑑來的功效。我最後摘錄

辛波絲卡的《博物館》結束本文:

Here are plates but no appetite.

And wedding rings, but the requited 

love

has been gone now for some three 

hundred years.

Here's a fan---where is the maiden's 

blush?

Here are swords---where is the ire?

Not will the lute sound at the twilight hour.

Since eternity was out of stock,

圖二十四: 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 我
畫了幾位偉大的英國詩人，對他們的

作品卻是一竅不通。太太櫻芳看到我

畫的布萊克肖像，順口念出: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我還不曉
得她在唸布萊克的作品呢。

圖二十五: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 – 1924)一生多次與
人訂婚，卻害怕新婚生活會毀掉他的孤獨感，而

終生未娶。1923年卡夫卡與朵拉(Dora Diament; 
1898 –1952)熱戀。1924年6月3日，卡夫卡死於肺
結核，當他的棺木放入墓穴時，朵拉拚命往墳墓

裏跳，被在場人員緊緊抱住。

圖二十六: 在高雄科工館的館長室討論合作
事宜; (左)陳訓祥館長; (中) 林某人; 
(右) 中華電信陳中光處長

圖二十七: 辛波絲卡(Wis awa Szymborska; 
b.1923) : 1996年諾貝爾獎Citation: 
( . . . ) fo r  poet ry  that  w i th  i ron ic 
precision allows the historical and 
biological context to come to light in 
fragments of human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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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thousand aging things have been amassed instead.

The moss-grown guard in golden slumber

props his mustache on Exhibit Number...Eight.

Metals, clay and feathers celebrate

their silent triumphs over dates.

Only some Egyptian flapper's silly hairpin giggles.

The crown has outlasted the head.

The hand has lost out to the glove.

The right shoe has defeated the foot.

As for me, I am still alive, you see.

The battle with my dress still rages on.

It struggles, foolish thing, so stubbornly!

Determined to keep living when I'm gone!

 [文獻一] 洪瑾瑜, 全球成長競爭力第一名的故事－『芬蘭驚艷』閱讀心得五

2010年8月，林某人參

加吳靜雄教授領隊的「大陸

物聯網參訪團」，拜會行程

緊湊，飛機抵達北京就立刻

開會，會畢時已經是傍晚。

於是大夥就近到宣武區前門

大柵欄(參見圖一)用餐。大

柵欄的餐館不少，我們挑了

東來順飯庄(參見圖二(左))。

一進飯庄，左側是櫃台，旁邊

擺了一幅畫，描繪北京東安市

場的熱鬧景況，圖中赫然出現

「東來順」，頗引起林某人的

注目，應該是在敘述這家飯庄

的歷史吧(參見圖二(右))。

東來順於1903年由回族人丁德山創立。此公早年當苦力，在北京運黃

土，每天經過人潮匯集的東安市場。他看到商機，就在市場北門熱鬧的地

段擺了一個小粥棚子，賣起玉米麵貼餅子和小米粥，生意頗不惡。掛牌

「東來順」，意思是「來自京東，一切順利」。有位太監魏延來光顧，丁

德山特別巴結，博取歡心，被魏太監認了乾兒子。太監乾爹掏出銀兩，資

助丁德山成立「東來順羊肉館」，引進“涮羊肉”。 

最早的涮羊肉可不是啥高級料理，而是元朝忽必烈軍隊冬季行軍時，

廚師沒工夫做飯，為了省事，燒好開水，將凍羊肉切片，只要丟到鍋裡一

涮，撈上來拌上佐料，就可入口。丁德山找來一位刀工精湛的名廚，潛心

鑽研羊的產地、用肉的部位，以及切肉的手法，可謂花巧多端，逐漸形成

大陸物聯網參訪側記

圖一: 北京市宣武區大柵欄; 北京8月不是雨季，然而
當日陰雨綿綿，頗不尋常。

圖二: (左) 東來順飯庄; (右) 座落東安市場的第一代
東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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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淡寫的說：「我再寫好的。」於是之總算如釋重負。飯後他對人說: 「飯

局到了後半截，我才吃出涮羊肉味道。」林某人擔任學術期刊編輯，有時

得退大牌教授的稿件，頗能感同身受。

飯畢，大夥在大柵

欄閒逛。同行的鐘嘉德

教授買了一雙「內聯

陞」的鞋子，極力向

大夥推薦。林某人被

說得心動，也掏出銀

兩，買了一雙 (參見圖

五(左))。這雙鞋乍看之

下毫不起眼，其實大有來頭。老北京都知道，好鞋要上內聯陞買。清朝年

間，朝廷文武大員穿的是內聯陞的朝靴，清朝末代皇帝登基坐殿，穿的也

是內聯陞做的龍靴。就連洋車夫

穿上了內聯陞的靸鞋，都成為身

份的炫耀，走路會虎虎生風。

郭沫若(郭開貞; 1892－1978; 

參見圖六）和李宗仁(參見《指揮

(Conductor)的重要》一文）都是

內聯陞的愛用者。郭沫若還特意

寫詩稱讚內聯陞的布鞋: 

「憑誰踏破天險，助爾攀登

高峰。志向務求克己，事成不以

為功。」 

了特殊風味。當晚林某人

見識到東來順廚師的刀

工，果然厲害，切出來的

羊肉薄可透視，擺在餐桌

上，增添幾分美味(參見

圖三(左))。東來順在秋季

時，分批自內蒙古西烏珠

穆旗選購閹割綿羊，先在

城外圈養半個月，經過精料飼養，把羊圈肥了才送進北京城應市，整個物

流頗有講究。飯庄櫃台上有綿羊的擺飾，相當可愛(參見圖三(右)) ，不少客

人經過，會用手輕撫，順順綿羊的毛，不知有何吉利典故。

東來順常有達官貴人及

文人墨客出入，品嚐涮羊

肉，並留下墨寶(參見圖四

(左))。 當中有名的人物有

老舍（舒慶春; 1899－1966; 

參見圖四(右))、齊白石等

人。老舍有次寫了劇本，劇

院覺得不好要退稿，叫夏淳

和於是之去通知老舍(「於

是之」是話劇演員，以扮演

《茶館》中的掌櫃王利發而

聞名)。老舍聽說兩位朋友有事相商，就請他們在東來順吃飯。老舍在文壇

上算是一方之霸，於是之實在開不了口。涮羊肉吃了一半，食不甘味，吞

吞吐吐地勉強把來意說了。老舍的氣度甚寬，把稿子接過來放在一旁，輕

圖三: (左) 擺在餐桌上的一盤盤羊肉，令人垂涎(由左至右
為吳靜雄、陳信宏、林青海); (右) 飯庄櫃台上的綿羊

圖四: (左)林某人拍攝了文人墨客在東來順留下的墨
寶; (左)老舍（舒慶春; 1899－1966）在文化大
革命期間被掛上「走資派」、「牛鬼蛇神」、

「反動文人」的牌子，慘遭污辱、毒打。血流

滿面、遍體鱗傷的老舍在數日後的深夜， 自沉
於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享年67歲。

圖五: (左) 林某人買了內聯陞的“三包”步底鞋; (右) 內聯陞
鞋盒的正面圖案也頗有特色。

圖六: 郭沫若(郭開貞; 1892－1978)曾寫《水
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
年》，高調讚頌四人幫，五個月後，四人

幫被捕，文革結束，他立即又賦一首《水

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抨擊「四人幫」。
這種大轉彎的變法，讓大家都看傻了眼，

而他的政治人格也因此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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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這句「助爾攀登高峰」，說中了熱衷名利的人們的心坎，想當

官的人非買內聯陞不可。內聯陞創建於1853年（清咸豐三年），當中的

「內」字是指大內朝廷；「聯陞」表示穿上此店製作的朝靴，可以在朝廷

官運亨通，連升三級。有此典故，林某人決定將買來的步底鞋供奉起來，

早晚三炷香，搞不好真能巴結到一官半職呢。

林某人買完鞋後，繼續逛著

街頭的店面，見到「瑞蚨祥」綢

布店 (參見圖七(左))，忽然想起

北京人的口頭禪「腳踩內聯陞，

身穿瑞蚨祥」，趕緊乘勝追擊，

在腳踩內聯陞後，到瑞蚨祥找件

衣服穿穿。只可惜，瑞蚨祥的

店舖內大部分是布匹(參見圖七

(右))，還得找位高明的裁縫師傅製衣，功夫甚大，只好作罷。

侯寶林、郭啟儒說相聲，有段《賣布頭》，其中提到「八大祥」，是

舊京城最負盛名的八家綢布店。相聲提到開業於1893年（清朝光緒19年）

的瑞蚨祥，經營規模最大，為八大祥之首。在這段《賣布頭》，侯寶林只

列出六家店鋪「瑞蚨祥、瑞林祥、廣盛祥、益和祥、祥義號、謙祥益」。

八大祥的掌櫃都姓孟，全是山東章丘縣舊軍鎮的財主，彼此競爭頗為激

烈，甚至還投靠權貴太監，以引入資金。例如隆裕太后寵幸的太監小德張

就投資了祥義綢布店，而慈禧太后寵幸的李蓮英[附註一]更是大手筆的砸

下十幾萬兩投資瑞林祥。不過，瑞蚨祥還是比較高竿，天安門前升起的第

一面五星紅旗是瑞蚨祥製作的。民國初年的大軍閥段祺瑞（段啟瑞; 1865－

1936; 參見圖八）也是瑞蚨祥的忠實顧客。段祺瑞曾經吃過咱們電信界的

豆腐。他想武力統一中國，卻打敗仗。當時日本主持對中國借款的西原龜

三，給了段祺瑞一筆2000萬日元

的「電信貸款」，卻被段祺瑞麾

下謀士，綽號「小扇子」的徐樹

錚拿去打仗，在此不必細表。 

此次旅程，除了東來順外，

林某人也去了紫禁城附近的全

聚德。全聚德創始人是楊全仁

(1822－1890; 參見圖九(左)) ，

最早在北京前門外肉市街做生雞

鴨買賣。他每天擺攤，都會經過

一間名叫「德聚全」的干果鋪，

很喜歡其地點。1864年（同治3

年），德聚全經營不善，就將店

面頂讓給楊全仁。一位風

水先生說這店面有晦氣，

所以干果鋪無法經營。若

要財源廣進，必須將「德

聚全」三個字倒過來，方

可沖其楣運。於是楊全仁

將店鋪的名號定為「全聚

德」，請來書法名家錢子

龍，書寫了「全聚德」三個大字，製成金字匾額掛在門楣之上。林某人注

意到匾額的「德」字少寫了一橫。這並非錢子龍寫錯了，而是他採用一千

多年前的寫法。康熙題的《大學碑》中，「德」字也沒有一橫。

全聚德首創「掛爐烤鴨」(參見圖九(右))，其色香味都不遜於傳統的

圖七: (左)「瑞蚨祥」綢布店; (右) 店內多是布匹

圖八:  段祺瑞（段啟瑞; 1865－1936）是北洋軍
閥中比較清廉的，只可惜重用徐樹錚，

給他惹不少麻煩。段祺瑞臨終遺言有「八

勿」，即：「勿因我見而輕起政爭，勿尚

空談而不顧實踐，勿興不急之務而浪用民

財，勿信過激言行之說而自搖邦本。講外

交者，勿忘鞏固國防；司教育者，勿忘保

存國粹；治家者，勿棄國有之禮教；求學

者，勿鶩時尚之紛華。」

圖九: (左) 楊全仁(1822－1890); (右) 林某人拍下了全聚
德的掛爐烤鴨，油水還正在滴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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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燜爐烤鴨」做

法。掛爐烤鴨技藝

還被列入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林某人前一天

逛前門大街時，路

過全聚德的起始本

店(參見圖十(左))。

當晚回到下榻的馬

可波羅酒店，打開窗

簾，對面是另一家全

聚德(參見圖十(右))。

第二天逛完紫禁城，

大夥到全聚德用餐，

又是另一家 (參見圖

十一(左))，全聚德這

家烤鴨店，真是分身眾多，無所不在啊。據說北京市總共有17家全聚德。

數年前，林某人也到過一家位於王府井的全聚德用餐，印象中，那家茶壺

的壺嘴特長，服務的姑娘遠遠瞄準火鍋，倒出滾燙熱水，如同特技表演。

全聚德家數雖多，品質是有管制的，就像肯德基、麥當勞這類連鎖店，各

家分店都有一定水準。那晚乃是和陳世卿博士進行晚餐會報，討論並交換

和「物聯網」相關的意見。林某人專心受教，就像於是之吃老舍的涮羊肉

一般，沒吃出烤鴨的味道，未免糟蹋了全聚德的名菜。不過我倒是瞄了切

烤鴨的廚師一會兒，刀工非常高明(參見圖十一(右))。

讀者諸君可能不知道，古巴軍事強人卡斯楚（Fidel Castro; b.1926; 參見

圖十二）曾經來全聚德吃烤

鴨呢。古巴是拉丁美洲第一

個承認中共的國家。卡斯楚

本來偏向蘇聯，後來對中國

較為友好。1990年代蘇聯和

東歐減少經濟援助，古巴陷

入困局。1992年鄧小平派遣

經濟學家和國際戰略學家何

新為特使，建議卡斯楚進行

中國式的經濟改革，卡斯楚

虛心受教。何新也建議古巴

不要一直和美國硬槓敵對，

不過卡斯楚不願接受，因為

美國可是他的選擇性敵人

(Chosen Enemy)。後來中國支

援古巴的教育、石油探勘、

鎳礦開採，以及交通發展。1995年卡斯楚第一次訪問北京，參觀中國的經

濟特區，也特別被安排到全聚德吃烤鴨。林某人想像卡斯楚一邊吃烤鴨，

一邊抽雪茄的模樣，不禁莞爾。

這一趟大陸物聯網參訪，頗有收穫，而公務之餘的觀察又勝於正式參

訪。中國總理溫家寶說:「物聯網是傳感網加上互聯網。」全國上下以此定

義，各自表述，八仙過海的推銷自己的應用，卻不太能看到新意，頗有新

瓶裝舊酒的味道。其實老北京口中的「頭頂馬聚源，腳踩內聯陞，身穿瑞

蚨祥，腰纏四大恒」早就將物聯網的精義點出。帽、鞋、衣、帶四件物的

產業龍頭，以此口頭禪串連(IOT; Internet of Things) ，商機無窮。又如「羊

圖十: (左) 前門大街全聚德的起始本店，食客大排長龍; (右) 馬可
波羅酒店對面的全聚德 

圖十一: (左) 紫禁城附近的全聚德; (右) 切烤鴨的廚師，刀工
非常高明。

圖十二: (左)卡斯楚（Fidel Castro; b.1926）有一句
名言：「我知道我會下地獄，但是我會在

那裡看到大資本家、竊賊、劊子手和美國

總統們。」卡斯楚的薪俸是世界各國領導

人當中最低的，月薪約40美元。但富比士
雜誌的全球領袖財富排行榜估計卡斯楚財
產總值九億美元; (右 ) 林某人逛北京秀水
街，很多攤子在賣印了卡斯楚年輕時肖像
的上衣(圖下方) 。妙的是，旁邊也掛著歐巴
馬肖像的上衣(圖上方)。將卡斯楚和他的宿
敵擺在一起，是不可能「相見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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涮東來順，鴨烤全聚德」，不就將不同的美食「物聯」，有呈現商機的機

會? 

[附註一] 中國太監超級會撈錢，因此有財力做公司創投的投資。而太監撈
錢，往往是帝王的縱容，也造成吏治的敗壞。讓我講個慈禧太后早期的故

事給大家聽聽。同治皇帝大婚，地方督府有許多交辦事項，例如龍袍採購

由江南地區承辦。他娘(就是慈禧) 怕地方督府不能實心辦事，就派人南下
視察。照體制，應該派當朝一、二品大臣為欽差。結果慈禧非正式的派

她最寵愛的太監安德海(那時李連英還沒出道)出京視察。安德海自認為欽
差，就一路擺官腔打秋風(這就是體制外造成的權責不分)。地方的督府都驚
疑不定，雖知不符體制，卻也不敢得罪安德海。

安德海最狠的地方，就是掛了一面旗子，上面畫了一隻三足鳥。三足鳥的

典故出自於山海經，故事是說三隻腳的鳥幫「西王母取食」。安德海用此

典故，「西王母」是慈禧，「取食」自然就是要地方官員趕快報效安德

海，私底下給好處。地方大官(包括曾國籓)都不敢攔阻，只有山東巡撫丁寶
禎，不怕得罪慈禧，根據大清例律，抓下安德海，斬首示眾。大家都替丁

寶禎捏一把冷汗，怕慈禧不爽，丁寶禎的烏紗帽會不保。結果丁寶禎竟然

沒受慈禧處罰。野史傳說，安德海斬首後，丁寶禎將之曝屍三日，讓老百

姓看到安德海是沒有小雞雞的真太監，洗刷慈禧和安德海搞曖昧的謠言。

因此慈禧就不找丁寶禎麻煩。 

以上故事告訴我們，行政主管如不依體制行事，容易發生問題。最悲哀的

是，當下屬的為了保飯碗，大都逢迎拍馬，像丁寶禎這種不畏強權，敢講

真話的人，也很難找到了。有朋友說丁寶禎曾到台灣，對台灣電報架設有

貢獻。這是誤認「丁寶禎」為「沈葆楨」。丁寶禎和沈葆楨都是清末名

臣，也是林某人相當佩服的人物。沈葆楨的故事我會在《海底電纜》一文

敘述。

我每次由台北的南港軟體園區回新竹，離開園區，上高速公路的交流

道前，都會經過一間小廟，往往瞄到幾位西裝畢挺，像是公司員工的人

士，很虔誠地在上香。台灣有不少科技人逢廟必拜，祈求指點事業迷津，

期盼研發順利，事業興隆。我以前在美國的科技公司工作，認識不少虔誠

教徒，他們可能每天會在餐前或睡前禱告，但皆偏重祈求個人健康或家庭

幸福，未曾見過在公司內部或上班時間大張旗鼓，集體進行祈福的儀式，

為公司的鴻圖大展，大拜特拜。林某人回到台灣之後，看見很多科技公司

都會利用農曆「中元節」團拜三界公，並準備豐盛祭品給好兄弟。1997年

我擔任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的系主任，一時興起，也提議在系館前拜拜。

系上教授急忙阻止，讓我的創舉胎死腹中。

科技人有時相信江湖術士，甚至稱之為「活佛」，

林某人是頗不贊成。愚見以為信仰的對象，最好是選擇

已經做古之人，予以神格化，不易有爭議。當年江西龍

虎山的張天師在世時就被神格化。某次他路過蘇州，染

上瘟疫，自己畫符念咒都無效。最後偷偷找當時「溫病

學派」的名醫葉桂（1667－1746; 參見圖一），才將病

治好。爾後每當張天師遇到葉桂就立正站好，尊稱為

「天醫星」。被封為天上星宿的葉桂，只好哭笑不得

的認了，否則凡人醫好張天師這尊活神仙，成何體統? 

這「自身難保」的件事，想必讓不少張天師的信徒感

到失望。

另一位被誤認為神仙的人物是傅青主(1607－1684; 

參見圖二) 。清兵入關，明朝滅亡，漢人被強迫綁豬尾

巴辮子。傅青主抵死不從，將頭髮盤在頂上，扮作道士

模樣在深山打游擊戰。由於他的行動詭異，高深莫測，

科技人的宗教信仰

圖一: 葉桂（1667－
1746）

圖二: 傅青主 ( 1 6 0 7－
1684)醫術高明，被
譽為醫仙，也難怪

民眾將之神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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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以為他是神仙人物，都去求他指點長生不老的秘訣。一心反清復明的

傅青主被這群仰慕者鬧得啼笑皆非，游擊戰也打不成啦。這種崇拜現象也非

古代特有，即令今日仍有不少科技人相信奇人異士的神通呢。

中國許多神棍以道教、佛教

名義，自詡為活神仙，鬧出不少

社會新聞。天主教會也會封「聖

人」，但大致是往生之後才行

之。例如英格蘭政治家、作家與

空想社會主義者莫爾（Thomas 

More; 1478－1535; 參見圖三）。

當年他忤逆亨利八世，被砍掉尊

頭。之後被天主教會封為聖人，

因此又稱「聖托馬斯•莫爾」(Saint 

Thomas More）。

或曰，科技人怎麼可以迷信! 其實

宗教信仰並非迷信，和愚夫愚婦將凡人

神格化，不可同日而語。英國人類學家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 

;參見圖四) 在宗教理論下過極深功夫，

被視為文化進化論的代表。他相信宗教

具有發展普遍性事物的功能基礎。歐

美科學大師中有不少人同意泰勒的理

論，也因此篤信宗教。例如偉大的科學

家法拉第。他的最後一句遺言是:「我

的一生，是用科學侍奉我的上帝。」

詩人布萊(Robert Bly; b. 1926; 參

見圖五 (左 ) )引用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1875 –1926; 參見圖五

(右))的話:「I am circling around 

God.」（意指行為規範不踰越上

帝信仰），再向外擴展人生：「I 

live my life in growing orbits which 

move out over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Perhaps I can never achieve 

the last. But that'll be my attempt. 」

的確，在宗教信仰的大框架下，

找出人生的目的及行為準則，會

讓不少人活得更加喜樂平安。

牛頓 (Isaac Newton; 1642－

1729; 參見圖六) 研究宗教經典所

花費的時間，遠超過研究科學。

他所發表的神學著作是科學著作

的8倍以上。牛頓曾說：「宇宙

萬物，必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

統治。在望遠鏡的末端，我看到

了神的蹤跡。」「各種運動是如

此錯綜復雜，只能出於指導和主

宰萬物的神的自由意志。」牛頓甚至根據聖經，於1704年的一封書信上推

論，認為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曼大帝(800年)之後的1260年，就是世界的末

日。換言之，2060年就是咱們地球打烊的日子。讀者諸君相信嗎? 牛頓對

圖三:  莫爾（Thomas More; 1478－1535）於
1516年用拉丁文寫成《烏托邦》(Utopia)
一書，對以後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有很

大影響，也被英國天主教徒譽為「最偉

大的英國人」。右圖為莫爾的塑像，位

於倫敦的教堂。

圖四: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
1 9 1 7 )  認為「萬物有靈論」
(Animism)是宗教發展的第一個階
段。他於1896年升牛津首任人類
學教授，1912年封爵。

圖五: (左) 布萊(Robert Bly; b. 1926); (右) 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1875 –1926)說: 「What 
we fight with is so small, and when we win, 
it makes us small. What we want is to be 
defeated, decisively, by successively greater 
things.」

圖六: (左)牛頓 (Isaac Newton; 1642－1729) 有
一次在實驗室工作，家人把飯端到實驗
室，叫他別忘了把盤中的兩個雞蛋煮來
吃。結果牛頓埋頭做實驗，沒煮雞蛋，
反而心不在焉的將金錶當成雞蛋，隨手
扔進鍋裏了; (右)杜拜於1971年10月18日
發行的牛頓紀念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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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研究的熱誠相當有名，以致於小說《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

在尋找聖杯的神學大解密劇情中，安排牛頓為「錫安會」的騎士，讓男女

主角在牛頓之墓找到開啟第二層藏密筒的密碼。

好玩的是，牛頓的虔誠信仰，竟然發展出世界各地實用的年代線索，

對歷史的宗教研究方法有極大貢獻。舊制依照統治的王室、朝代，或神力

來命名年代，搞得大家頭昏腦脹; 例如，讀者諸君有誰知道唐朝「天寶元

年」距離清朝「康熙十年」有多少年? 由於牛頓的研究，促成西方紀元的

產生，解決了這個問題。「世紀」(Century)，源於拉丁文centuria，指一百

個人的集合。莎士比亞的《辛伯林》有一個句子「a century of prayers」，

我一直以為是一世紀間的祈禱者，實在是學識淺薄，貽笑大方。將century

解釋為「世紀」的專用名詞，是在牛頓年代之後的事，而牛頓幾乎晚莎士

比亞一百年才出生呢。

牛頓的宗教研究到底幹了啥事，對

歷史年代排序造成重大影響? 其實他只

是單純的想將聖經記載事件的年代和埃

及、巴比倫、羅馬等文明的年代劃一。

他以絕對的天文學專業進行這項工作。

令林某人感到不可置信的是，他的年代

基準點竟然選擇來源最可疑的金羊毛神

話。這個故事敘述傑森率領一群勇士尋

找金羊毛。為何選擇金羊毛神話?根據

希羅多德(ΗΡΟΔΟΤΟΣ; 前484－前

425; 參見圖七）的說法，傑森啟航後半

個甲子，特洛依城(Troy)陷落，而城中的

伊尼德(Aeneid)逃亡後建立了羅馬城。因

此牛頓認為只要找出傑森啟航之日，希羅多德《歷史》一書的年代就能依序

正確定位。姑且不論牛頓是否找到他的金羊毛，他的宗教紀事考證方法成為

「年代新系統」的濫觴。其實我很高興牛頓選擇金羊毛神話，因為這是我最

喜歡的希臘神話，也因此將自己的洋學名取為傑森 (Jason) 呢。

歷史的演進和宗教往往密不可分。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參見

圖八）的作品《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對世界二十六個

文明的興起、衰落與滅亡進行分

析，言之鑿鑿的指出西方文明能

否生存的關鍵在於宗教復興或

基督教精神的再生。而法國哲

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 

–1857;參見圖九)在其著作《實

證主義教義問答》(Catéchisme 

Positiv) 中則說明「科學是人類

以其智力對自然事物進行探究活

動的結果」。這個活動歷經了三

個時期: 神學、形而上學，以及

實證學。因此像牛頓這些偉大的

科學家經過西方人文哲學洗禮，

能夠同時認同「存在神學」與

「實證思想」，一點也不奇怪。

   其實人人都有宗教的「下

意識」。英國《每日郵報》報

導，科學家在人體大腦中發現

圖七 :  希羅多德 (ΗΡΟΔΟΤΟΣ ;  前
484－前425）做了一件很聰明的
事，在作品首頁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並對發生的事蹟加以評論闡釋，而

非僅是記載。像荷馬( μηρο )這
種吟唱詩人，唱了老半天，大夥都搞

不清楚是否真有這個人呢。希羅多德

將歷史的書寫，變成新的文體，將希

臘散文提升至新的境界，因此被稱為

「歷史之父」。

圖八: 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
1975）在1955年說:「現代文明是沒有希望
的，除非有宗教的復興」。他相信西方文明

還有這種能力，所以還相當樂觀。

圖九: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 –1857) 一生坎坷
困頓，死後卻得到「社會科學創始人」的榮

譽，以及「實證史學流派原創者」的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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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區域」，大腦中有三個組織部分(Frontal Lobe, Parietal Lobe, 以及 

Temporal Lobe)負責控制宗教信仰意識。 這項研究找來40多位基督教、回

教、猶太教和佛教人士，參與實驗。核磁共振成像掃描顯示，每當問及關

於宗教思考和精神道德範疇的問題時，這些宗教人士大腦的三個部分就出

現神經元活躍狀態。換言之，宗教信仰的形成，是人類大腦對某種意識形

態的反應。如果屬實，宗教信仰研究將由社會學轉向為生物學。 (於是我也

想研究我家貓咪的大腦三個組織

活動，了解牠們的宗教信仰是否

虔誠。) 

台灣的企業名人透過宗教信

仰，讓公司度過難關，財源興隆

的故事，時有耳聞。例如，長榮

集團總裁張榮發(參見圖十)信奉

「一貫道」。據聞曾有一貫道扶

乩之士指點他走險招，到戰火頻

傳的中東載運貨物，因而開啟了

張榮發航運王國。另一則傳說，

郭台銘(參見圖十一)某次要到香

港，因開會延誤，未搭上飛機，原

訂的班機竟在澎湖馬公外海墜機。

逃過一劫的郭台銘，捐款整修了鴻

海總部附近的一間土地公廟，也在

台灣及大陸的鴻海各廠房，蓋了土

地公廟。林某人常經過新竹市古奇

峰的普天宮，也見到科學園區的科

技新貴在拜月老星君，求得好姻緣。

張榮發和郭台銘兩位先生都屬於「不完全」的宿命論者(Predestina)。

宿命論(Fatalism)指人生早已註定的遭遇，包括生死禍福、貧富貴賤等。宿

命論者相信一切事情都是由人無法控制的力量所促成的。巴比倫人是典型

的宿命論者，認為個人或群體的命運統通都操縱在諸神的手裏。他們用骰

子或籤來占卜，期待能獲知神的旨意，解釋事情隱含的意思，以窺未來天

機。中國也有類似現象，最早期的文字甲骨文是刻在龜甲上，可以用來占

卜。西元前3世紀，占星術(Astrology)成了希臘人流行的玩意兒。他們將

未來事情的預測稱為「兆頭」（Portena），而兆頭預告的信息是為「奧敏

那」（Omina）。希臘人相信命運操縱在命運三女神(Moirai)的手裏：克洛

托(Klotho)紡織生命之紗，拉凱西斯(Lachesis)決定人壽命的長度。當指定時

間一到，阿塔羅波斯(Atropos)大剪一揮，人的生命就登時了帳。

希臘民眾一致認為星宿的影響乃天經地義。唯一的分歧想法是，星

宿以何種方式產生其影響力。於是乎，占星師們眾說紛紜，各顯神通的

表達他們的卓見。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 90–168)的《占星四書》 

(Tetrabibilos)更成為占星師依法有據的權威經典，被阿拉伯人由希臘引入西

方，直到二次世界大戰，還被兩度重印; 一次在德國，一次在英國。這兩個

打得你死我活的國家，顯然仍用同一本占星書來算計

對方何時敗亡。

當年的基督徒理所當然的抗拒異教徒的占星奇技

淫巧。聖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在他

的自傳式著作《懺悔錄》(The Confessions of Augustine;

參見圖十二)中批判占星師的不是，大聲疾呼:「羅馬

帝國的國運並非由星宿控制，而是由上帝的神旨決

定。」而更早的特圖連恩(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圖十: 張榮發從小在海邊長大，18歲進入日本船
公司並由基層的管艙員做起，憑著自己的

苦讀，成功的轉型成為航海技術人員。後

來自修考上三副，並做到船長，經歷十五

年的航海生涯，才決定創業。

圖十一: 郭台銘的名言是：「走出實驗室，
沒有高科技，只有執行的紀律。」

圖十二: 《懺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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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ullianus)更是循循告誡大夥別信占星術。他憂慮的說:「人們若相信命運

由星宿決定，就不會再追尋上帝了。」有趣的是，中古世紀的神學家卻努

力想由占星術掰出基督教真義。君不見基督處女受胎時，也有伯利恆之星

(Star of Bethlehem) ?

絕對的宿命論者認為命運不可改變。《西遊記》提到「一飲一啄，

莫非前定」，暗示著一切是時間的函數，在某一時刻的條件(環境、心情

等)，人的凶吉禍福只能以唯一的方式實現。換言之，必然性(Inevitability)

統治整個宇宙，決定物質運動的因果關係。霍爾巴哈(Baron d'Holbach; 1723 

–1789; 參見《計算機模擬》一文) 說: 「宇宙不過是一條原因和結果的無

窮鎖鏈。」而牛頓則稱宇宙是上帝製造的精密時鐘，按表操課的運作。這

種說法，極權君王最喜歡聽。希臘統治階層鼓吹宿命論，手段既高明又詭

詐。只要哄得百姓安於天命，他們的領導地位就穩如泰山，萬壽無疆。

然而很多人不認為神的旨意是無可變更的，只要向神懇求開恩，就可

以逃過厄運。宗教鼓吹「不完全」宿命論，認為人的行為可以改善命運，

因此要信上帝，行善事。而迷信的人則認為經由算命占卜，可以短線操

作，趨吉避凶。其實，「不完全」宿命論是矛盾的。如果人們可預知未來

而趨吉避凶，改變命運，那麼宿命就不再是「定而不移」，也就無所謂

「宿命」啦。對於不存在的東西，又有啥好預知呢? 

日本著名俳句詩人小林一

茶 (Kobayashi Issa ;こばやし いっ

さ;1763 － 1828; 參見圖十三 )對宗

教的態度，比起那些占卜求神的人

們，格調高出甚多。他說 :  「不能

邊念彌陀，邊把慾念的網，架在春

野上，用蜘蛛的伎倆去蒙蔽他人耳

目。要像鴻雁般無掛，不可有自吹自擂的盜心，只要如此，即使不出聲念

佛，不求佛助，祂也會保護我們。」他還很幽默的說:「有人的地方，就有

蒼蠅，還有佛。」真正有趣。

在資訊網路通信科技業，傳

說宏碁每位主管辦公室，都有一

面埔里地母廟的令旗，還有人開

玩笑的說，沒令旗的，表示職務

不高。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參

見圖十四)廣為傳誦的故事是，

1984年3月18日宏碁失竊70萬顆

昂貴的IC。施振榮的母親建議他

去請求鹿港城隍廟的神祇協助。城隍爺出示詩籤「基業宏圖四海通，來春

印月細真功，坐然穩固心中數，甲乙丙仁善德蒙」，由城隍的「榜牌爺」

八爺范將軍出馬，起駕前往新竹科學園區緝凶。八爺比福爾摩斯還厲害，

當天下午就得到關鍵線索，由警察循線找到竊賊車號，順利找回大部分的

IC。對於宗教，施振榮其實是以平常心待之。1996年遠見雜誌專訪時，施

振榮說，「也沒有信，也沒有不信，媽媽要我拜拜我就拜，只要她高興就

好。」但他顯然深通佛理，實踐人性本善精神與授權經營哲學。面對艱困

的處境以及不好相處的人，施振榮會往好的方面解釋，不只善解人意，更

善解人生。

施振榮求救的土地城隍應該是台灣科技人最常祈福的對象。城隍是道

教的基層神明，源於北齊，係由秦漢的社神轉化而來，最早風行於江南。

江南人頗有想像力，很聰明地賦予城隍為陰間的地方官，和陽間官員的編制

相同，有三班六房，在冥冥中可抓人辦案，也難怪施振榮會請城隍爺幫忙緝

凶。城隍爺麾下有鬼卒(參見圖十五(左)) ，負責押送壽終者的魂魄到城隍爺圖十三: 小林一茶(Kobayashi Issa ;こばやし 
いっさ;1763 － 1828)

圖十四:施振榮不斷強調，人活著最重要的是自
我肯定，別人的名利與成就可當榜樣，

不必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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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接受審訊。我讀過一本

很有趣的書《福惠全書》，

教人如何當官。當中有一段

寫著，新到任的地方官「於

上任前一日，或前三日至城

隍廟齋素」，就是拜會陰間

同僚的意思。江南城隍廟中

又以上海的最為出名，建於

明代永樂年間，至今已有600

多年的歷史。俗話說: 「到上

海不去城隍廟，等於沒到過

大上海」。因此林某人2004

年拜訪上海時，也到城隍廟

一遊(參見圖十五(右))。

國史館曾經針對全台灣的土地公廟做過田野調查，歸

納整理出其中較為特殊者。和大陸城隍不同之處是，全台

灣的土地公都戴員外帽，唯一例外是屏東車城福安宮正殿

安立的土地公(參見圖十六)。該土地公在清朝曾受乾隆皇

帝褒封，可戴官帽，原因是當年林爽文之亂(其實是官逼

民反)，福安宮土地公托夢，讓清兵逮到林爽文。

台灣各地的土地公有不同特色，例如借最多錢給信眾

的土地公銀行在南投縣竹山鎮紫南宮; 唯一建築在水中的

土地公廟在桃園縣頭寮大池;能協助辦刑案的是基隆市中

正區清福宮的土地公。新竹市交通大學土地公廟亦名列其

中，特色是保佑學生考試順利。

這座香火鼎盛的土

地公廟，面對著交通大

學北校門警衛室(參見圖

十七) 。廟前有幅類似打

油詩的俚俗對聯：「土地

公公真靈驗，保佑學子

中狀元」。每年一到考季，會看到一群考生，擠在廟門前，供奉仙草蜜，祈

求金榜題名。土地公愛喝仙草蜜的傳聞，我們都以為是交大警衛室的警衛嘴

饞，愛喝仙草蜜，就故意指點考生如此供奉。然而按照土地公廟爐主黃繹的

說法，是「有一位外地學生，考前夢見一位老先生告訴他，拿瓶瓶罐罐去拜

拜就會有好結果。這位同學到賣場猶豫了很久，最後選擇了消暑退火、甜蜜

又方便老人家咀嚼的仙草蜜。敬拜之後，這位平常成績並未太突出的考生竟

然順利考上交大。」於是，「準備仙草蜜拜土地公」成了考生間不成文的慣

例，廟方平均每年會收到將近10萬瓶的仙草蜜，由土地公廟委員會分送給新

竹地區的弱勢團體，如老人院、育幼院，及偏遠地區的小學。 

交通大學的土地公公到底有多靈驗? 舉一例說明。交大宿舍供不應

求，必須抽籤決定是否有床位。有一位學生在宿舍抽籤前到土地公廟，祈

求讓他中籤。土地公讓他如願中了籤，但卻沒得住宿。原來當年的辦法是

沒抽中籤的才能住宿。這位學生沒弄清楚規則就糊裡糊塗的許了願，因此

沒分配到宿舍，搞得自己都啼笑皆非。

林某人以前擔任交通大學研發長，過農曆年時曾經代表研發處到交大

土地公廟拜拜。當時也曾靈機一動，打過主意，和土地公廟建教合作，育

成一家公司，當考生到土地公廟拜拜時，順便推銷研究所的考古題解答。

不過壯志未酬，還沒進行，就由研發長轉任資訊學院院長，育成土地公廟

公司的創意，無疾而終。

圖十五: (左) 鬼卒; 林某人20年前參觀西雅圖藝術博物
館，看到元朝青銅鍍金的鬼卒像，將之模仿畫

出。這個鬼卒一身瘦骨，受到八仙中李鐵拐造型

影響。其坐姿則似模仿民間乞丐模樣。鬼卒是低

階公務人員，薪水大概不高，油水不多，所以才

骨瘦如材。《西遊記》中提到陰曹地府的牛頭、

馬面，都是鬼卒，常被孫悟空唬得在森羅殿上東

躲西藏，南奔北跑。可見其工作具有相當的危險

性，賺的是辛苦錢;  (右) 上海城隍廟位於上海市
黃浦區邑城路、方濱中路西邊、東至安仁街，臨

近上海市最為繁華的豫園商場。

圖十六:保存於台
中科博館的

官帽土地公 

圖十七: (左) 交通大學土地公廟; (右) 考生供奉的仙草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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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的宗教信仰相當多樣化。有

些人是「一神論」，有些人是「多神

論」。布爾斯汀(Daniel Joseph Boorstin; 

1914－2004; 參見圖十八(左)) 在他的著

作《探索者》(The Seekers; 參見圖十八

(右)) 提到，一神論揮之不去的困擾是，

唯一的神至高無上。既然如此，「善良

的神為何允許祂創造的世界裡有惡的

存在?」微積分的發明人之一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還首開風氣之先的提出「神義論」

(Theodicy)來稱呼「神是否正義」的研

究。多神論則無此煩惱，認為群神也

受到感情的支配，也有善惡的矛盾。

最有趣的是，曾經有人因政治

因素，嚐試將人民的信仰由多神論

轉變為一神論。著名的歷史學者韋戈

爾(Arthur Weigall; 1880–1934; 參見圖

十九(左)) 提到埃及三千年歷史當中最

奇特的法老王阿肯那唐(Akhenaten;參見圖十九 (右))。他在位於埃及的十八

王朝，國力正值顛峰。當時埃及的疆土擴大至兩河流域，但國內的宗教問

題卻日趨嚴重。祭司們假藉「神喻」，已經到了無法無天，干涉國政的地

步。阿肯那唐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西元前1348年毅然實施宗教改革，史稱

「特埃阿馬納」(Tell el-Amarna) 時代。這位法老廢除了多神的傳統，尊

崇一神教。在他的理念中，任何人都可以和神溝通，不必由祭司轉達。這

個理論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特埃阿馬納」的神殿中只有柱子，沒有圍

墻與天花板，人們只要抬頭，面向太陽，即可直達天聽的和神溝通。這種

前衛的理念，擋了祭司的財路，當然被斥為邪說。韋戈爾相當佩服阿肯那

唐，稱他為「The first man to whom God revealed himself 」。

「神的存在」應該可以歸

類於哥德爾定理中的命題。哥

德爾(Kurt Gödel;1906 –1978;參

見圖二十) 在1931年證明了有名

的不完備定理  (Incompleteness 

Theorem)：「在包含了自然數的

任一形式系統，一定找得到一個

命題，這個命題是真的，但不能

被證明。」哥德爾定理的證明相

當複雜，林某人每次讀到一半就

昏昏欲睡，不過其結論卻頗富哲

學深意: 對有宗教信仰的科技人而

言，「神的存在」就是這個不可

證明的真命題。

有宗教信仰的科技人相信

「神的存在」，但是要信哪個神，往往搖擺不定。林某人待在美國時期，

認識不少台灣在美國的科技人，宗教信仰有很大的轉折。原來是虔誠的

基督徒，忽然轉變為虔誠的佛教徒; 而虔誠的佛教徒則變成虔誠的基督

徒。這種心路歷程，局外人看得霧煞煞，不易體會。由於宗教信仰的轉

折，影響到思想的著名例子，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歐尼爾(Eugene O'Neill ; 

1888–1953; 參見圖二十一)。歐尼爾從小受到父母信仰基督的影響。後來他

圖十八: (左) 布爾斯汀(Daniel Joseph 
Boorstin; 1914－2004); (右) 貓頭
鷹書房送給我一本《探索者》(The 
Seekers)的中譯本，我家貓咪常將
這本書叼來給我，要我詳加研讀。

圖十九: (左) 韋戈爾(Arthur Weigall; 1880–
1934; (右) 阿肯那唐(Akhenaten)

圖二十: 哥德爾(Kurt Gödel;1906 – 1978) 個人包
辦了數理邏輯幾個經典定理，並為整個領

域帶來革命性的改變，堪稱是廿世紀最偉

大的數理邏輯學家。尤其是他的「不完備

定理」，暗示了一個理性系統不可能是全

知的想法，經常被引申到其他領域。例如

不少人認為「自然是無法被人類瞭解」就

是符合不完備定理的命題。非科學家竟然

常常引用如此晦澀的數學定理，也該算是

廿世紀的數學奇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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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親染上毒癮，曾試圖溺

水自殺，而父親面對宗教，

則是態度虛偽，讓他失望憤

怒，有上帝已死的思想。他

相信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 –1900; 參見

圖二十二 )所說的：「人必

須在自己的內心深處中，找

到一種新信仰，因為基督教

經漸漸在衰敗了。」所以他

寫了尋找新信仰的作品，包

括《焊接》(Welded) 、《噴

泉》(The Fountain) 等。

尼采寫《反基督：對基

督教的詛咒》（Der Antichrist. 

Fluch auf das Christentum），

這本書是他最具爭議的著作，

對基督教的道德觀發起了論

戰式的批判攻勢，因此被視

為反基督教的狂熱者。這本

書集結了尼采對基督教的各種批評，以諷刺的風格表達出基督教倫理中奴

隸道德腐敗了高尚的古羅馬道德。林某人讀了尼采的一個句子，印象深

刻。他說: 「The Christian resolution to find the world ugly and bad has made 

the world ugly and bad. 」由尼采對基督教的態度觀之，西方無神論者的手

段激烈，往往痛貶基督徒，寧可沒有聖經，因此引起無數辯論大戰。例

如法國作家雷納德(Jules Reynard ; 

1864 －1910; 參見圖二十三(左))就

很鐵齒，不認為上帝應該存在。他

說: 「I don't know if God exists, but 

it would be better for His reputation 

i f  He didn ' t .  」又如美國作家斐

爾德(Edward Field; b. 1924; 參見

圖二十三 (右 ) )，在其作品《The 

Bride of Frankenstein》表明，無神

論者心目中的唯一上帝是「純科

學」。他這麼寫著: 「The Baron has 

decided to mate the monster, to breed 

him perhaps, in the interests of pure 

science, his only god.」

當時達爾文的演化論大闖紅

燈的挑戰了聖經中亞當和夏娃的

存在，更激化了無神論者和教會

間的對立。當中也有搖擺不定的

騎牆派。英國著名動物學家米瓦特

(George Jackson Mivart; 1827 – 1900; 

參見圖二十四(左))最初是演化論的

熱情支援者，隨後卻變成了激烈反

對者。1871年，米瓦特出版《物種

發生》，列舉許多例子，試圖說明

自然選擇無法解釋生物結構的由來。其中經常被提及的著名例子，是比目

圖二十一: 歐尼爾(Eugene O'Neill ; 1888 –1953) 是位
多產作家，一生創作獨幕劇21部，多幕劇28
部。 1936年因其代表作《地平線外》(Beyond 
the Horizon)而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
是：「由於他劇作中所表現的力量、熱忱與深

摯的感情－它們完全符合悲劇的原始概念。」

圖二十二: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 
–1900)出身於宗教家庭，對於存在主義與後
現代主義的哲學發展影響極大。

圖二十三: (左) 雷納德(Jules Reynard ; 1864 
－1910); (右)斐爾德(Edward Field; b. 
1924)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重型轟炸
機上擔任領航員。某位紅十字會工作人

員在戰地醫院送他一本詩集。於是他也

開始寫作，儼然詩人，並於1963年榮
獲Lamont Poetry Prize。

圖二十四 :  (左 )  米瓦特 (George Jackson 
Mivar t ;  1827 –  1900) ;  (右 )  丹諾
(Clarence Darrow; 1857 –1938)受到胡
適的高度推崇：「丹諾，一位最可敬

愛的美國人。」他是人道和自由主義

者，並且以律師的身分，終生為弱勢

族群辯護，透過法律，捍衛人身自由

和發揚人性真諦。丹諾建塑了「法律

人」真正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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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flatfish）的進化。米瓦特和達爾文的比目魚大戰經過一百多年，直到

2008年才塵埃落定。而米瓦特的態度反覆，搞得兩面不討好。達爾文固然

很不爽，教會也不甚領情。

1925年春天，田納西州的議會頒布巴特勒法案 (Butler Act)，禁止公立

學校在課堂上傳授達爾文的演化概念。這個立法惹火了「美國公民自由聯

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懸賞教師，特意在課堂裡教「演化

論」，向這個立法挑戰。田納西州一個小鎮戴頓 (Dayton)見獵心喜，慫恿

鎮上一位高中老師史寇普(John Scopes)接受懸賞。戴頓鎮的如意算盤是，一

旦史寇普公開挑戰這項法令，就會被審判。審判的過程，一定會吸引媒體

注意，替小鎮做免費的觀光宣傳，當地的餐廳和旅館也會因此高朋滿座。

於是乎有名的史寇普審判(Scopes Trial)在1925年7月登上媒體版面，美國的

國家級報紙、廣播電台、甚至英國的報紙，都大幅刊登這個小鎮的花絮。

當法庭內劍拔弩張時，小鎮的財源也滾滾而來，當地如同嘉年華會般，紀

念品到處熱賣，甚至有人帶家中愛猴，在此「溜猴」。這次審判，美國

公民自由聯盟派出大將兼名律師丹諾(Clarence Darrow; 1857 –1938; 參見圖

二十四(右)) ，在法庭上的攻防激烈，刀槍劍戟，鑼鼓喧天。不過沒人理會

小尾的史寇普，而是將火力集中在「演化論」的爭議。

林某人早年讀丹諾的自傳，依稀記得當時法庭上的辯論過程。丹諾詰

問對方，聖經中記載諾亞方舟的故事是否真實。對手曰：「千真萬確。」

丹諾追問：「然則沒有搭上方舟的生物是否都滅絕?」對手肯定回答：「都

被水淹死啦。」丹諾再問：「那麼魚呢?」對手語塞。雖然丹諾舌燦蓮花的

辯論，法庭仍然胸有成竹的判決史寇普敗訴，罰金 100美元。

即使是無神論者，亦無可否認，聖經影響了西方的文化、國家，甚

至世界歷史。美國作家費爾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 1865－1943;參見圖

二十五)曾經評論：「我們的文明根植於聖經。我們從聖經而來的觀念、

智能、哲學、文學、藝術以及理

想，遠超過其它書籍之總和。」

林某人完全同意費爾普斯的

說法。由聖經引導出的偉大文化

作品，處處可見。例如英國詩

人古柏（William Cowper ; 1731 

–1800;參見圖二十六(左))。他陷

於憂鬱症，某一夜晚想不開，打

算跳河自殺，叫了一部馬車載他

到泰晤士河。忽然天降大霧，馬

車夫迷路，繞來繞去找不到泰晤

士河。古柏只好叫馬車夫停車。

他下車想瞧瞧要如何理會，赫然

發現自己正站在自家門前。古柏

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感激涕零 

(林某人猜想，應該是馬車伕看出

古柏的苗頭不對，故意繞圈圈) 。

經此事件，古柏文思泉湧，有如

神助，寫出他的傳世之作《神的

道路奧秘難測》（God Moves in 

Mysterious Ways）。另一位詩人

司馬特 (Christopher Smart; 1722 

–1771;參見圖二十六 (右)) 也是在

一場大病後，受到聖經感召，出版《給至高無上主的讚美詩》（Hymn to 

the Supreme Being）。不久，他又被送進聖路克醫院和波特瘋人院，直到

圖二十五: 費爾普斯 (Wil l iam Lyon Phelps; 
1865－1943) 

圖二十六: (左) 古柏（William Cowper ; 1731 
–1800）是18世紀最受歡迎的詩人之
一，通過描繪日常生活和英國鄉村場

景，改變了那個時代自然詩的方向。

古柏虔誠信仰基督教，但仍然擔心他

註定要受到永恆的詛咒 ; (右 )  司馬特 
(Christopher Smart; 1722 –1771) 於1750
年代陷入宗教狂熱，常常在街上和其他

怪異的場所雙膝跪地祈禱，顯見他內心

騷亂不安。他生前最後五年被貧困和不

斷高築的債務纏身；1770年，他又因債
務入獄，於翌年死於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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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才出院。在住院療養期間，他寫下《大衛王之歌》(A Song to David)

以及「輪唱讚美詩」 (Anthem) 形式的長篇詩作《Jubilate Agno》。《大衛

王之歌》是司馬特最具原創性和傳世價值的作品。這部作品歌頌《詩篇》

(Psalms) 的作者大衛王，說他是神聖詩人的典型代表。《大衛王之歌》對

精神層面的探索，啟蒙了詩人克萊爾（John Clare）和布萊克（Blake;參

見《電信博物館》一文）。布朗寧（Browning）和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1939;參見圖二十七(左)）則一致認為在人心不古，充滿物質化

的世界，這首作品代表著發自心靈的信念。

讚揚司馬特的葉慈也有許

多宗教相關的佳作，例如他在

《Where there is nothing, There 

is God》這首詩，有如下對話:

「Why is the ruby a symbol of 

the love of God? 」「Because 

it is red, like fire, and fire burns 

up everything, and where there is 

nothing, there is God. 」加拿大有

名的詩人塞必思(Robert William 

Service;  1874－1958;參見圖

二十七(右))也以小孩的觀點頌揚

上帝。他的作品《My Childhood 

God》寫著: 「When I was small the Lord appeared Unto my mental eye,  A 

gentle giant with a beard Who homed up in the sky⋯」塞必思懷念小時候敬慕

上帝的純潔之心，在詩的結尾寫著: 「Oh could I second childhood again! 」

林某人最喜歡的讚美詩《破曉》(Morning has broken)是英國作家范瓊

安的作品。范瓊安（Eleanor 

Farjeon; 1881– 1965;參見圖

二十八 (左 )）中年皈依天主

教，視信仰為其心路歷程。

1 9 3 1年，教徒們認為他們

需要一首讚美詩(hymn)來感

謝每一天，於是請范瓊安

來創作這一首詩。膾炙人口

的《破曉》於焉誕生，詞

云: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翻譯為 :「天已破

曉，如同第一個清晨，黑鳥鳴唱，如同第一隻鳴禽。讚美這歌唱，讚美這

早晨，讚美它們使這世界充滿了清新。」林某人昏昏欲睡時，只要聽到這

首歌，精神就會為之一振。

林某人在9歲時首次接觸聖經。當時我看過一本中譯傳記《奮學記》，

敘述主人翁包狄池 (Nathaniel Bowditch; 1773－1838;參見圖二十八(右))如何

在極度貧困的環境下苦讀成功，我深深著迷。《奮學記》中敘述包狄池由

不同語言版本的聖經自學多國語言。他第一句學的是約翰福音1：1-9 「太

初有道，道與神同在，⋯」九歲時，我也東施效顰的拿起中英對照聖經，

想學包狄池的做法，由譯文對照學英文。結果連中文「太初有道」是啥意

圖二十七:(左) 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1939）於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
的理由是「以其高度藝術化且洋溢著靈感

的詩作表達了整個民族的靈魂」; (右) 塞必
思(Robert William Service; 1874 –1958) 是一
個平民詩人，跟著淘金熱來到加拿大的育空

(Yukon Territory) 。他居住在育空的小木屋，
寫出廣受加拿大民眾喜愛的作品。

圖二十八: (左)范瓊安（Eleanor Farjeon; 1881– 
1965）出身於文學世家，以寫作童謠著稱。 
她是安徒生獎（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的首位得主，也曾榮獲卡內基獎
（Carnegie Medal）獎; (右) 包狄池 (Nathaniel 
Bowditch; 1773－1838) 是天文航海家，曾英
譯拉普拉斯的巨著《Celestial Mechnics》三
大冊。包狄池終生在海上與日月為伍，熟諳

二十多種語言，校對三角函數表，使航海技

術大幅躍昇，減少海難。他幼時只上學一年

便去船運公司當學徒，讀書全靠自學，在夜

間躲在閣樓苦讀牛頓《力學原理》的拉丁文

版而學會拉丁文及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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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都不懂，對照英文更是霧煞煞，

結果當然是失敗囉。

讀者諸君若住宿美國的旅店賓

館，在房間抽屜裡都會看到一本

基甸版聖經(Gideon Bible; 參見圖

二十九)。1823年，美國的國際聖經

學會(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開

始在旅館放聖經。而將之發揚光大

的是基甸會(The Gideons) ，該會宗

旨是「領人歸主」，想盡辦法把聖

經發送給不相信耶穌的人。早期的

基甸會會員們幾乎是到處旅行的商

人，會在住宿的旅館中閱

讀聖經，並在離去後，將

聖經留在這些旅社中，繼

續默默地作見證。1908年

基甸會決定在美國各旅館

的每一房間中放置一本聖

經。這個效應持續擴大到

今日，美國人幾乎理所當

然的認為，酒店旅館房間裏面應該有本聖經。

聖經廣佈西方世界，上帝之力甚至及於頑童。Hank Ketcham (1920 – 

2001)筆下的淘氣阿丹頑童(Dennis the Menace;參見圖三十 (左)) ，調皮搗

蛋，整得大人哭笑不得。但是在禱告時，面對上帝，也不得不敬畏的說: 

「Dear God, No use tryin' to kid You... You know I done it.」

   

圖二十九: 2010年林某人和陳信宏教授共宿
加州的HYATT Hotel，抽屜中就放了
一本紅色基甸會聖經(圖左);數日後我
們前往西雅圖，下榻WESTIN Hotel，
也有一本基甸會聖經，不過是綠色書

皮(圖右) 。

基督教的習俗也影響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例如在台灣，即使沒有基

督教信仰的人，同樣會歡度聖誕節。林某人在美國漂泊十年，深深感受到

基督教感恩節(Thanksgiving Day)的團圓氣氛。記得某次感恩節夜晚，我抱

著三歲的女兒，為她念美國作家凱茲(Bobbi Katz ; b. 1933;參見圖三十(右))

的童詩 《A Thanksgiving Thought》: 

The day I give thanks for having a nose

Is Thanksgiving Day, for do you suppose 

That Thanksgiving dinner would taste as good

If you couldn't smell it? I don't think it would. 

Could apple pie baking  – turkey that's basting 

Not be for the smelling? Just be for tasting? 

It's a cranberry-cinnamon-onion bouquet! 

Be thankful for noses on Thanksgiving Day. 

我一邊念著，女兒鼻子也嘶嘶有聲的吸著空氣，好像聞到了感恩節晚

餐的美味。此時林某人心中溫馨，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有人問林某人是否

有宗教信仰。依循「不

完備定理」，我勉強算

是赫胥黎（Thomas Henry 

H u x l e y ; 1 8 2 5  – 1 8 9 5 ;參

見圖三十一）不可知論

(Agnosticism）的信徒，認

為我輩凡夫俗子根本無法

回答是否有來世、上帝是

否存在這類形而上學的問

圖三十: (左) 淘氣阿丹(Dennis the Menace); (右) 凱茲
(Bobbi Katz ; b. 1933)

圖三十一: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
1895）說：「盡可能廣泛地涉獵各門學問，
並且盡可能深入地擇一鑽研。」（Tr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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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嚴格而言，不可知論者認同宗

教懷疑主義，認為人不能知道神的

存在，但並非如無神論者一般的否

認神的存在。

身為科技人，我的宗教慧根顯

然不足，但是年輕時，受到日本武

聖宮本武藏的影響，倒是常畫佛

像。[附註一] 宮本武藏習慣用左手

雕刻佛像，以此琢磨劍的真意，也在其著作《五輪之書》中以雕刻佛像比

喻兵法。他說: 「擊敗一個人和擊敗十萬人的技法並沒什麼不同，兵法家可

以小中見大，就如同按照一寸高的木俑可以雕刻出極大的佛像一樣。」我

大學時代念書累時，就學習武藏的方式畫佛像 (如圖三十二所示)。

宮本武藏常在重大決鬥前雕刻佛像，林某人大考前也會畫佛像，都有

穩定心情的功效。而日理萬機的科技業

老闆，每天緊繃神經，面對事業的各種

挑戰。他們透過宗教信仰，得到心靈的

舒緩，亦不足為奇。讀者諸君若有空，

可讀一讀《旅美小簡》的文章「鐘聲的

召喚」，文中寫著，「鐘聲表示上帝存

在，靈魂不滅」。陳之藩建議大家，好

好思量當中宗教與真理的深意。

2010年7月，我去了一趟香港，找任

德盛及倪明選兩位教授談談學術卓越及

學術倫理。回台灣的路途，順手翻閱飛

機上的雜誌，發現一幅「那若空行母」

佛像照片，就模仿畫出來(參見圖三十三) ，這是我第一次畫女性佛像。空

行母，梵音譯為「荼吉尼」（ākinī），意為在空中行走之人(因此英文翻譯

為Sky Dancer)。空行母是女性神祗，有大力，可於空中飛行。在藏傳佛教

的密宗，空行母是代表智慧與慈悲的女神。如何像空行母這般，展現智慧

(堅持學術卓越及學術倫理)，並且心存慈悲(不要讓教授們感到壓力)? 空行

母明心見性、沒有欲望、一切靜空、一切為了度人，幫助人。我想做人處

事，學空行母，只要沒有私人慾望，堅持理念，即使遭受毀譽，亦可以心

安理得矣。

 [附註一] 我畫過不少佛像，都有鬍鬚。普門青年會的網站寫著:「佛教裡
面，從釋迦牟尼佛開始就沒有鬍鬚。此外如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

菩薩和地藏王菩薩也都沒有鬍鬚。只有神道教所信的神明才有鬍鬚。所以

神道教是老人的宗教，而佛教是青年的宗教。」於是有人認為我畫的佛像

不應出現鬍鬚。不過《龔天民新文集》寫著: 「⋯初期的佛教美術品，受了
希臘文化的影響，佛菩薩的面孔都像希臘人，且身穿毛衣，還有鬍鬚。」

五代時期所見的水月觀音不但是男性形象，且面部有鬍鬚。因此我畫有鬍

鬚的佛像，大家就請多包涵，不要太計較囉。

我曾描繪西藏活佛宗喀巴(Je Tsongkhapa; 1357－
1419)兩次。第一次模擬的佛像係供奉在北京紫
禁城的梵華樓佛龕上(參見圖三十四)。宗喀巴沒
有鬍鬚，但我覺得他留鬍鬚比較好看，就幫他

加上。圖中宗喀巴的手呈說法印 (象徵佛說法之
意，表現佛陀於鹿野苑初轉法輪時的狀態，所

以稱為說法印，也稱轉法輪印)。

第二次模仿畫宗喀巴是在2010年3月。當時我訪
問北京，特地參觀雍和宮。宮內的法輪殿建於

1744年(乾隆9年; 參見圖三十五(左))，殿內供奉

圖三十二: 林某人畫佛像讓心情平靜。

圖三十三: 那若空行母（Naro-ākinī）; 原
作為17－18世紀之銅鎏金像，局
部泥金彩，高度33.5公分，收藏於
西藏拉薩羅布林卡 (Tibet, Lhasa, 
Norbulingka）。或許要強調空行
母的母性慈悲，大部分的空行母雕

像都是豐乳細腰的突顯出女性特

徵。那若（Naro），智慧之意。

圖三十四 :  我畫有鬍鬚的宗
喀巴 (Je Tsongkhapa; 
1357－1419) 。



閃文集 II 259閃文集 II258

宗喀巴(參見圖
三十五 (右 ) )。
宗喀巴是我很

感 興 趣 的 人

物，就花點篇

幅和讀者諸君

聊一聊。他在

火雞年（1357
年; 「火雞年」
是蒙古人的叫

法。該年大概

是元順帝在位

時）生於宗喀

地方(距西寧約
50里)，故被稱為宗喀巴。法名羅桑札巴，意為 「善慧」，傳說為文殊菩
薩轉世，是佛教格魯派創始人。格魯巴在藏語中是「善道」的意思。宗喀

巴的苦行及戒行超乎常人。當時西藏各地教規鬆弛，佛教逐漸失去民心。

他就像基督新教創始者馬丁路德一般，主張要嚴格執行教規。宗喀巴在受

過比丘戒後便改戴黃帽，表示振興戒風的決心。因此人們也把格魯派稱作

「黃教」。黃教是現今西藏最大的教派，主張僧眾嚴持教規，崇尚苦行，

禁止娶妻。

宗喀巴自幼好學，記憶力驚人，在太陽升起至陽光照射到寺院金頂這段短

短的時間內背熟了四頁經文，其他以記憶力著稱的人頂多只背誦得兩頁

半。青年時期多次拜師，在吸收了傳統的佛教教義後，也頗有創新研發，

寫成了十多卷著作，其中《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影響尤大，至今已被譯為

多國文字。

宗喀巴有一位徒弟給促節，本來是另一派別的學者，因為門戶之見，對宗

喀巴頗有偏見。給促節要求和宗喀巴辯論，卻偷藏一把匕首，想要「以力

服人」，好好修理宗喀巴一頓。宗喀巴預知，在桌下藏一塊石頭。(故事讀
到這裡，大夥一定以為宗喀巴要丟石頭和給促節對壘。) 給促節頂禮後，宗
喀巴將石頭拿給他並且說道，「你先拿去磨刀子。」如此從容不迫，當下

攝服給促節，願意拜在宗喀巴門下。宗喀巴及其弟子創立三大佛教學府 － 
甘丹寺、色拉寺及哲蚌寺，培養出無數高僧。因為黃教僧人不准結婚，宗

教領袖採取轉世相承的辦法，出現「達賴」和「班禪」兩大活佛體系。

宗喀巴快要圓寂的時候，將他的牙齒化為許多舍利子，分賜給弟子，並預

言在五百年後這些舍利子會前往菩提迦耶 (印度)。五百年後，國民黨轉進
台灣，達賴喇嘛也流亡國外，有些舍利子被帶到印度來。宗喀巴的預言應

該也算是有實現吧?

圖三十五: (左)林某人留影於北京雍和宮的法輪殿前，此殿頂部開有
五個天窗，天窗上有鎦金寶頂，有濃厚藏族寺院風格; 殿西木
架上有大藏經(丹珠爾)108部，殿東木架上則放續藏經207部; 
(右) 林某人所繪法輪殿內供奉之宗喀巴，由殿外遙遙望之，不
太真切，很可惜雍和宮規定殿內不准照相。林某人在廖婉君教

授協助下完成這幅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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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扶植國內產業，提供各種的業界補助計畫。我被邀請加入經濟

部的技術規劃審議委員會(技審會)，主要審查「業界科專」及「主導性新

產品」兩類計畫。廠商申請計畫時，要根據一些標準格式寫計畫書。政府

便民，由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資訊工業策進會（資策會）來協助廠商，讓他

們了解如何申請計畫（參見圖一）。資策會偶爾會叫我去開班授徒，教廠

商如何撰寫「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的計畫書。資策會會事先做好說明

用的投影片，

我只要照本宣

科，再以個人

過去擔任主審

的經驗，補充

引申即可。

計畫書要

寫得「賣相好」，必須清楚呈現競爭優勢及經營能力。尤其應該盡量展現

經營團隊的豐富經驗背景，並顯示出對於該產業、市場、產品、技術，以

及未來營運策略已有充分的準備。有些廠商的資本額只有500萬元，卻要

做3000萬元的計畫；或者研發人員只有11人，卻要做20人的研發工作。以

三兩力氣，做六斤的事，莫非有四兩撥千斤的神通？這類申請案，先天不

足，通過的機會甚小。

計畫書的前後基本假設或預估必須相互呼應，要有一貫的邏輯。例如

財務預估必須要根據市場與技術分析所得的結果，提供可參考的數據與資

料，方能進行各種報表的規劃。切勿憑主觀，一廂情願的臆測。計畫發

展的技術架構，要以魚骨圖 (Fishbone Diagram)呈現。魚骨圖中代表「脊

椎」的核心技術要十分紮實，必須能支撐每一根「肋骨」的分項計畫，不

可以一抓起「脊椎」，「肋骨」就掉落一地。另外，千萬別畫出虱目魚型

網路通訊計畫的審查

的魚骨圖。虱目魚肋骨錯綜複雜，

不知所云，審查委員很難讓這種計

畫通過。魚骨圖是石川馨  (Kaoru 

Ishikawa; 1915－1989; 參見圖二)的

發明，詳情參見《閃文集》第77

頁。

計畫審查分兩階段。在書面審

查時，審查委員會仔細研讀書面資

料，並提供意見。申請計畫的廠商

必須根據審查意見回覆，並修改計

畫書。接下來進行複審會議，由計

畫主持人親自向審查委員們報告。

報告時，最忌諱浪費時間，要有精

準的時間觀念。通常會以計時器來

掌控議程 (Agenda)。

以計時器來掌控會議流程，古

已有之，常用水鐘當作計時碼表。羅馬語「給水」是分配時間給發言人的

意思，而「潑水」則是浪費時間。布爾斯丁 (Daniel Joseph Boorstin; 1914－

2004; 參見圖三)在他的巨著《發現者》[附註一]中提到，在羅馬議會裡，水

鐘被用來確保發言者講話不超過時限。如果會議中需要閱讀參考文件，就

用蠟將出水管堵住，臨時中斷議程，直到再度發言時，才繼續滴水。若有

人嘮嘮叨叨的發言，旁人就會抗議：「拿走他的水！」 如果意猶未盡，發

言者也會懇求：「請給我多一點水。」2001年3月28日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李

慶安跟羅福助起衝突，羅福助以水潑李慶安，在當時頗受責難。其實羅福

助是很有學問的，遵循羅馬議會的古風，將自己的水潑掉，放棄發言的時

圖一: 工業局同仁努力舉辦「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研討會，分發
講義，而業者也踴躍參加。

圖二：石川馨 (Kaoru Ishikawa; 1915－1989)
被稱為品管圈之父 (Father of QCC)。他
的《質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一書
獲得了戴明獎（參見《自助論：Self-
Help》一文）。1971年，石川馨質量
控制教育項目獲美國質量控制協會的
格蘭特獎章 (Grant Medal)。石川馨曾
說明他如何進入這行：「我的初衷是

想讓基層工作人員最好地理解和運用

質量控制，具體說是想教育在全國所

有工廠工作的員工；但後來發現這樣

的要求過高了，因此，我想到首先對

工廠裏的領班或現場負責人員進行教

育。」之後漸漸發展出他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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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無論在廟堂上議事或計畫審查的

報告，都應精要，才能探驪得珠。要

靠計時器規範限制，報告就會落於下

乘。我擔任審查委員，偶爾會碰到一

些報告人，就像做事遲疑不決的丹麥

王子哈姆雷特 (Hamlet)，報告的內容拖

拖拉拉，to be or not to be 老半天，就是

不肯切入重點，無法精準掌控時間。

此時我會不耐煩的跺腳。最悲慘的

是，40分鐘的報告，過了30分鐘，仍

然在簡介產業背景，唐虞夏商周的兜

圈子，不知何時才會說到民國。這種

報告人就如同京戲《驚夢》中閻瑞生

唱著二黃垛板：「一樁樁，一件件，

樁樁件件，對小妹細說端

詳。」我可不像《驚夢》

中的「小妹」王玉英那麼

有耐心的聽唱，最後會忍

不住爆發，要求報告人：

「請你跳到第129頁投影

片，直接報告計畫要執行

的重點。」並非我不尊重

報告人。就如同魯迅（周

樹人; 1881－1936; 參見圖

四）所說：「生命是以時間為單位的，浪費別人的時間等於謀財害命；浪費

自己的時間，等於慢性自殺。」我不願意被謀殺，也不忍心報告人浪費生

命，慢性自殺啊！

因此計畫主持人報告時，一定要簡明扼要。伊拉克戰爭的美國指揮

官鮑威爾 (Colin Powell; b. 1937)說：「Great leaders are almost always great 

simplifiers.」反向推論，化簡為繁的計畫主持人，鐵定是一將無能，累死

千軍。有些浪漫型的計畫主持人，喜歡強調其完成計畫的決心，報告時慷

慨激昂，猶如莎翁筆下的亨利五世，親征法國前，熱血沸騰的演說，一副

要以一當十的氣勢，完成計畫。不幸的是，我比較相信拿破崙剋星威靈頓 

(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 參見圖五)的做法。

威靈頓認為和情緒有關的因素，都不太可靠。他打仗講求後勤支援、武器

精良、地形優勢，以及嚴明紀律等外在條件，而不倚靠士兵慷慨激昂的熱

烈情緒。我的奇妙經驗

是，在規劃說明時越是

慷慨激昂的計畫主持

人，計畫執行時，越

會猛打太極拳，一推

六二五，失敗的機率頗

高。

好的計畫報告，

應該「開門見山，水

清見底」。開門見山不難，有話直說即可。水清見底就不簡單。最糟糕的

情況是，連開門都不見山，計畫報告半天，我們仍然不知道具體的產出

為何。很多計畫主持人對於計畫的立即產出，總是吝於承諾，只會閃閃

爍爍的畫出未來的大餅：「現在景氣不佳，計畫結束沒有產出，但未來

圖三：布爾斯丁 (Daniel Joseph Boorstin; 
1914－2004) 曾從歷史的角度來剖析
假事件(Pseudo Event)的起源。從美
國羅斯福總統開始，政治人物就善用

假事件的方式操控媒體，進行置入性

行銷。布爾斯丁在1961年提出並分析
的假事件，相當有遠見，今日被政治

人物玩弄的假事件，仍在他的分析範

圍。他的知識是如此的淵博，逝世時

《經濟學人》讚揚他為「偉大的業餘

專家」 (A Great Amateur) 。

圖四：魯迅 (1881－1936) 原名周樟壽（1898年改為周
樹人），筆名魯迅。他曾進入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

校就讀，只有藤野先生擔任的解剖學一科沒有考及

格。不過魯迅卻尊稱藤野為唯一的恩師。

圖五：威靈頓 (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的肖像是林某人由鈔票模仿畫出。如果
我們將威靈頓的名字重新組合，可變成「Truly he'll 
see war」，難怪他命中注定會成為有名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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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轉好後，我們發展的技術將會如此這般的鴻圖大

展」。此時林某人就不禁想起美國小說家華森豪 (Edgar 

Watson Howe; 1853－1937; 參見圖六)說的話：「Every 

successful man I have heard of has done the best he could 

with conditions as he found them, and not waited until the 

next year for better. （每一個成功的人，都是在既有的

條件下，做最好的發揮，而不會等到來年一切好轉時再

說）」。任何計畫，都要在期限 (deadline)內產生成果。

如果沒有期限，而只是畫餅充飢的宣稱，執行計畫後會

有產值100億元，那

麼期待這種目標，

就像在等待貝克

特 (Samuel Beckett; 

1906－1989; 參見圖

七(左))筆下的「果

陀」，虛無縹緲，

根本不存在 [附註

二]。

以簡明扼要的

圖表來呈現數據，

尤其對計畫說明有

幫助。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參見圖八)於1858年向英國國會報告英軍

在戰場上傷亡狀況時，發明「雞冠花」 (Coxcomb)圓餅圖的表示方法，呈

現給國會議員。議員們看了龍心大悅，銀兩馬上撥下來，南丁格爾的經費

也就有著落了。

計畫的報告人如何學習

像南丁格爾這麼會報告呢？

林某人建議研讀加利可  (Paul 

William Gallico; 1897－1976; 參

見圖九)的作品，學習他講故事

的技巧。加利可說故事的神功

驚人，學貓講話，就像貓在講

話。計畫的報告人如果能像加

利可一般，針對要執行的計畫

說出一套有說服力的故事，審查委

員自然會額手稱慶，鼓掌通過。

經濟部的計畫審查通過後，計

畫辦公室仍有後續的查訪。如果不

幸管考到「果陀型」的計畫，那麼

計畫主持人和評審，就會像《等待

果陀》中的那兩位流浪漢（參見

圖七(右)），既煩悶、又空虛的等待，卻等不到「具

體產出」這個果陀。計畫執行，都會有階段性的查核

點，這些查核點在執行時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一

旦錯過，就沒了產出。那麼我們如何保證產出呢？計

畫書都有「計畫開發進度表」，以甘特圖表示。甘特

圖 (Gantt chart)是一種條狀圖，能表示項目、進度，以

及其他與時間相關的系統進展的關係。這種圖是甘特 

(Henry Laurence Gantt; 1861－1919; 參見圖十)於1910

年開發出來的，可由Microsoft Project及Mr. Project等

軟體自動產生。經濟部計畫的訪查，都根據甘特圖，

圖六:華森豪 (Edgar 
Watson Howe 
; 1853－1937)

圖七: (左)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1906－1989)；(右)《等待果
陀》是貝克特的代表作，也是荒誕派戲劇的奠基之作。它

於1953年在巴黎巴比倫劇院首演，立刻引發了激烈的爭
議。在倫敦上演後，倍受嘲弄，甚至引發評論家群起而攻。

1956年在紐約百老匯上演，被美國評論界譏稱為「來路不
明的戲劇」。美國首演時，導演問他果陀指的是啥，他回

答，「假如我知道，我就會在劇本裡說出來了。」直到70年
代，大家搞懂這齣戲的重點在「等待」而非「果陀」，評論

界開始接受並讚譽，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劇本之一。 

圖八：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圖九:加利可 (Paul William Gallico; 1897－1976)

圖十:甘特 (Henry Laurence 
Gantt; 1861－1919) 
於1917年發明甘特
圖，應用於一系列著

名的基礎設施建設項

目，如胡佛大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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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板一眼，查核點標明清楚，通過或不通過，一翻兩瞪眼。因此，只要我

們確實遵循甘特圖的進度執行，自然能產出所承諾的成果。  

計畫的執行，不可文不對題。期中訪查，都要根據計畫書的查核點進

行。例如事先已承諾，查核點是要完成一部車子。時限到時，你卻說，沒

做車子，而是改變主意，做了兩輛摩托車，加起來也有四個輪子，成不

成？答案是「米賽啦」，過不了關的。只有發生不可抗拒的事故，計畫的

查核點才可以變更。例如前些日子中華電信執行M-Taiwan計畫，採用北方

電信 (Nortel)的設備。結果2009年初北方電信宣告破產，無法提供設備，中

華電信必須改變採購（哀哉，我蠻喜歡北方電信哩）。這是所謂「天要下

雨，娘要嫁人」，無可奈何之事。因此只要廠商遵循經濟部正式的計畫變

更程序，我們都會同意，給予執行廠商方便的。有了「計畫變更」這一機

制，一旦發生不可抗拒的意外，廠商就不至於吞言咽理，論訴無門了。

身為審查委員，我的管考風格，大概不會受到廠商的「喜愛」。每次

審查，我會一馬當先，咄咄逼人的問話，讓廠商有不小壓力。其實我可以

實踐李耳的名言「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溫文爾雅，和廠商「賓主盡

歡」，識時務為俊傑。但是我想到京劇《洪羊洞》中楊延昭所唱的：「為

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皇恩，晝夜奔忙」，覺得經濟部的補助是民

脂民膏，廠商應該好好執行計畫，身為審查委員，也應該好好把關。廠

商沒做好，林某人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糾正。美國喜劇演員迪克

簫 (Dick Shawn; 1923－1987; 參見圖十一(左)) 曾開玩笑的說：「I think of 

my relationship with any audience as a love affair. It lasts only a little while but 

I always look forward to a happy ending.」身為審查委員，我可不希望和受審

廠商的關係像「love affair」，但卻誠摯的希望審查管考的結果是「happy 

ending」。大部分廠商都能依約完成計畫，圓滿結案。少數廠商不按計畫

執行，無法承諾產出，政府的補助必須繳回。此時廠商痛苦，審查委員也

不好過。遇到這種狀況，一般廠

商都會依約退費。最怕遇到「春

蠶到死絲不肯盡，蠟炬成灰淚不

願乾」的廠商，死纏硬坳，說自

己有達成約定，不肯退費。此時

審查委員只好自認倒楣，陪著

和廠商磨時間的談判。執行計

畫最奇怪的例子是阿克頓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 參見圖十一(右)) ，他從未

完成執行的計畫，然出版的產出物，卻

多得驚人，實在是異數。

業界科專及主導性新產品計畫除了

經濟部有嚴謹的管考制度，亦由經濟部

技審會來協助進行審查業務。該會係由

一群教授組成，設有主席一名。歷屆

主席為李家同（參見圖十二(左)）、陳

文村（參見圖十二(右)）、張進福（參

見圖十三(左)），以及吳靜雄（參見圖

十三(右)）諸位教授。審查業務相當繁

雜，有一批助理推動執行，幫了不少忙

（參見圖十四）。

經濟部引導廠商執行計畫，就如

同作戰，要有策略，也要有戰略。例

如日本中世紀時期著名的武將楠木正

圖十一：(左) 迪克簫 (Dick Shawn; 1923－
1987); (右)阿克頓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

圖十二：(左)李家同；(右)陳文村

圖十三：(左)張進福；(右)吳靜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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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Kusunoki 

M a s a s h i g e ; 

1294－1336; 參

見圖十五 )，

常常巧妙的利

用游擊戰法，

以小部隊死拖

敵人的主力大

軍，獲得最後

勝利。台灣資源有

限，往往要以小搏

大，經濟部在科技

產業上，如何制定

政策來引導廠商，

就很重要。經濟部

工業局及技術處訂

定政策性項目，皆

能集思廣益，思考

周延，林某人相當

佩服。

[ 附 註 一 ] 我 在
美國西雅圖唸書時，大學同學毛穎文由臺灣寄一套翻譯書給我（毛穎文

現在是矽創科技的董事長，在產業界有很好的成就）。這套書的書名是

《發現者》 (The Discoverers: A history of man's search to know his world and 
himself)，1983年出版，共五冊，作者是布爾斯丁，為1974年Pulitzer Prize
得主。這本書寫得非常好，讓我對布爾斯丁佩服得五體投地。我於2007年

去Washington DC的宇宙俱樂部晚餐時（參見《閃文集》 第174頁），發
現他也是會員，就想拜訪他，瞻仰大師風采。不幸的是，他已於2004年在
Washington DC去世。 

[附註二]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的《等待果陀》 (En attendant Godot)，是一部
控訴信仰的存在文學作品，於1952年用法文發表，1953年首演。林某人大
學時旁聽戲劇課，有機會讀過貝克特的作品，只覺得艱澀，沒有讀懂。貝

克特以《等待果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等待果陀簡單指出人

類面對永遠不可測的等待，所作的形而上的抉擇。」

[附註四]辛波絲卡的詩《寫履歷表》 (Writing A Resume)以波蘭文寫作，相
當風趣，當中的句子「Of all your loves, mention only the marriage」，讓林
某人會心一笑。很多計畫主持人喜歡在審查會議說明一堆不在計畫執行的

內容，就像在履歷表列出有幾個愛人。其實我們只想知道您明媒正娶的夫

人是誰。至於您的劈腿對象，我們是不想過問的。辛波絲卡詩的英文翻譯

如下：

What needs to be done? Fill out the application and enclose the resume.

Regardless of the length of life, a resume is best kept short.

Concise, well-chosen facts are de rigueur. Landscapes are replaced by addresses, 
shaky memories give way to unshakable dates.

Of all your loves, mention only the marriage; of all your children, only those who 
were born.

Who knows you matters more than whom you know. Trips only if taken abroad. 
Memberships in what but without why. Honors, but not how they were earned.

Write as if you'd never talked to yourself and always kept yourself at arm's 
length.

   圖十四：林某人與經濟部技審會諸位助理

圖十五：(左)落坐於東京天皇居前的楠木正成像；(右)林某人與中
華電信日本分公司的周宗邰社長合照於楠木正成像前。楠

木正成，幼名多聞丸，在推翻鐮倉幕府、中興皇權中起了

重要作用。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以「軍神」祭祀，並將

其事蹟寫進中小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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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 over in silence your dogs, cats, birds, dusty keepsakes, friends, and dreams.

Price, not worth, and title, not what's inside. His shoe size, not where he's off to, 
that one you pass off as yourself. In addition, a photograph with one ear showing, 
What matters is its shape, not what it hears. What is there to hear, anyway? The 
clatter of paper shredders.

我和電話似乎很有緣份。最

近發現，第一次公開的電話展示，

發生在我的生日那天，而距離我出

生整整早一百年。發明電話，有

不少人貢獻心力。第一位值得提

的人物，是一位法國土木機械工

程師博修 (Charles Bourseul; 1829－

1912; 參見圖一)，他最早想到「以

電來傳輸聲音」。博修很成功的設計出類似麥克風的設備，可以將聲音轉為

電流。不幸的是，他設計的電話接收器並不成功，無法再變回清楚的語音。

博修於1854年發表一篇論文於《L'Illustration》雜誌，敘述如何以電流傳輸語

音，不過他並未真正將他的想法實作成任何雛型系統。博修很有遠見的預

言：「It is certain that, in a more or less distant future, speech will be transmitted by 

electricity.」

接下來出場的人物是一位無師自通的德國科學家瑞史 (Johann Philipp 

Reis; 1834－1874; 參見圖二)。他起初想像電流像光線一樣，可以不藉由導

體，就能自由遊走於空氣。於是在1859年寫了一篇論文「On the Radiation of 

Electricity」，投稿於《Annalen 

der Physik》雜誌。這篇充滿

想像的文章，想當然爾的被拒

絕。瑞史再接再厲，努力研究

耳朵的構造，終於在1860年製

作出第一個電話雛型（參見圖

三(左)），可將聲音傳到一百

公尺外。這個電話機的形狀挺

電話的故事

圖一：博修 (Charles Bourseul; 1829－1912) 

圖二：瑞史 (Johann Philipp Reis; 1834－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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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的，是以木頭刻成人耳形狀，送話機用豬腸膜代替鼓膜，受話機是用小

提琴的絃裝上縫衣針。1861年10月26日，他在法蘭克福的物理學會 (Physical 

Society of Frankfurt)鏗鏘有力的展示這個電話雛型，引起德國廣泛的「科學

興趣」。他再次將成果投稿，仍然被拒絕。瑞史很痛苦的認為，自己出身不

好，人頭又次，被瞧不起，因此成果不被認可。

在美國，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一直被宣傳為電話的發明人。然

而這個頭銜常被挑戰，爭議不斷。貝爾大戰踢館者的故事甚多，有分教「風

雨如晦，雞鳴未已」。有一場稱為Dolbear Lawsuit的美國官司，由一位教授

多貝爾 (Professor Dolbear)質疑並控訴貝爾不是電話的發明人。在這場官司，

瑞史的電話被抬出來和貝爾打對台，卻很屈辱的被當成笑柄。一堆教授專

家在法庭上累得滿頭大汗，想要調整這部機器，讓它能運作。結果僅能傳

送單字，卻無法清晰的傳送整個句子。多貝爾教授的律師情急之下說：「It 

can speak, but it won't.」言下之意，機器在鬧彆扭，不肯合作。最後法官洛威

爾 (Judge Lowell)說：「To follow 

Reis is to fail; but to follow Bell is to 

succeed.」很明白的否定瑞史，肯

定貝爾。上海電信博物館有展示貝

爾電話的圖片（參見圖三(右)）。

雖然被嘲笑，我們仍然認為瑞

史是第一個超越博修以「電流發送

聲音」概念，而能成功的以「電流接收聲音」的人。瑞史的電話實驗都在自

家後院的工作坊進行，電線會穿過卡尼爾學校 (Garnier's Institute)的教室。因

此該校有一傳統，在教室內要輕聲細語，以免瑞史用電話偷聽他們的對話。

瑞史的電話雛型現在被完整保存於柏林的博物館 (The Museum of the Reichs 

Post-Amt)。

在所有爭奪電話專利的官司中，以貝爾和葛雷的案子打得最熱鬧。葛

雷 (Elisha Gray; 18351－1901; 參見圖四)一生擁有超過70項發明。他的財務資

助來自於一位牙醫懷特 (Samuel S. White)。因此這位牙醫會影響葛雷的研究

方向。葛雷很想研發電話，但懷特不感興趣。葛雷只好偷偷進行，結果在申

請專利時綁手綁腳。貝爾和葛雷的發明糾結不清，

例如葛雷及貝爾實驗記錄簿的內容，有多處幾乎

雷同。而葛雷的記錄較早出現。葛雷的受話機部分

和貝爾的幾乎相同，但是送話機卻要比貝爾的設計

優越得多，所以，從電話機研究來看，葛雷的發明

比貝爾的好一些。有趣的是，葛雷的專利律師韋伯 

(Wilber)曾經將葛雷的技術細節告知貝爾，並由此

獲利100美元。不過貝爾聲稱和韋伯只做一般性的

技術討論。整個官司過程，懷特曾涉入干預，並未

讓葛雷處於有利處境。

鮮為世人所知的是，在2 0 0 2年，美國眾議院  ( U .  S .  H o u s e  o f 

Representatives) 判定義大利梅烏奇 (Antonio Meucci; 1808－1889; 參見圖五)才

是「正港」的電話發明人，並很清楚的說：「If Meucci had been able to pay 

the $10 fee to maintain the caveat after 1874, no patent could have been issued to 

Bell」。梅烏奇何許人也？遠在1854年時，他就第一次在義大利嘗試電話的

設計（那年博修發表論文於《L'Illustration》），並於1870年完成了成熟的電

話雛型系統。不幸的是，他找不到資金讓他將電話商業化。最後勉強到美國

專利局掛號了較便宜的caveat（還不是專利呢），卻因窮途潦倒，付不出10

元的維護費，於1874年後失效，讓貝爾有可乘之機。梅烏奇、葛雷，及貝爾

的故事在《閃文集》第141-144頁有詳細記載。整個經過讓我想到一個故事：

唐代中葉，詩人元稹、劉禹錫、韋楚客到白居易家聚會，約定各賦《金陵

圖三：(左)瑞史的電話雛型；(右)貝爾的電話
（展示於上海電信博物館）

圖四: 葛雷  (E l isha Gray; 
1835－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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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可看出當年發送電報的生動描

述：富家子弟Wooster要發電報給姑

媽，首先按鈴叫僕人Jeeves拿來電報

紙和鉛筆，搖頭晃腦的在電報紙上

塗塗改改，做篇文章。接下來再叫

Jeeves將電報紙送到電報局拍發，整

個過程繁瑣，實在不方便。而電報

局將電報送給收報客戶時，也是慎

重其事，還將電報文放入特別的信

封套呢(參見圖八) 。電話這項新發

明就遠比電報簡便，電話機可以裝

在家中，就像家裡有個電報局，紈

褲子弟無不趨之若鶩，讓初期的電

話服務有不錯的市場。

1877年7月9日貝爾電話公司成立

後，一路茁壯，在語音研究方面一直

執世界之牛耳。例如貝爾發現，當聲

音強度大十倍時，人耳只會感覺大一

倍。這顯示人對聲音強度的反應是對

數式的 (Logarithmic)。貝爾電話公司

的工程師於是制訂聲音強度的標度為

「貝爾」 (Bel)，而每一Bel的差為十

倍。「貝爾」被用來量測語音訊號經過一段距離的電話線傳輸後訊號衰減的

程度。今日音響設備則以「貝爾」的十分之一dB (deciBel)為量測單位。對數

式的感官讓我們能感知大範圍的音域，這種特性，在地球演化過程中，對人

懷古》一首。劉禹錫拔得

頭籌，先寫完。白居易聽

到劉禹錫吟唱：「人世幾

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

流」，只好甘拜下風，擲

筆嘆氣道：「四人探驪，

子先獲珠，所餘麟角何

用？」於是三人均棄筆罷作。電話的發明，正是「四人探驪，子獨得珠」，

只有一個人獨得榮耀，其他人的努力，雖非「麟角」，卻無法共享成果。本

文提到的人物以梅烏奇的智慧最高，運氣也最壞。他最早「探驪」，卻無法

「得珠」，我們只能遺憾，感嘆造化弄人。

貝爾曾是聽障教育的

老師，因為關懷聽障者，

驅使他研究電話。貝爾熱

心推動「聽障教育」，致

力於聽障人士的福利，也

因此和海倫‧凱勒 (Helen 

Adams Keller; 1880－1968; 

參見圖六)熟識。凱勒7歲時，母親帶她到一位眼科醫生，希望能醫治她的

聽視障問題。眼科醫生束手無策，引見他們認識貝爾。貝爾則介紹她們認

識蘇利文老師 (Anne Sullivan)。蘇利文相當熱心，住進海倫的家中幫助她學

習。貝爾曾評論蘇利文教導凱勒以手指拼音的方式：「⋯not a miracle but a 

brilliantly successful experiment.」

電話剛發明時，最普及的通訊技術是「電報」，然而使用並不方便。在

英國作家伍德豪斯 (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 1881－1975; 參見圖七)的作

圖五：梅烏奇 (Antonio Meucci; 1808－1889) 

圖六：海倫•凱勒 (Helen Adams Keller; 1880－1968)

圖七: 伍德豪斯 (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 
1881－1975)最著名的作品是Jeeves & 
Wooster的系列小說。上流社會的公子
哥兒Wooster是靠遺產過活的典型英國
紳士，個性懶散，經常突槌。Jeeves是
Wooster的僕人，聰明伶俐，經常幫渾
渾噩噩的主人收拾爛攤子。「Jeeves」
在今日英文，甚至被當成「好僕人」或

「好幫手」的代名詞。

圖八: 台灣電信總局採用的電報信封套，現
在已絕版。中華電信的邱春風兄千辛

萬苦找到，提供林某人參考，在此特

別致謝。當年電信總局傳遞電報，亦

可代送附贈的禮金，這項服務電話就

辦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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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適應生存有很大幫助。而其缺點是，我們對大數目比較不敏感，也較不易

處理（聲音大到要震聾，還反應不來）。就經濟學而言，這種現象稱為「帕

金森定理」 (Parkinson's Law)。英國作家帕金森 (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 

1909－1993)說：「錢數越大，花在討論如何使用的時間就越少（因為數目一

大，人就不知所措了）。」這就是對大數目的麻木 (Number Numbness)，很

巧妙的由「貝爾」詮釋。

在貝爾電話公司成立後四年，上海成為中國最早建置電話的城市。1881

年（清光緒七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在上海公共租界埋設電線桿，為25家用

戶裝設電話；圖九(左)是當年大北電報公司的招牌。1882年3月1日丹麥大北

電報公司在外灘7號建立人工電話交換所，創設第一家電話局，經營租界的

電話業務，提供上海最早的市內電話服務（參見圖九(右)；紅色區域是上海

租界，為其服

務區）。林某

人曾於2010年

8月參觀丹麥

大北電報公司

原址，今日已

被改為上海電

信博物館。1900年英商

華洋德律風公司編印上

海第一張電話號碼表，

係英文版本。根據這張

電話號碼表（參見圖十

(左)），上海在隔年出

版英文和中文的電話號

碼簿（參見圖十(右)）。中文電話號碼簿是木刻版本，稱為《華洋德律風公

司行名簿》。1907年上海電話局成立，開辦「華界」的電話業務（參見圖九

(右)；藍色區域是包圍上海租界的「華界」，為其服務區）。

1921年（民國十年）

紫禁城的養心殿(參見圖

十一) 安裝第一具電話。

當年末代皇帝溥儀15歲，

有一次聽到他的英文老師

莊士敦講起電話這玩意，

覺得很好玩，就叫內務府

在養心殿也安裝一具。內

務府大臣紹英知道以後嚇

壞了，和諸位師傅們痛哭

流涕，一齊向溥儀勸導：

「這是祖制向來沒有的

事，如果安上電話，什

麼人都可以跟皇上說話

了，這成何體統？這些西

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外界隨意打電話，冒犯了天顏，那豈不有失

尊嚴？」溥儀斬釘截鐵地回答：「我連這點自由也沒有？不行，我非安不

可。」其實紹英是多慮啦，庶民未曾以電話上達天聽，反倒是溥儀亂打電

話，騷擾他人，受害者包括京劇名角楊小樓、雜技演員徐狗子、東興樓飯

莊。溥儀甚至用電話，召見了胡適。

1930年上海電話公司發行《上海電話雜誌》  (Shanghai Telephone 

Magazine)，係英文版本，給洋人看的（參見圖十二(左)）。早期的電話機是

圖九：(左)上海電信博物館收藏了丹麥大北電報公司1882年的招牌；
(右)上海電話業務分界圖

圖十：上海電信博物館收藏(左)上海第一張電話號碼表；(右)
上海第一本英文電話號碼簿

圖十一: 養心殿；林某人於2010年 8月參觀紫禁城時拍
攝。當時想找出電話安裝於何處，可惜不能靠

近養心殿內部參觀，找不到電話。

圖十二:上海電信博物館收藏：(左)《上海電話雜誌》 
(Shanghai Telephone Magazine)；(右)共電式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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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石式 (Magneto)，必須手搖發電，才能使用。上海灘稱這玩意兒為「搖把

子」，年紀輕一點的朋友大概都沒見過。林某人當兵時還曾經維修過軍用的磁

石式電話機呢。要使用這種電話機，得先用力的搖動右邊的把手，產生感應電

流。這電流通往電信機房內交換機的小紅燈，接線生就知道有人想通電話，予

以轉接。上海的磁石式電話機一直使用到1993年才功成身退。1890年代，共電

式電話 (Central Battery Telephone; 參見圖十二(右))開始研發，之後取代了磁石式

電話機。這種電話機的電力由電信機房提供，通電話時就不必使勁搖啦。林某

人小時候發現，家中停電時，電話竟然還能通，真是神奇，共電式電話實在是

聰明便利的發明。今日的多功能電話機又回到「磁石式電話機」的差勁設計，

必須有電源或電池。一旦停電或電池耗光，就動不了。根據使用電話的方式，

就知道所處年代：「搖」電話是磁石式電話時代；「撥」電話是轉盤式電話時

代；「打」電話是現代數位電話時

代（現代的電話機都是按鍵式，不

過沒有人說「按」電話）。有次讀

丁中江的《北洋軍閥史話》，提到

「撥」電話。林某人頗為存疑，民

國初年那個年代好像只能「搖」電

話，不可能「撥」電話的。　

1 9 5 5年上海市內電話局成

立，將租界、華界兩網合一，並

在1989年將電話號碼升碼為7位

數字，國家領導人江澤民還寫信

恭賀（參見圖十三(左)）。早期

電話服務需要接線生轉接（參見

《Hello Central》一文），這些

接線生都是聲音甜美的女孩，往往會引起電話線另一端的電話用戶（尤其是

年輕男生）的遐想。美國小說家摩利 (Christopher Morley; 1890－1957; 參見圖

十三(右))曾寫一首詩《To a Telephone Operator Who Has a Bad Cold》，將電

話用戶想入非非的心態描寫得淋漓盡致。詩中描述電話用戶對著接線生，憐

香惜玉的說：「You have an awful cold, my dear-- Try aspirin or bronchial syrup. 

When I put in a call to-day Compassion stirred my humane blood red To hear you 

faintly, sadly say　The number: Burray Hill dide hudred!」最後還一廂情願的說：

「I felt (I say) quick sympathy To hear you croak in the receiver－Will you be sorry 

too for me A month hence, when I have hay fever?」可憐的接線生遇到這種無聊男

子，大概只能自認倒楣，無言以對。

香港的電話服務更早於中國。

1882年Oriental Telephone & Electric 

Company在香港推出公共電話服

務，該公司改名為China and Japan 

Telephone and Electric Company，最

後被香港電話有限公司收 購。1925

年香港政府發給香港電話公司經 營 

電 話 服 務 的 專 營 權 ， 為 期 50 年。圖十四是1926年香港使用的電話機。

日本的電信亦發展甚早，安立知 (Anritsu)於1908年便開始製造電話機。

富士通 (Fujitsu)於1935年生產電話機。十年後（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敗，滿目瘡痍。富士通幫日本重建電信的基本設施，成為政府認可的

電信製造商。林某人於2010年10月27日訪問日本東京的富士通展示中心，見

到該公司1935年生產的電話機，相當精美，可惜沒有拍照留念。原因是目光

被富士通的機器人enon（參見圖十五）吸引啦。這個機器人能夠以中、美、

日、韓四種語言和人做簡單的對話，是電話應用的先進科技。林某人由日

圖十三: (左 )江澤民寫的恭賀信； (右 )摩利 
(Christopher Morley; 1890－1957)是
二十世紀上半期美國知名的小說家、詩

人和新聞記者，《星期六文學論壇》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的創立
者之一，他對福爾摩斯非常著迷，成

立了「貝克街游擊隊」 (Baker Street 
Irregulars)俱樂部。摩利曾說：「在人生
的賽局裡，全力參賽的人比冷眼旁觀的

人享有更多樂趣。」林某人相當認同。

圖十四: 1926年香港使用的電話機（林某人
拍攝於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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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到台灣後，富士通展示中

心主任東條隆  (Takashi Tojo)先

生很熱心地寄來富士通於1945

年及1950年生產的電話機圖

檔，如圖十六所示。

電話提供了即時雙向通

訊，改變了許多行業的運作方

式。例如新聞記者就沒有藉口

拖延寫稿。美國資深新聞記者

馬奎斯 (Don Marquis; 1878－

1937; 參見圖十七(左))在

他的文章《A Letter to a 

Journalism Student》教導

學生，說：「A reporter 

gets out and gets a story and 

either telephones it to the 

office or comes in and writes 

it himself and there isn't anything to it that can't be picked up overnight by anyone 

who can use a typewriter and a telephone.」換言之，打字機和電話成為新聞記

者的必要配備。有電話之後，新聞記者再也沒藉口延遲發稿的時間。　

電話商業運作後，大家一直期望能跟更遙遠的親友通話，於是長途電

話服務就產生了。長途電話線就像早期電報線，大都沿著鐵路軌道架設，

而鐵路也發展出一套電信訊號系統，對火車的行駛做有效率的調度。然而

電線經過鐵路時，有安全顧慮，不可隨便架設，必須遵守規範。例如中華

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十三日交通部(59)交參字第00393號令修正發布《電線經

過鐵路裝置規則》，「電

線須經過鐵路時，應繕具

圖說，函請該鐵路管理機

構認可後方得施工。」我

讀薩基 (Saki; Hector Hugh 

Munro; 1870－1916; 參見圖

十七(右))  的小說《Beasts 

and Super-Beast》，有一段

描述下雪的情景，令我印象

深刻。文章寫著：「⋯ the 

telegraph wires became thick 

glistening ropes, the line itself was buried more and more completely under a 

carpeting of snow, through which the not very powerful engine ploughed its way 

with increasing difficulty. The Vienna-Fiume line is scarcely the best equipped 

of the Austrian State railways, and Abbleway began to have serious fears for a 

breakdown.」以上描述冰雪凍結電線的手法，讓讀者了解火車寸步難行。

在那個電線與鐵道共線的年代，這種筆法是相當自然的。

早期長途電話服務的費用實在驚人。人們對高價電話費的感受可由以

前的電視影集應證，例如1950年代末期的電視影片《小英雄》 (Leave it to 

Beaver)。《小英雄》的主人翁Beaver Cleaver （由Jerry Mathers飾演；參見圖

十八），常常闖禍受罰，與我小時候的生活相仿，頗能引起我的共鳴。

《小英雄》某一影集「Long-Distance Call」凸顯當年長途電話的昂貴費

用。在1950、1960年代，小朋友會玩Phony-phone-call（假冒電話）的遊戲。

有一次，Beaver和朋友集資一美元，打長途的Phony-phone-call給著名的棒球

球員Don Drysdale (1936－1993)。講完電話後，發現電話費是9.35美元，嚇壞

圖十五：(左)富士通女郎介紹機器人enon；(右)林
某人腳受傷，拄著拐杖，enon殷勤關切。

圖十六：富士通於生產的電話機： (左 ) 1 9 4 5年；
(右)1950年（富士通提供）

圖十七:(左)馬奎斯 (Don Marquis; 1878－1937)是美國
新聞記者和作家。他的詩歌和隨筆風格怪異、

語含諷刺，早期作品大部分都發表在報紙的

專欄；(右)薩基 (Saki; 1870－1916)，本名芒羅 
(Hector Hugh Munro)，是英國小說家，出生於
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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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小朋友。闖下大禍的

Beaver，當然還是由父母來

收拾殘局。然而長途電話

的費用，為何如此昂貴？

最早期的長途電話，

不但造價昂貴，並且不是

任意一部電話機都能撥

打。1892年AT&T開始架設

長途電話網路，受限於當

時科技，網路只能由紐約

架設到芝加哥（參見《閃

文集》第139頁）。由於長

途傳輸語音時，訊號衰減

很厲害，因此當年民眾

若要打長途電話，必須

到特殊的長途電話亭，

使用「先進」的設備。

電話亭設計成隔音空間 

(Silence Cabinet)，以防

止噪音。圖十九 (左)展

示英國公共電話亭演進

的郵票。這種傳統的密閉電話亭，已不多見，中華電信總公司一樓大廳有一

骨董展示（參見圖十九(右)）。隱密的電話亭也成為美國漫畫中超人的更衣

室。當年能想出超人在電話亭換裝，也真夠天才。

電話公司絞盡腦汁，想讓電話線拉得更遠。1899年普平 (Michael I. Pupin; 

1858－1935; 參見圖

二十(左)) [附註一] 發

明加感線圈 (Loading 

Coi ls ;  參見圖二十

(右 ) )，讓語音信號

傳得更遠。於是乎

1911年時，美國長

途電話線路可以延

伸 到 西 邊 的 丹

佛市 (Denver)。

1907年佛洛斯特 

(Lee De Forest; 

1873－1961; 參

見圖二十一(左))

發明三極真空管 

(Audion; 參見圖二十一(右))，可以更有效的放大微弱訊號。因此長途電話線

路可在傳輸中途，以改良過的三極真空管將衰減的訊號再放大。經過這番折

騰，長途電話線路終於可以由東岸的紐約連線到達美國西岸的舊金山。

第一通跨美國東西岸的長途電話於1915年1月25日接通。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親自在紐約試用。為了重現1876年第一通電話的場景（參見《閃

文集》第142頁），他的前助手華生 (Thomas A. Watson; 參見《公共電話》

一文)在舊金山接電話。經過5位接線生23分鐘的轉接，通話過程還算順利。

這次，貝爾沒有講出他的著名對話：「Mr. Watson－Come here －I want to see 

you」，否則遠在5千5百公里外的華生可就難以回應。

真空管的變化多端，由三極管變到四極管甚至五極管。圖二十二(左)是

圖十八: (左)《小英雄》中哥哥Wally和弟弟Beaver的經典
劇照；有一次Beaver闖禍，瞎掰理由搪塞。他老
爸Ward質問：「Beaver,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s a 
good excuse?」結果Beaver很可愛的回答：「No, 
sir, but it's the only one I got.」我很能體會，闖大禍
掰不出理由，急如熱鍋螞蟻的心情；(右)林某人保
存近15年的書《The World According to Beaver》

圖十九：(左) 英國公共電話亭的演進; (右)台灣的古早公共電
話亭（林某人拍攝於中華電信總公司一樓展示區）

圖二十：(左)普平 (Michael I. Pupin; 1858－1935)；(右) 加感線圈

圖二十一：(左) 佛洛斯特 (Lee De Forest; 1873－1961); (右) 三極真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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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於中華電信總公司的真空管。中國當

年採購進口大功率真空管，一只值17噸大米

（圖二十二(右)）。1963年上海電信成功自

製20千瓦功率真空管。1948年貝爾實驗室發

明電晶體來取代真空管後，放大訊號的效果

更是如虎添翼，大幅提升長途電話的品質。

不過在1980年之前接到電話，仍然很容易分

辨是長途或市話。長途電話的品質很明顯的

劣於市內電話。隨著科技進步，長途電話的

品質越來越好，成本也越來越低。現代人打

長途電話，可能無法想像，當年架

設電話線就像農夫種稻一般，「誰

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為了確保傳輸訊號不會嚴重

衰減，電話公司常常需要量測電話

線路中某兩端的通話品質，主要是

用鱷魚夾將訊號取出。林某人當年

在電話公司工作，大樓地下室有一

間耗材室，裡面有數十種不同的鱷

魚夾，種類繁多，讓人看了嘖嘖稱

奇。鱷魚夾的英文為Alligator clip 或Crocodile clip。其實美國短吻鱷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和尼羅鱷 (Crocodylus Niloticus)的鼻頭較寬（如圖二十三

(左)所示），鱷魚夾的形狀（如圖二十三(右)所示）比較像恆河鱷 (Gavialis 

Gangeticus)。

電話需要兩個人才能通話（當然了，您也可以面對電話答錄機自言自語

一番）。華納 (Charles Dudley Warner; 1829－1900; 參見圖二十四(左))在他的

文章《As We Go》寫著：「如果世上只有一個人知道電話這個好東西，卻

無法和別人分享，那麼他一定會心癢難騷，難以忍受。」（林某人記憶中，

華納的原文是「If there was only one person who knows telephone, then he would 

be unbearable.」）。為了不讓人們心癢難騷，電話公司自然拼命的廣布電話

網路，甚至有人稱電話為「鍍金年代的互聯網」 (Gilded Age Internet)。鍍金

年代常被用來形容電話的萌芽期，典故參見圖二十四(右)之說明。第二次世

界大戰前，美國的電話線路鋪設不夠多，用戶們雖然有自己的電話，卻常常

需要共用一條電話線，而以不同的振鈴方式來區分被呼叫的用戶。這種設定

被戲稱為「派對電話」 (Party Line)，原因是當您接電話時，隔壁用戶可能會

「不小心」的拿起話筒。於是

就像在派對一般，獨樂樂亦眾

樂樂，大夥都聽到談話內容。

1959年的一部喜劇片《Pillow 

Talk》將派對電話的竊聽現象

描述得淋漓盡致。

竊聽  (Eavesdropping)和

「無意聽見」可是兩碼子事，

嚴重性不可同日而語。三浦綾

子（みうらあやこ; 1922－1999; 

參見圖二十五）的小說《冰

點》有一段敘述女主角陽子看

到心上人北原和另一位女孩的

親密合照，相當難過。書中接

著寫某次聖誕將近: 「陽子在街

圖二十二：(左)收藏於中華電信總公
司的真空管；(右)大功率真空
管，主要用於無線電台（收

藏於上海電信博物館）。

圖二十三：(左)林某人和美國短吻鱷玩耍子（危
險動作，請勿在家中模仿）；(右)鱷魚夾

圖二十四：華納 (Charles Dudley Warner; 1829－
1900)和馬克‧吐溫合寫小說《鍍金年代》 
(The Gilded Age)，嘲諷1870年代華盛頓特
區與當時的許多領導人物，包括洛克菲勒 
(John D. Rockfeller; 參見《計算機模擬》一
文)等人，稱他們為「強盜大亨」 (Robber 
Baron) 。於是美國人將1878－1889年間稱
為鍍金年代。湊巧的是，這段時間正好是電

話的發明及萌芽期。不過鍍金時代並非華納

首度提出。這詞兒最早出自莎士比亞1595年
的作品《King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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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中的數學模型複雜，無法在此細

表。感興趣的讀者請參閱[文獻一]及

[文獻二]。不過「隔牆有耳」是否是

竊聽，卻是見仁見智。行動電話用戶

在公開場所講電話，往往像廣播電台

一般，魔音傳腦的進入旁人耳中，逼

得他們不「竊聽」都不行。調查顯

示，就同一音量而言，講手機要比面

對面講話更令旁人注意。而我們會旁

若無人的講手機，主因是四周都是陌

生人，讓你認為處於很安全的私密空

間。不幸的是，若有人刻意傾聽，您

的談話內容可能就會昭告天下。因此

養成良好的講電話禮儀，成為現代人

必要學習的一課。

電信網路（包括早年的電報、

電話，以及互聯網）對人類的溝通

有重大影響。然而這種影響是正

面或負面，端靠人類的智慧如何

應用這項科技。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參見圖二十七) 

認為自動化紡織機 (Power Looms)、

鐵路，以及電信（電報）是十九世

紀中葉工業革命的產品。而在盲目

追求商業價值下，這些產品可能會

毀滅自然。

上購物，街上見到北原和照片中的

少女在一起。後來他們兩人分開，

少女去電話亭打電話。陽子偷偷靠

近電話亭，聽到少女自稱是北原道

子，才驚覺她是北原的妹妹。一直

以來自己都怪錯了北原。陽子和北

原道子相認，道子說哥哥就在書店

裡，叫陽子去找他。陽子在書店外

看著北原，卻不敢走近，她感到無

地自容。」《冰點》這個例子雖然

算是好的結局，卻屬於「無意撞

見，有意竊聽」的不良示範。

「竊聽」似乎是人類的天性，

甚至人猿都會互瞄監視，以維持

牠們之間的「大小尾」順序。竊

聽更進一步的聯想就是監視，而政府以電話及攝影技術監控人們的行為，

早在1948年，歐威爾 (George Orwell; 1903－1950; 參見圖二十六)的著作

《一九八四》就有描寫。1984年林某人正在中壢山子頂當兵，在軍營重讀這

本書，很能體會人性在《一九八四》這種體制下被剝奪扭曲、箝制摧殘，毛

骨悚然的感覺。以竊聽來監視人民，是政治人物難以拒絕的誘惑。最著名的

例子是水門案件(Watergate Affair)，讓尼克森黯然下台 [附註二]。

自從行動電話問世後，竊聽盜用的情況越趨嚴重。林某人曾經研究行動

電話SIM卡被盜用的偵測技術，發表全世界第一篇這方面效能評估的學術期

刊論文。林某人也發表全世界第一篇「間諜手機」的學術期刊論文，提到當

年郭玉鈴以手機竊聽璩美鳳私密的經過，還成為課堂的期中考考題。林某人

圖二十五: 三浦綾子（みうらあやこ; 1922－
1999）是標準的有教養的日本戰後女
子，相當溫柔婉約。林某人小時候找到父

親一本日文版的《冰點》，看不懂日文，

由片段的漢字推敲，覺得三浦綾子是不怒

自威的國小老師。這個錯誤印象一直烙印

腦中，改變不了。繪三浦綾子年輕時的畫

像，還是有點老師的嚴肅氣氛。其實她本

人的臉部線條應該更溫柔。

圖二十六：歐威爾 (George Orwell; 1903－
1950)於1948年完成《一九八四》，將
48對調為84，成為書名。這本書號稱
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反烏托邦」三
部曲之一，淋漓盡致的剖析獨裁政治、
恐怖極權主義，以及人類未來的前途。
有趣的巧合是，1948年貝爾實驗室發
明電晶體（參見《電晶體的情與仇》一
文），正是《一九八四》書中提到先進
通訊監控設備的基本技術。

圖二十七：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
1862)曾在華爾騰湖畔獨自築屋耕種，過
了兩年多遺世獨立的簡單生活。後來寫成
《湖濱散記》一書。他鼓勵世人簡化生
活，將時間保留來深思生命，品味人生。
其思想及行為對美國社會有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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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在《湖濱散記》 (Walden)一

書中提到：「我們建造了緬因州到德

州間的電報網路，但緬因州和德州

有重要的事，需要如此溝通嗎？(We 

are in great haste to construct a magnetic 

telegraph from Maine to Texas; but 

Maine and Texas, it may be, have nothing 

important to communicate.) 」梭羅對

電信科技的省思在《陳之藩散文集》

（參見圖二十八）中有提到，不過陳之藩文章的引述不太正確。他將緬因州

誤植為波士頓。陳之藩在他的作品提到科技和人文如何融合共存，並將之提

升到哲學的層次，說法深入淺出，相當不容易。

追隨梭羅之後，紐約詩人奈許 (Ogden Nash;1902－1971; 參見圖二十九)

也在他創作的詩《Look What You Did, Cristopher!》嘲諷電話：「Someone 

invented the telephone, And interrupted a nation's slumbers, Ringing wrong but 

similar numbers.」

農業科學家卡佛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1864－1943; 參見圖三十)則

對電信技術有正面的評

價。他曾說：「I love to 

think of Nature as wireless 

telegraph stations through 

which God speaks to us 

every day, every hour, 

and every moment of our 

lives.」在這句話，卡佛

圖二十八：1995年陳之藩贈送一本《陳之
藩散文集》給我和太太櫻芳。

心存感恩，將大自然比喻為上帝

傳達人類訊息的電信網路。

英國獸醫哈利 (James Herriot; 

Alfred Wight; 1916－1995; 參見

圖三十一(左))撰寫了聞名於世的

獸醫系列小說《大地之歌》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參見圖

三十一(右))，由一系列珍珠般的

短篇故事串連起來，當中有很多

篇故事由電話鈴聲開場。哈利住

在獸醫診所的二樓，而診所的電

話則是放在一樓，靠近通往二樓

的樓梯。三更半夜，總有農民打

電話，要求動物急診。鈴聲一響，

睡眼惺忪的哈利會像彈簧般的由

床上跳下，光著腳丫，衝下樓梯接

電話。電話鈴聲對哈利而言，是病

痛中動物的求救聲，驅使他行動救

援，也顯示出他對動物全心的愛。

文學家夏目漱石 (なつめ きん

のすけ; 1867－1916; 參見圖三十二)

則更進一步，將電信技術融入他小

說中人物的對話，風趣幽默，讓人

忍俊不禁。《我是貓》（《吾輩は

猫である》）中的東風君和迷亭先

圖二十九：奈許 (Frederic Ogden Nash; 1902－1971)被譽
為「上帝賜給美國的禮物」，「幽默語言大師」，

「稀有詩人」，其作品內容滑稽幽默，妙趣橫生。

圖三十：卡佛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1864－1943)是黑奴之子，自幼對植
物有過人的直覺知識。他一心要上大

學，但因其黑人身份被拒絕。直到

30歲，卡佛才有機會進入辛普森學院 
(Simpson College)就讀。他於1894年獲
得學士學位後，從事農業研究，由地瓜

與花生提煉出三百餘種副產品，促進了

美國南方的經濟革新，聞名全球。

圖三十一：(左)哈利 (James Herriot; Alfred 
Wight; 1916－1995)；(右)《大地之
歌》系列中的一本小說《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林某人高中
時買這本小說，英文單字太多，沒看

完。大女兒Denise看完了，迷上了書
中情節，立志當獸醫，專攻野生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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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如下對白。

「迷亭先生，你和

子規先生有過交往

嗎？」坦率的東風

君問得斬釘截鐵。

迷亭先生則以無線

電報的比喻，幽默

回覆：「唉，即使

沒有交往，也始終通過無線電報肝膽相照的嘛。」經由卡佛、哈利的慈悲心

懷，以及夏目漱石的幽默風趣，電信技術讓人類傳遞正面向上的訊息，相信

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結果。

林某人很喜歡電信技術傳遞正面訊息的一個例子。1969年有一項服務

Dial-A-Poem，以電話為媒介，

散布「詩」的訊息。在美國，

只要拿起電話，撥號(212) 628-

0400，就可聽到柏洛茲 (William 

S. Burroughs; 1914－1997; 參見

圖三十三)等詩人的12首詩。這

些詩每天都會更換，藉由電話

服務，傳遞正面向上的訊息。

以打電話的方式聊天談心，讓

情緒放鬆，也是正面使用電話的方式。英國皇家郵政集團研究發現，人們電

話交談時，真正想得到的是親友的消息。每五個人當中會有一人，聊天談心

的主要對象是媽媽。最常打給老爹的只有3%。這種現象或許是因為爸爸經

常會把話筒轉給媽媽。皇家郵政集團分析完美的「電話聊天方程式」，建議

每通完美電話聊天，應該用三分鐘來聊家人或朋友的新聞；一分鐘談個人的

麻煩事；一分鐘聊學校或工作；四十二秒談時事；廿四秒講天氣。聊異性的

時間，應該用廿四秒；名流八卦，不要超過十二秒鐘。重要的是，要有歡

笑，笑聲應該佔去一分鐘四十二秒，沉默不語十二秒，另外用一分鐘談其他

泛泛話題。在此方程式，名流話題只佔很少的比例，甚至比不上時事與天

氣。而沉默不語，無聲勝有聲，也是電話聊天重要的元素。

美國詩人桑德伯格  ( C a r l 

Sandburg;  1878－1967;  參見圖

三十四)曾寫一首詠頌電話線的詩

《Under A Telephone Pole》，我就以

這首詩來結束本文：

I AM a copper wire slung in the air,

Slim against the sun I make not even 

a clear line of shadow.

Night and day I keep singing－

humming and thrumming:

It is love and war and money; it is the fighting and the

     tears, the work and want,

Death and laughter of men and women passing through

     me, carrier of your speech,

In the rain and the wet dripping, in the dawn and the

     shine drying,

     A copper wire.

[附註一] 本文提到三位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的總裁 (President)。
IEEE於1963年由無線電工程師學會 (Institute of Radio Engineers，簡稱

圖三十二：夏目漱石 (なつめ きんのすけ; 1867－1916) 1914年在
《朝日新聞》發表著作《心》，自述道：「推薦此書給渴盼

探求內心世界的人。」《時代雜誌》將《心》選做塑造二十

世紀亞洲最重要的五大著作之一，意義非凡。 

圖三十三：柏洛茲 (William S. Burroughs; 1914－
1997)是一位美國小說家、散文家、社會評論
家，以及說故事表演者。

圖三十四：桑德伯格 (Carl Sandburg; 1878－
1967)是20世紀前葉兩位最重要的美
國詩人之一。另一位詩人是羅賓遜 
(Edward Arlington Robin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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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於1912成立) 以及美國電機工程師學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s，簡稱AIEE，於1884成立) 。貝爾於1891年至1892年擔任AIEE的
總裁，佛洛斯特1930年擔任IRE的總裁，而普平幾乎所有的總裁都當過。他
當過IRE總裁（1917年），AIEE總裁（1925年至1926年），以及美國科學
促進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簡稱AAAS)總
裁。林某人因為行動通信的貢獻，有幸於2003年成為IEEE會士 (Fellow)。

[附註二] 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參見圖三十五）給
林某人的印象是絕頂聰明，思考

有格局，且幽默風趣。很可惜

因竊聽監視而下台，實在是聰明

反被聰明誤。尼克森去世前兩個

禮拜，我有機會和他在紐約中央

公園席地長談。當時他的健康狀

況極佳。兩個禮拜後得知他去世

的新聞，相當驚愕。和尼克森會

面時，我介紹父親給他 :  「Mr.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 father to you.」尼克森顧左右
而言他，說: 「Where? Where?」我有點疑惑，我明明指著父親，尼克森為
何看不到? 尼克森忽然很戲劇性地望著我父親: 「Oh, it is you. I thought you 
were brothers.」我父親聽了樂不可支。尼克森幽默機智，但生性多疑，在
美國政壇有「難以捉摸的迪克」（Tricky Dick）綽號。

 [文獻一] ]Lin, Y.-B., Chen, M.-F., and Rao, H. C.-H. Potential Fraudulent 
Usage in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IEEE Transactions on Mobile 
Computing, 1(2): 123-131, 2002.

[文獻二] Tsai, M.-H., and Lin, Y.-B. Eavesdropping through Mobile Phone,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56(6): 3596-3600, 2007.

圖三十五：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

2008年交通大學邀請吳靜雄教授擔任諮詢委員，到交大評鑑理工學院。

我代表資訊學院報告。吳靜雄教授有很特別的看法，建議本學院要加強人文

素養的培育。其實交通大學的人文課程大部分由通識中心提供，資訊學院則

負責專業科目，因此身為院長，我過去並未認真考慮網路通訊（網通）領域

的學生應接受何種人文課程。吳靜雄教授的建議，讓我認真思考這個議題。

就網通領域的學生而言，通識教育的課程設計應該著重擴展智能視野，跳脫

狹隘專業教育，並扮演著擴大學生知識及思考的角色。然而通識課程的類別

繁多，不勝枚舉，學校不見得能完整提供，學生亦不可能全數修習，往往依

其喜好，隨意選修，淪為營養學分。資訊學院應該體認到學生學習的需求，

扮演引導的角色。其實真正人文素養的育成，過程往往是極其痛苦的。我在

《創意的產生》一文以不少例子驗證這個觀點。前台大外文系主任英千里教

授 (1900－1969)曾說：「克服困難，就是藝術。」將通識課當作營養學分，

沒有花心思深入思考，就如同沒有克服過困難，很難有人文的體會。

我們先談論和網通領域較相關的「科學」類通識教育（包含自然科學及

經濟學）。這類通識教育

的目的在於擴展眼界，而

非要學生精通不同的科學

領域。拉蒙卡哈 (Santiago 

Ramony Cajal; 1852－

1934;《閃文集》第213頁; 

參見圖一) 曾說，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1596－

1650)、達文西 (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 

1452－1519; 參見圖二)

尋找蒙娜麗莎

圖一：拉蒙卡哈 (Santiago Ramony Cajal; 1852－1934)；圖
右是摘下眼鏡的拉蒙卡哈。拉蒙卡哈在沒有人的引領

下跨入科學研究領域，一路顛躓走來，成為西班牙少

數享譽國際的科學家，並於1906年獲得諾貝爾醫學
獎，至今仍於科學界享有盛名。他寫《研究科學的第

一步：給年輕探索的建議》，將自己的心路歷程，告

訴有志於科學研究的年輕人，幫助他們在初入科學研

究領域時，建立正確的研究態度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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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拍了一幅由華碩主機板組合的藝術創

作。近看是主機板零件(圖四(上左))，拉

遠看是人頭(圖四(上右))，而更遠距離，

則看到蒙娜麗莎 (Mona Lisa; 圖四(下))。

這一系列的照片告訴我們，唯有宏觀角

度，不被細節約束，才能將主機板的零

件組合，拼出完整圖像，找到蒙娜麗莎

這個「完整的樹林」。

發展見樹又見林的研究體系是很困

難的。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1818－

1883; 參見圖五)及恩格斯（參見《科技

人的宗教信仰》一文）在19世紀工人運

動實踐基礎上，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理

論體系。這兩位仁兄受到德國古典哲

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法國

空想社會主義影響，嘗試以見樹又見林

的方式發展唯物主義，因此整個體系以大

格局囊括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科學社

會主義。馬克思在此發展過程中十分重視

事物的總體性。倘若能跳脫政治是非，必

定是值得佩服的人物。然而他的經濟學說

係將亞當斯密及大衛李嘉圖的古典經濟理

論加以運用與批評，並無真正新意。馬克

思嘗試結合當時的革命經驗，提出極富創

意的歷史學說，將經濟階級之間的衝突視

或培根 (Francis Bacon;1561－

1626; 參見圖三)這種能夠精通

多方面的科學家，已不復存

在，而且未來也絕對不可能

發生，畢竟術業有專攻[文獻

一]。

因此科學類通識教育的

功能，在於引導網通領域學生

注意不同科學領域的近期發

展，而在此學習過程中，亦能

幫助學生在其專業上更加精

進。科學裡某一特別的領域

（例如網路通訊的專業），其

實不過是把整體科學的原理

（通識科學的廣泛學習）應用

到某一個特殊分支所獲得的知

識而已。因此網通領域學生固

然要用心於其專業，以達「見

樹」的目的，也需博覽不同科

學領域的最近發展，才能「見

樹又見林」。就如同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 

1895; 參見《科技人的宗教信仰》一文)的建議：「盡可能廣泛地涉獵各門學

問，並且盡可能深入地擇一鑽研。 (Tr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我2008年訪查華碩電腦公司，以不同距離在門

圖二: 達文西 (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 1452－
1519)是左撇子，終其一生均以反向寫字。對左
手書寫者而言，將羽毛筆由右向左寫比由左向右
寫容易，而且不會將剛寫好的字弄糊。達文西是
一個鉅細靡遺的觀察家，能以極精細的描述手
法表示一個科學現象。但他卻不曾透過理論與實
驗來驗證，原因是他缺乏正式的數學教育，同時
又不太懂拉丁文（就如同今日台灣教授若不懂英
文，就很難寫SCI論文），因此達文西在科學領
域的貢獻不為當時的學者注意。達文西十四歲時
到佛羅倫斯拜師學畫。老師一直叫他畫雞蛋。達
文西想不通，為何要重複如此單調的工作，忍不
住問老師，雞蛋有啥好畫的？老師告訴他：「雞
蛋雖普通，但角度不同，投射的光線不同，畫出
來也不一樣。因此，畫雞蛋是基本功。基本功要
練到畫筆能圓熟地聽從大腦的指揮，得心應手，
才算功夫到家。」達文西受教，一絲不苟地畫了
幾年雞蛋，對光線投射的掌握，達到爐火純青的
境界。也因為他高超的技術，讓人們對耶穌裹屍
布(Shroud of Lirey-Chambery-Turin)的真偽有所爭
議。這裹屍布被梵蒂岡認定是神蹟，不過有很多
學者認為這裹屍布是達文西利用光學原理偽造出
的。若是如此，達文西畫雞蛋學來的光學透視神
功，果然驚人。

圖三: 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
1626)有一次路過雪地，突然想作
實驗，宰了一隻雞，把雪填進雞

肚，以便觀察冷凍在防腐上的作

用。但他身體孱弱，經受不住風

寒的侵襲，支氣管炎復發，病情

惡化，於一個月後病逝。

圖四: 尋找蒙娜麗莎：(上左)主機板零
件；(上右)人頭；(下左)華碩主
機板組合成蒙娜麗莎；(下右)林
某人的模仿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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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進化的動力來源。馬克思也

認為文學的品味和尺度永遠在更迭

變動，毫無客觀標準。但他不得不

納悶，產生古希臘藝術的社會環境

已消失那麼久，為何古希臘藝術的

魅力仍然不會衰退？根據其哲學體

系，馬克思想撈過界，以見樹又見

林的方式來涵蓋古希臘藝術，卻解釋得荒腔走板，既不見樹更不見林。伊格

頓 (Terry Francis Fagleton; b. 1943) 很阿Q的替馬克思找答案：「既然歷史尚未

結束，我們怎麼知道古希臘藝術的魅力永遠不會衰退？」

由馬克思的例子看來，要對一個研究領域有宏觀的看法並不容易，必

須要像蘇東坡「認識廬山」，以不同角度觀察、體會（蘇東坡的畫像請參見

《行動導航與迷路》）[附註一]。1084年蘇東波首度攀登遊覽廬山，驚艷於

平生未見的山景風光（參見圖六）。一向精於作詩填詞的東坡兄，困惑於見

樹不見林，竟然有景道不出。他花十多天，不辭辛勞，以不同的方向攀登遊

覽廬山，擴大視野，終於捕捉

到靈感，題壁那首千古絕唱：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

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

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蘇東坡感嘆的說，身在

山中，視野被峰巒所擋，只能

看到廬山局部。要知全貌，

只有跳出廬山，綜觀全局。我們如何跳出研究領域的「廬山局部限制」？答

案是經由學習不同通識學科來擴大眼界格局，並且要能觸類旁通，將不同學

科連結。前哈佛校長柏克 (Derek Bok)認為，除了科學類，另兩項重要的通

識教育類別是「歷史」和「文學藝術」[文獻二]。「歷史」類通識教育幫助

網通領域的學生瞭解世界的發展，甚至於其工程專業之演進。例如村上紀香

的漫畫《仁醫》闡述1862年的江戶社會經濟變遷與醫學工程發展之互動。又

如布爾斯丁 (Daniel J. Boorstin)的巨著《發現者》[文獻三]，將歷史與知識的

糾葛演進，敘述得五彩繽紛，令人炫目。不同領域的學門（包含人文及科

技），往往重複類似的發展歷史，一再被重新發明 (re-invented)。鑑往知來，

加以類比，當然有助於網通領域學生的學習。另一種能將歷史牢牢烙印心中

的最好方法是親眼目睹，亦即所謂的

「百聞不如一見」。圖七是德國贈送

Bill Gates的一小段柏林圍牆 (Berliner 

Mauer)，特別由德國運到美國華盛頓

州的微軟總部。這段柏林圍牆是歷史

的見證，能給微軟網通科技人眼見為

憑的機會，相信能啟發他們的想像。

讀者諸君能分辨照片中資策會董事長

史欽泰站在東德或西德的牆面？

讀者諸君若想體會「突破見樹以見

林」的感覺，我會建議您閱讀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1923－1985;參見圖八)的《看

不見的城市》 (Invisible Cities)。這本小說

最有趣的地方是，讀者越想弄懂書中的細

節，越會鑽牛角尖，越不知卡爾維諾在說

啥。書中拋出很多碎片般的意象，讀者若

無法安插自己的想像力來接續卡爾維諾的

圖五: 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1818－
1883) 

圖六：變幻莫測的廬山景色令蘇東坡驚艷。

圖七：柏林圍牆的片段正反面；圖左為林

某人與資策會史欽泰董事長。

圖八：卡爾維諾  ( I ta lo  Ca lv ino ; 
1923－1985)致力於開發小說
敘述藝術的無限可能，奠定了

他在當代文壇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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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意象，就會「見樹不是樹」，不知所云。您若能體會到《看不見的城

市》文字中有很強烈的畫面，學會「安插自己的想法」，就會引導出無盡延

伸的想像力，不但看到樹，也見到了樹林。

《看不見的城市》書中的意象經由忽

必烈 (1215－1294)和馬可波羅 (Marco Polo; 

1254－1324; 參見圖九)的對話露出端倪。忽

必烈留意到，城市差不多都是一個模樣的，

只要改變一下組合的元素就可以從一個城

轉移到另一個城，不必動身旅行。於是，

每次在馬可波羅描繪一個城市之後，忽必烈就會在想像中出發，把那座城市

一片一片拆開，又將碎片用另一種方式重新組合起來。本書後半部敘述城市

頹圮的意象，暗示忽必烈的帝國正在瓦解，然而忽必烈仍拒絕接受事實。在

真實的世界，忽必烈不但能「見樹又見林」，更是「見樹即能造林」的人。

他重用劉秉忠及郭守敬等人，花25年的功夫建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都

（亦即今日的北京），將行政中樞由上都移到大都。他有無比旺盛精力，70

歲時領軍打仗，用兵仍如鬼神（當時的蒙古人活到50歲，都算是長壽）。他

統一稅制，採用紙幣，讓商務暢通（身為商人的馬可波羅夢想不到，世界上

竟然有「紙幣」這麼美妙的玩意兒）。忽必烈造出政治、經濟、軍事等大

樹，並且巧妙的將之拼湊出跨越歐亞兩洲帝國的大樹林。林某人稍微做了統

計，以北京當首都的政權，都撐得比較久。以金陵（南京）當首都的政權，

則較為坎坷，往往以屠城結束政權（當然和南京地形沒有屏障，易攻難守有

關）。由此觀之，忽必烈實在有遠見，本領高強，讓吾輩甘拜下風。

「文學藝術」（含哲學）類通識教育可藉由偉大作品，增進網通領域

學生對於他人經驗和視野的了解。然而文學賞析，由大學通識教育起步，

為時已晚。文學及藝術的興趣培育應由小時候做起[附註二]，反覆咀嚼，

印象才會深刻。加拿大小說家戴維

斯 (William Robertson Davies; 1913－

1995; 參見圖十(左))說：「A truly 

great book should be read in youth, 

again in maturity and once more in 

old age, as a fine building should be 

seen by morning light, at noon and 

by moonlight.」林某人年幼時閱讀吉普林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 參見圖十(右))

的《怒海餘生》[文獻四]以及魯瓦克 (Robert 

Ruark; 1915－1965; 參見圖十一)的《爺爺和

我》[附註三]，經過數十年後重讀一遍，感

受到不同影響，永生難忘。在不同年紀看同

一本書，有不同體驗，思想也會因此更上一

層樓。禪宗的青原惟信老和尚曾說：「老僧

三十年前未曾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

水；後來參禪悟道，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

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然見山只是山，見

水還是水。」這是思想成長的心路歷程。

讀到好的文學作品，是極大的享受。布

朗特 (Roy Alton Blount, Jr.; b. 1941; 參見圖十二)說：「A good heavy book holds 

you down. It's an anchor that keeps you from getting up and having another gin and 

tonic.」枕邊讀書，的確一直是林某人賴床的好理由。我主觀的認為，若能

對某些文學作品產生共鳴，人生較有意義，也較能讓網通科技人發展出人

性化的應用服務技術。凡夫俗子如我者，也有簡單的方法，提升自己，培養

圖九：馬可波羅  ( M a rc o  P o l o ; 
1254－1324)

圖十：(左)戴維斯 (William Robertson Davies; 
1913－1995)；(右)吉普林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

圖十一 :魯瓦克  (Robert  Ruark; 
1915－1965 )是自然文學
家、專欄作家、探險家，以

及獵人。他有相當長的時間

在非洲探險，被視為另一位

海明威。《爺爺和我》是他

的自傳體寫作，書中描述

1920年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
醇厚人情及悠閒美麗的自然

風光，幾十年來一直感動著

人心，為人所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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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藝術愛好。例如美術，平常只

要信手塗鴉，漸漸也會有感覺。

我在美國紐澤西Bellcore工作時，

幫一位老朋友（現職IBM高階主

管）追女朋友，教他畫卡片（如

圖十三所示）。他很快就進入狀

況，畫得很好。有否因此追到他

的夫人，我不得而知，但是他的

美工水平，應有突飛猛進的

提升。

李家同教授曾批評我國

工程（尤其是網通）教育，

「台灣的大學太重視高階理

論，理工科系的學生對實務

一點感覺都沒有，導致學生

畢業後進入職場無法立即上

手。」又說「技職大學化，教授發表一堆無法實作

的論文，實在看不出對產業界的幫助。」他老前輩

愛之深，也責之切。網通教育必須實務，放諸研究

型或教學型大學皆準，殆無疑義。但工程實務，最

高的境界，是活用理論於實際的應用。國內的網通

教育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我在西雅圖華

盛頓大學唸書時，發現實作最強的學生，也最懂理

論。反而是不敢碰實作的學生，理論更是學得似懂

非懂的半調子（反之亦然）。這現象其實很容易解釋。在工程領域，當你在

學理論時，隨時以實作印證，自然越能了解理論的本質。同時當你了解理論

後，就越知道如何將之有效的應用於實作。

大概是填鴨式教育的遺毒吧，國內有些學生（甚至教授）在學習（教

學）上一板一眼，毫無彈性，老是將理論和實務分道揚鑣，視同陌路。我

常聽到碩士學生說：「我以後工作只要實作，為何要學理論？」而博士生則

拼命寫論文，不重視實作。難怪李家同教授會嘆息：「有些人寫一堆不沾人

間煙火的論文，不知實作何用。」然而理論與實作的結合是「知易行難」，

需要相當的想像力，有時無法說要做就馬上辦得到。而培養這種想像力的方

法，則是眾說紛紜。個人的愚見認為，應由通識教育（尤其是「歷史」和

「文學藝術」）的潛移默化，培養這類想像力。關於這個論點，很難解釋。

但我深信人文興趣的培養對落實網通科技有莫大助益（這也呼應吳靜雄教授

對交通大學資訊學院的建議）。事實上，許多偉大科學家的思考都受到哲

學家的影響。例如波爾 (Niels Henrik David Bohr)的思想深受19世紀宗教哲學

家，也是存在主義哲學之父齊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的引導。

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對於網通方面的學生，不言而喻。然而，確保在

通識教育裡有資優教師，才能彰顯「通識」的效益。柏克說：「在資優教

師的手中，科學、歷史或文學通識課程，都可以成為最令學生難忘的課。但

如果大學找不到合適的教師，那就不如完全放棄對廣博教育的要求。也不用

為了爭取教授的支持，設計出沒意義的妥協課程，來偽裝已達成智識上的價

值。」[文獻二] 換言之，績效不佳的通識課程，反而會成為網通教育的絆腳

石，也難怪學生會視之為營養學分。然而大學往往將通識教育當作「次等」

(Second－Class Citizen)課程看待，或許也是資優通識教師無法發揮的原因之

一。

圖十二：布朗特 (Roy Alton Blount, Jr.; b. 1941)

圖十三：大家來畫小老鼠。

圖十四:林某人的指導教授
Edward Lazow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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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來自老師，不是

學生的原創構想。

圖林機  ( T u r i n g 

Mach ine )並非真的機

器，而是電腦計算的根

本理論基礎。1980年代

初期，華大計算機系的

波寧教授 (Alan Borning)

負責出版該系的簡介，

需要收集所有教授的研究介紹資料。專精電腦計算理論的魯諾教授 (Larry 

Ruzzo)遲遲沒交資料。波寧威脅，魯諾再不交出來，就會自己瞎掰一份他的

資料。結果魯諾不甩威脅，硬是沒交。波寧就掰了一份魯諾的研究簡介，上

面寫著：

「魯諾教授的研究是在組裝一部平行計算電腦，該電腦由32部蒸氣推動

的圖林機組成，整部機器放置在Sieg Hall的地下室。該機器的最大特色是有

三向的分流閥 (bypass valves)來耦合個別引擎的調節器，因此能讓圖林機的

讀寫帶同步。在此計畫，研究生扮演重要角色，必須隨時在鍋爐加添燃料，

撥旺爐火。而特別挑選出的大學專題生，則偶爾被允許見習，可以動手來

擦亮機器上的銅製儀表。由於汙染控制及噪音消除委員會 (Pollution Control 

and Noise Abatement Boards)的限制，本圖林機只能跑多項式時間 (polynomial 

time)的演算法。除此限制外，該計畫也正面臨另一項挫折。一位研究生踩到

大學生作業的腐朽排氣管，跌入圖林機的讀寫頭 (write head )，身上永久刻上

一連串的 1與 0。該研究生已到法院按鈴申告，要求拆掉這部圖林機。」

簡介印行後，東歐有許多學者來信要求魯諾提供建造蒸氣推動圖林機的

詳細資料，鬧得他哭笑不得。魯諾的研究做得很棒，曾用正規語言 (Formal 

孕育具備

人文素養的網

通學術環境，

除了學生要學

習通識，教授

本身也要積極

投入。我以前

就讀的華盛頓大學計算機系

就瀰漫藝術氣息。2009年 3

月，我回到華大訪問。指導

教授Edward Lazowska（參

見圖十四）以及Jean－Loup 

Baer帶我參觀系館（華大耗

資7000萬美金建築計算機系

館，於2003年落成，我到

2009年才有機會目睹新館；參見圖十五）。

系館內擺設許多教授的藝術創作，如圖十六所示。圖十七的大壁畫位

於系辦公室，是以原尺寸，複製舊系館Sieg Hall二樓牆壁的油畫。這幅油

畫是華大計算機系研究生的作品，主題是一部蒸氣推動的圖林機 (Steam－

Powered Turing Machine)，背景為號稱華盛頓州富士山的Mountain Rainier。而

我則有幸，躬逢其盛的目睹整個作畫的過程。

1987年的博士資格考 (Qualification Exam)當天晚上，考試的研究生約

好，在系館Sieg Hall的二樓及三樓間的樓梯走道牆壁 (Stairwell Wall)畫這幅蒸

氣圖林機。當年華大計算機系的資格考很難，通過率低於20%。研究生經過

極大壓力的考試過程後，當場以繪畫創作來釋放壓力。而蒸氣圖林機的構想

圖十五：華大計算機系館 (Paul G. Allen Center) 

圖十六：華大教授的藝術創作

圖十七：華大計算機系辦公室及蒸氣推動的圖林機 
(Steam－Powered Tur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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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的文法，非常有創意的表示出特殊基因的排列，發表於世界公認一

流學術期刊《Science》。魯諾由助理教授升等為正教授時，僅發表五篇學術

期刊論文，篇篇擲地有聲。

華大計算機系這幅蒸氣推動圖林機壁畫，是「師生同工」創意激盪下

的產物。上述例子說明，科技人要有想像力加上幽默感，才能充分發揮出

人文素養，也讓自己的科技功力更上一層樓。雖然我提到，人文興趣應由

小時培養，但只要有心學習，雖然年紀已大，還是可以努力改善。胡適說：

「種種從前，都成今我，不必思量更莫哀。從今後，要那麼收穫，先那麼

栽。」林某人也苦思甚久，想回應吳靜雄教授，如何幫交大資訊學院的學生

尋找他們的「蒙娜麗

莎」。我想到了山

朋(Katherine Abbott 

Sanborn; 1839－1917

參見; 圖十八(左)) 。

她是很好的老師，也

相當幽默。她出版一

系列的陽光日曆本 

(Sunshine Calendar)，

每一頁放一則美國

著名人物的名言。我由2008年起，仿造山朋，每年製作一本《交大資工筆記

本》(CS Note)，每一頁畫一位歷史人物。學生是否能因此增進他們對人文的

興趣，就看他們的因緣了。讀者諸君是否也知道如何藉由人文素養，找到您

專業的「蒙娜麗莎」？

後記：本文部份內容改寫自我在《通識在線》(2008/10/01)發表的文章。

[附註一] 蘇東坡是我很喜愛的人物。對他最早認識是由《水滸傳》而來。

書中蘇東坡出現兩次。第一次提到高俅是蘇東坡弟弟子由（小蘇學士）的

小僮，其實並不正確。蘇東坡才是高俅的主人，在宋人王清明的《揮塵續

錄》有明確記載。第二次是《水滸傳》提到吳用要假冒蔡京，寫信救宋

江。吳用說模仿蔡京字體很容易，因為當時盛行「蘇、黃、米、蔡」四家

字體。當中排首位的「蘇」自然是蘇東坡。然而我也很疑惑，《水滸傳》

說「蔡」是蔡京，和現代人說的「蔡襄」並不相符。不過我看過兩人書

法，覺得蔡京這個奸臣寫的字還是比蔡襄好看，《水滸傳》的說法比較有

道理。

[附註二] 如何引導小朋友對人文藝術
的興趣？這是大哉問，林某人當然沒

有答案，不過仍然記得小時候父親如

何啟發我對閱讀及音樂的喜好。當我

四、五歲時，他常抱著我坐在他的膝

蓋上，唸故事給我聽。父親的書都是

日文，相當精美。我印象中最深刻的

是一本音樂圖鑑的故事《彼得與狼》

(Peter and the Wolf)與舒伯特的《野玫
瑰》。我先敘述《彼得與狼》，然後

在[附註四]再談《野玫瑰》對我的影
響。

《彼得與狼》是俄國作曲家普羅高菲夫  ( S e r g e 
Prokofiev; 1891－1953; 參見圖十八(右))在1936年為兒
童所編寫的音樂劇，敘述彼得和動物合作捕獲大野狼

的故事。音樂圖鑑畫出故事，相當生動活潑（參見

圖十九），當中每一個角色以一種樂器表示（參見

圖二十）。例如 絃樂器 (Strings)的合奏代表彼得，
長笛 (Flute)代表小鳥，豎笛 (Clarinet)代表貓，雙簧
管 (Oboe)代表鴨，法國號 (French Horn)代表大野狼，

圖十八：(左)山朋 (Katherine Abbott Sanborn; 1839－1917)曾
經寫過一本書《The Wit of Women》，敘述女性的幽
默感如何受到社會態度的影響；(右)普羅高菲夫 (Serge 
Prokofiev; 1891－1953)

圖十九：日本小學館出版《音樂的圖

鑑》當中的故事《彼得與狼》。這

本圖鑑是1964年出版，林某人父親
保存至今。不但有文字說明，還有

五線譜，頗有誘發小朋友學習五線

譜的功效。

圖二十:《彼得與狼》角
色與樂器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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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管 (Bassoon)代表爺爺，定音鼓 (Timpani)和西洋大鼓 (Bass Drum)代表
獵人。聲音扁扁的雙簧管就像鴨子在叫；磁性的豎笛如同貓咪無聲無息的

靈巧走動；爺爺的叨絮，的確像是低沉的低音管。這讓我感受到，經由音

樂，可以對事物有無限的想像。在我幼小心靈，留下的唯一遺憾是，故事

中的鴨子被大野狼吃掉了。

[附註三] 2008年1月我在臺北天母逛書店，看到《爺爺與我》的再版中譯
書[文獻五]，喚起我封塵四十年的記憶。我八歲時父親買這本書（上、下
集）給我。重新再版的書，和我小時候念的版本，除了沒有注音符號外，

一字不差。

我小時候每逢寒暑假，都會呆在雲林麥寮祖父家中。在1960年代，如果要
找一個既荒涼又無聊的地方，雲林縣麥寮鄉的麥津村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我很喜歡一個人單獨躺在曬穀廣場前讀《爺爺與我》。在無聊的麥寮，這

本書也觸發我許多想像力。

書中提到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樹木茂盛的森林，我就想像身旁有座森林。要

將麥寮稀疏的木麻黃當成森林，可不是一般的想像力。書中提到獵鵪鶉、

竹雞、鹿，我就將曬穀場前到處亂飛的麻雀想像成一群鵪鶉。書中的小男

孩有獵槍（這是我最羨慕之處），我就將手中的彈弓想像成獵槍。書中的

爺爺教小男孩做人處事的道理，不可濫殺鵪鶉。我沒有問題，因為我的彈

弓技術其差無比，從未射中任何麻雀。我會模仿書中的情節，在地上匍匐

前進，而家中的土黃狗則無奈的客串書中「血統純正」的獵犬演出。

在我現實生活中和書裡最有交集的動物是祖母養的火雞。我會想像書中爺

爺模仿動物叫聲的能力，跟著學火雞叫，也讓我和曬穀場的火雞有深厚感

情。每當火雞群看到我出現，就伸長脖子期待。當我模仿火雞叫，火雞們

就很興奮的跟著大聲唱和。經過四十年，我仍保留這項絕技。我女兒小時

候在美國，感恩節吃火雞餐，卻未曾看過火雞。於是我就模仿火雞叫給她

們聽，我女兒的反應就像曬穀場的火雞群，捧腹大笑。

[附註四 ]  父親由日文音
樂圖鑑教我舒伯特  ( F r a n z 
Schubert; 1797－1828；  參
見圖二十一 )的《野玫瑰》 
(Heidenroeslein)。對於這首
歌，讀者諸君有多深刻的體

驗？《野玫瑰》描述男童與紅

玫瑰的邂逅。歌詞分為三段：

第一段是男孩「看見」紅玫瑰；第二段是男孩「想要」紅玫瑰；第三段男

孩「採摘」紅玫瑰。當年父親教我欣賞首歌時，唸著日文的歌詞：

童は見たり　野なかの薔薇 

清らに咲ける　その色めでつ

飽かずながむ

紅におう　野なかの薔薇

父親接著將之翻譯成中文。年幼的我，懵懵懂懂，無法了解《野玫瑰》的

真義。事實上，父親也只是希望我欣賞優美的音樂，這個目的是達到了，

我的確很喜愛《野玫瑰》的旋律。年長後再度回顧《野玫瑰》，有完全不

同的感受。讀了舒伯特的傳記後才知道，這首歌先有詞，是歌德的詩（參

閱《由物化女性談起》一文）。這首詩中的野玫瑰象徵著年輕的少女，她

拒絕了少年的追求並嘗試保衛自己（參見圖二十二(左)）。1770年，歌德在
特拉斯堡結識了少女布麗昂 (Friederike Brion)，一場難忘的邂逅後，摘花的
歌德即棄女離去，留下傷心的女孩終身未嫁。歌德因此創作《野玫瑰》這

首詩，卻是自述無情殘酷。有許多音樂家為歌德的《野玫瑰》譜曲，而以

舒伯特譜的音樂旋律最為著名。

圖二十一：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1797－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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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伯特在18歲時創作《野玫瑰》歌曲。據聞舒伯特某日遇見一位穿著破舊
的小孩，手持一本哥德的詩集出售。舒伯特也是窮漢，卻同情小孩，以身

上所有的錢交換了那本書。他翻到了《野玫瑰》這首詩，優美的旋律馬上

浮現，回到家後，急忙寫下音符。舒伯特具有近乎奇蹟的天賦才能，能看

透哥德的內心狀態，以音樂展示出。《野玫瑰》歌曲的旋律雖然氣氛明

朗，舒伯特也在音樂中加入了人生悲劇的內涵。這首歌完成時，並沒有以

樂器試奏過。原因是舒伯特相當貧窮，有一段時期，甚至和他的窮室友共

穿一條褲子，一人外出，另一人得呆在室內，因此沒錢買樂器在家中演奏

他的新作品。舒伯特特別喜愛歌德的詩，覺得詩中具有音樂性。他作曲

時，總是讀兩三遍詩，旋律即呼之欲出。他創作《魔王》(Der Erlkönig)，
由讀詩到作曲完成，前後不到一個鐘

頭。

舒伯特這首《野玫瑰》因為電影《海

角七號》，在台灣變得有名。電影一

開始，茂伯（林某人沒見過茂伯，倒

是見過他女兒；參見圖二十二(右)）騎
機車送信，口裡哼著日文版的《野玫

瑰》。導演引用《野玫瑰》的典故，

成為電影的重要關鍵，由甘草角色茂

伯一再將這首歌帶回觀眾面前，暗示

著男女主角之間的感情不會有結果。這部電影詮釋《野玫瑰》的手法，從

頭到尾重複唱第一段：男童「看見」紅玫瑰。其餘殘酷的兩段並未唱出，

而是由兩位「友子」的經歷展現出來。男主角對女主角說：「留下來，或

我跟妳走。」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兩者都不可能發生。在歡笑的電影中，

讓觀眾感受到感情沒有歸宿的無奈。

圖二十二： (左 )野玫瑰象徵著年輕的少
女，她拒絕了少年的追求並保衛

自己；(右)林某人沒機會和茂伯見
面，倒是有緣和他女兒合照。

[文獻一] Santiago Ramon y Cajal. Advice for a Young Investigator, MIT Press, 
2004.

[文獻二] Derek Bok, 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文獻三] Daniel J. Boorstin, The Discoverers, Random House, 1983.

[文獻四] Rudyard Kipling, Captains Courageous, 1897.

[文獻五] Robert Ruark. The Old Man and the Boy,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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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羅拉(Motorola)的創立者蓋文(Paul Vincent Galvin ;1895－1959)出

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一個小鎮，父親是愛爾蘭籍的調酒師(Bartender)。由於

家境貧困，他並未完成大學教育。蓋文是天生企業家，最先將收音機整合

於汽車。1928年蓋文和兄弟約瑟夫(Joseph)於芝加哥成立「蓋文製造公司」

(Galvin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第一項產品是收音機的交流電轉接盒

(Battery Eliminator) 。1930年蓋文兄弟將公司改名為Motorola。這個字是由

「Motor」 (汽車)及「Victrola」(是黑膠唱片機的品牌名稱) 兩個字組合而

成。當時蓋文正在生產汽車的收音機，因此想到借用「Victrola」這個品牌

名稱。摩托羅拉於1940年開始

販賣全世界第一款對講 (Walkie-

Talkie )。摩托羅拉對無線電產

品著力很深，NASA的大部分太

空飛船的收音機設備都採用摩托

羅拉的產品，包括1969年的阿波

羅登月計畫。

蓋文的第一任太太麗麗蓮

(Lillian Guinan) 是蓋文的高中甜

心，小倆口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結婚。1942年，麗麗蓮不幸在

家中被謀殺，警察一直無法找到

兇手，成為懸案。1945年，蓋文數次邂逅年輕的薇吉妮亞(Virginia Galvin 

Piper) 後，閃電結婚。蓋文對於薇吉妮亞深情款款，說: 「Your company 

delights me.」圖一是蓋文及薇吉妮亞在車上的合照。

摩托羅拉的故事 

1955年，摩托羅拉將公司的logo 改成很時尚風格

的"M"(如圖二所示) ，由兩個三角尖拱成M，代表一波

波接續的領導風格。蓋文於1959年去世，而摩托羅拉的

業務持續蒸蒸日上。1960年，摩托羅拉推出全世界第一

部19吋大螢幕電視機，1974年推出全世界第一支彩色電

視映像管。同年摩托羅拉將電視產業賣給Panasonic。摩

托羅拉於1946年開始生產「車用電話」，可讓人在車上打無線電話到公共

電話網路。當時通話效果很好。用戶增加後，無線電線路不足，無法服務

大量用戶。後來貝爾實驗室發明蜂巢式行動電話技術後才解決。1983年，

FCC批准摩托羅拉手機DynaTAC 8000X，這是全世界第一支商業化的行動

終端設備(Cellular Device) ，號稱「黑金剛」，由古柏(Martin Cooper)帶領

的研發團隊完成。當年行動電話是昂貴的奢侈品，只有派頭十足的有錢人

和黑道角頭老大才用的起，因此有了「大哥大」的封號。古柏2007年曾來

台北參加COMPUTEX 展覽。

摩托羅拉於1991年在德國展示第一支GSM 手機。1995年，摩托羅拉

推出第一套雙向呼叫系統(Two-way Pager )。2000年摩托羅拉發展出第一

支GPRS手機，並且和 Cisco合作販售第一套 GPRS行動網路系統給英國的 

BT Cellnet。摩托羅拉在無線通訊領域頗有一席之地，但在電信等級的交換

機，則較無作為。

摩托羅拉後來也投入寬頻無線系統WiMAX的研發。2007年9月，行

動台灣(M-Taiwan) 辨公室組團帶領台灣WiMAX運營商到美國和加拿大參

訪。我受邀同行，當中有一行程是參觀摩托羅拉的WiMAX研發實驗室。

因為 M-Taiwan參訪團的廠商團員都具有實質的設備採購權，因此摩托羅

圖一: 在車內的蓋文(Paul Vincent Galvin ;1895－
1959)及薇吉妮亞(Virginia Galvin Piper)，
蓋文右眼袋有一顆明顯的痣，命理學稱之

「悲傷痣」。

圖二: 摩托羅拉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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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相當用心的接待。哈

佛大學的孔祥重院士也

由波士頓(Boston)趕來

參加摩托羅拉的簡報。

孔院士的發問既直接又

尖銳，摩托羅拉也很慎

重的回答。整個互動過

程相當深入。圖三為參

訪摩托羅拉的合影留

念。此次行程，我和中

山大學的林根煌教授(圖三第

二排右六)住宿時同房差一點

「共枕」，發生不少趣事(參

見《閃文集》第62頁) 。2010

年，摩托羅拉的網路部門併

入諾基亞－西門子網路公

司，除了WiMAX外，亦研發

TD-LTE技術。

2011年Google也宣佈併購摩托羅拉的手機部門(Motorola Mobility)。網

路上流傳不少「龜毛配」(Goo-Mo配)的笑話，說Google的執行長佩奇(Larry 

Page; b. 1973; 參見圖四) 想買一支摩托羅拉的手機，就吩咐秘書「去買摩托

羅拉」。幾天後佩奇還沒看到手機，就問秘書買到沒有。秘書回答，摩托

羅拉的手機部門買到了，正在簽約中。「龜毛配」是Google有史以來金額

最大的購併案。

 

圖三: 參訪摩托羅拉的合影留念 (孔祥重居中，林某人坐在
老孔右側)

圖四: 佩奇(Larry Page; b. 1973)

我畢業於成功大學電機系。該系歷史悠久，

於民國三十五年起十年間，接受美國技術及經費

的援助，與普渡大學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因此保

留了非常豐富的寶貴文物及設備。其中最受矚目

的是一台1880年生產的愛迪生發電機(參見圖一)。

該發電機利用電磁原理，以外力驅使線圈在馬蹄

形磁鐵之兩極間轉動，將機械能轉變為電能。主

要組成元件包括產生磁場的場磁鐵、能自由轉動

之多匝線圈(亦即電樞)，以及將電引導出的碳製

電刷。這台發電機對於早期電力系統技術的發展

具有重大意義，目前全球僅存三台。而在我大學

時代，成功大學的愛迪生發電機是全世界唯一仍然可以運轉者。成大電機有

電力實習課，相當嚴格。第一堂課是去接觸110伏特的電壓，體驗觸電的感

覺(Don't try it at home!)，因此我對愛迪生發電機印象深刻，也對愛迪生這位

偉人有極濃厚的好奇。

我於1990至1995年間旅居於美國紐澤西州的藍道夫 (Randolph)，距離當

年愛迪生實驗室所在地西橘 (West Orange, Essex County) 約22 英里。經由80

號及280號公路，開車25分鐘可到達。因地利之便，我曾經數度參觀位於西

橘的愛迪生國家紀念館 (Edison National Historic Site)。紀念館中收藏大量和愛

迪生相關的資料，尤其是和他發明相關的八卦傳聞。例如1920年代謠傳愛迪

生發明了可以和死人講話的機器。事實上是愛迪生和記者B.F. Forbes (《富比

世》雜誌創辦人Malcolm Forbes的老爸）聊天隨口胡謅的，結果上了媒體(這

個故事告訴我們，千萬別和記者開玩笑)。愛迪生宣稱他每一天都睡不到五

小時，其實他常常在實驗室打瞌睡(稱為catnap)。他在實驗室放了一個帆布吊

床 (cot)，但也會直接躺在實驗桌旁的地板。我回台灣後，如法泡製，在辦公

直流電大戰交流電

圖一: 愛迪生發電機（林某人
特別請成大電機謝錫堃

教授協助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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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放了沙發床，也加裝木製地板，

工作累時可catnap一下。

根 據 後 人 分 析 ， 愛 迪 生 

(Thomas Alva Edison; 1847－

1931; 參見圖二)從小患有「注意

力缺失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經常有許

多奇怪的舉動。那個年代的美國正

在大力推動紀律，而學校教育講

究管理紀律，像愛迪生這種問題

兒童，自然十分吃癟。他無法適應正規學校教育，三個月後就閃人，不再上

學，留在家中由其母親教導。  

愛迪生一輩子的發明超過兩千項，但大部分都是在三十歲到四十歲間

所完成的。當中具有代表性的發明，包括白熾光電燈泡 (Incandescent Light 

Bulb)。在1879年展示這項發明時，愛迪生很自豪的說：「我們會將電費降

低到只有富人才會用蠟燭(We will make electricity so cheap that only the rich 

will burn candles.)」要普及電燈，電源是關鍵。愛迪生於1880年申請到輸

配電系統 (Electric Distribution System)專利，開始進行電力傳輸的事業，卻

也導致他最後的失敗。他於1882年在倫敦建立火力發電站，點亮哈博高架

橋 (Holborn Viaduct)上的路燈。同年年底他在紐約市的珍珠街建造了發電站 

(Pearl Street Station)，輸送110伏特的直流電到59家用戶。

在電力傳輸上，愛迪生遭遇困難。由於電力(P)和電壓(V)及電流(I)成正

比（亦即P=VI），要增加電力，必需提高電壓或者加大電流。然而電力傳輸

時，電流經過傳輸線的電阻會產生熱而耗損電能。換言之，提高電壓是增加

電力的較好方式。愛迪生採用直流電 (Direct Current)的技術，當時最大的問

題是直流電很難提高電壓，因此無法做遠距離的能量傳輸。在他的早期設計

中，一個住宅區如果和發電站的距離超過1.5英里，就無法得到足夠的電流發

出強光。愛迪生只好廣佈發電站以保證照明系統能夠正常運行。1887年，全

美國有121個愛迪生發電站，皆密集於少數都會區。

以電力傳輸的觀點來看，只有低電流、高電壓的輸電方式才能供應全

美國的電力。就當時的科技而言，交流電 (Alternating Current)是比較好的選

擇，因為我們可以利用變壓器 (Transformer)將交流電的電壓輕易提升，以減

小傳輸的電流，並降低熱損耗。然而愛迪生堅持採用直流電，因此和「交

流電之父」特斯拉 (Nikola 

Tesla; 1856－1943; 參見圖

三)上演電流大戰。

1884年，塞爾維亞工

程師特斯拉來到紐約為愛

迪生工作。特斯拉經過嚴

謹的數學分析及實驗後，

認為交流電動機相當可

行，因此極力向愛迪生推

銷，希望能利用交流電來產生電能。然而愛迪生認為交流電只是理論可行，

商業化的效益不高。同時他也已經投入大量的資金，押寶研發直流電設備，

就像是《捉放曹》中的曹操，「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無法轉向。因

此硬著頭皮，堅持在直流電的系統基礎上改進。特斯拉只好無可奈何的進行

直流發電機的改良。由於他的能力甚強，改良的技術成效甚佳。愛迪生將這

些技術註冊了專利權，卻不肯讓特斯拉分紅。

特斯拉覺得他的貢獻沒有受到愛迪生合理的獎勵，因此超級不爽，遂在

1888年辭職，跳槽去幫西屋 (George Westinghouse, Jr; 1846－1914; 參見圖四)

圖二：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1847－
1931)小時候淘氣到讓他的父親放棄了
他。其實他是很認真的在做實驗，而非

單純淘氣惡作劇。

圖三：特斯拉 (Nikola Tesla; 1856－1943)曾說：「讓未
來去訴說真相吧－他們擁有現在；而未來，我真

正為之努力的未來，才是屬於我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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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西屋將賭注押在交流電上，於1886

年在美國麻州首次使用了交流電照明設

備。然而，想和愛迪生一較高下，就必須

考慮發展工業等級的交流電動機。當時的

工廠皆採用直流電動機，成效不彰。特斯

拉和西屋志趣相投，賓主盡歡，開始大展

身手，為西屋設計生產大型、高功率和高

頻率的交流電動機。1889年，特斯拉一生

中最偉大的發明—特斯拉線圈 (Tesla Coil)

問世，能讓變壓器承受幾千伏特的極高電

壓。他建造了一個巨大的特斯拉線圈，可

以產生超過長達41公尺的火花。

到了19世紀末期，西屋和特斯拉獲

得了極大的成功，讓愛迪生備感壓力。交流電

和直流電技術的經濟差異十分明顯，但愛迪生

卻相當頑固，堅持採用直流電。在此時，連門

外漢如馬克吐溫 (Mark Twain;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 參見圖五)，都知道交

流電會贏。他見過特斯拉後，很興奮的說：

「I have just seen the drawings and description of 

an electrical machine lately patented by a Mr. 

Tesla, and sold to the Westinghouse Company, 

which will revolutionize the whole electric 

business of the world. It is the most valuable 

patent since the telephone.」 

愛迪生發現在技術上無法取勝，就採取詆毀交流電的策略，公開以高

壓交流電做了一系列可怕的實驗。他僱用中學生，捕捉流浪貓、狗，（合法

的）在大庭廣眾之前，以一千伏特的交流電去電小狗、小貓，讓牠們瞬間死

亡，以宣示交流電的危險。最離譜的是，愛迪生於1903年親自電死過一頭大

象 Topsy（這頭大象殺死飼主），並將整個過程拍攝下來，到處宣揚。愛迪

生打壓西屋的行動可謂人喧馬嘶，各種匪夷所思的招數殺奔而至。例如電椅 

(Electric Chair)就是在愛迪生的啟發下，發明出來打擊西屋的創新應用。電椅

在人類死刑史上，有相當獨特的地位，除了1924年至1976年間菲律賓曾經使

用過電椅外（因為菲律賓為美國殖民地），全世界只有美國使用這玩意兒來

處決死刑犯。不過美國號稱是自由國家，仍允許死刑犯選擇要坐電椅或針筒

注射 (Lethal Injection) [附註一]。

以往美國是將死刑犯吊死（讀者諸君應該常在西部牛仔電影看到吊刑場

面)。1887年，紐約州政府覺得吊刑太殘忍，決定改變做法，將死刑犯電死。

愛迪生和西屋知道後，搶著說對方的發電機比較適合這個用途。就這一項爭

議而言，愛迪生是正確的。60Hz交流電比直流電更適合電死人，因為這個頻

率較易引發致命的心肌纖維顫動 (Cardiac Fibrillation)。

1889年，愛迪生公司的員

工布朗 (Harold Pitney Brown; 

1869－1932; 參見圖六(左))發明

交流電的電椅。由於愛迪生下了

指導棋，因此常被認為是電椅的

主要發明人，不過愛迪生並未承

認。西屋當然拒絕把交流發電機

賣給紐約州政府，用在布朗的電

椅上。於是愛迪生便教唆布朗使

圖四: 西屋 (George Westinghouse, Jr; 
1846－1914)十九歲時獲得第一項專
利，在1886年正式創辦西屋公司。
1961年大同林挺生先生親自拜訪西
屋匹茲堡總公司。大同和西屋的技
術合作，奠定其日後製作馬達、電
扇，以及冷氣機等新產品之機會。

圖五:馬克吐溫 (Mark Twain;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
1910) 在某次宴席間對一位貴婦
說：「夫人，你太美麗了！」
不料那婦人卻說：「先生，可
是遺憾得很，我不能用同樣
的話回答你。」馬克吐溫笑著
說：「那沒關係，你也可以像
我一樣說假話。」

圖六: (左)布朗 (Harold Pitney Brown; 1869－
1932)； (右 )坎姆勒 (Wil l iam Kemmler; 
1860－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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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偽裝南美洲某大學，採購西屋發電機，再轉運回紐約，使用於電椅。

第一位享受電椅滋味的幸運兒是坎姆勒 (William Kemmler; 1860－1890; 

參見圖六(右))。這個混小子用斧頭砍死了自己的老婆，因此鋃鐺入獄。死

刑定在1890年8月6日執行。行刑時通過一千伏特交流電，17秒後坎姆勒居

然沒有死。於是電椅重新充電後，再次通電，提高到二千伏特。結果坎姆

勒身上著火，帶著一身烤肉的味道，駕鶴西歸。西屋公司評論道：「坎姆

勒一定寧可和他太太一樣，被斧頭砍死。」有了坎姆勒的執行經驗後，電

椅經過改良，會產生幾波交流電（不同的電壓及時間）以保證死刑犯完全

電死。第一波電極讓犯人腦死（失去知覺），第二波電極會破壞維持生命

所需的器官，而真正的死亡則是因過度刺激心臟所致。

為了反擊愛迪生，特斯拉親自披掛上陣，他先關掉電燈，將自己絕

緣，然後以電流通過全身，在一片漆黑中，讓手指間迸發閃光。目擊者感

到不可思議的說：「他用看不見的手，⋯讓不同形狀的球和管子發出五彩

光亮⋯當數萬伏特的電力通過他的身體，點亮一盞電燈，或熔化了他手中

的電線時，更加深了這種幻覺。」特斯拉也讓馬克吐溫以身試電。特斯

拉以交流電造成機器的震動，馬克吐溫體驗後，宣稱有「通便」之效 (the 

laxative effect of the machine's vibrations)。1895年，西屋採用交流電技術，

在尼加拉瓜大瀑布建造世界上第一座水力發電站，包括三個特斯拉的交流

發電機，每台的功率為110千瓦。這個超過一百年以上的電力建設相當成

功，至今仍然運作如常。50/60赫茲 (Hz)的交流電在此一役，被證明為最有

效之電力傳送方式。從此以後，直流電一敗塗地，而交流電便成為工業、

商業和家庭用電的主流選擇。

愛迪生的輸電事業失敗，導致巨額貸款無法償還，晚年時債台高築，

最後被趕出了公司。而愛迪生奇異公司 (Edison General Electric)也被改名

為奇異公司 (General Electric)，愛迪生就此除名。愛迪生是一位非常有毅力

的試驗者，具有驚人的創造和工業策劃能力，但是卻缺乏數學知識和複雜

的理論洞察力，究其緣由係因愛迪生只接受三個月的正規教育，無法運用

高難度的數學來理解交流電理論。就像莎士比亞的作品被譏誚「很少拉丁

文，更少希臘文」，是因為莎翁只受過小學教育。

愛迪生死後，被喻為大發明家。他的名言：「天才是一分天賦加

上九十九分努力 (Genius is one percent inspiration and ninety-nine percent 

perspiration.)」更是家喻戶曉。特斯拉卻相當不以為然的評論：「他（愛迪

生）用的方法效率非常低，經常做一些事倍功半的事情。⋯他如果知道一

些起碼的理論和計算方法，就能省掉90%的力氣。他無視初等教育和數學

知識，完全信任發明家的直覺和建立在經驗上的感覺。」

很顯然，特斯拉是不同型態的科學家，他會事先精確地進行數學解

析，得出絕對有把握的結果之後，才會付諸實踐。然而特斯拉性格怪僻，

工作上是獨行俠的作風，不討人喜歡。他在某些發明上的貢獻被抵制和

封鎖。大部分報紙、雜誌，或是書籍中有關他的資料，都被刪除或者修

改。由於不善經營，特斯拉從發明中賺到的錢都浪費掉，最後死於貧困潦

倒。一直到1956年，特斯拉才被平反。在1960年巴黎召開的國際計量大會

上，「tesla」被命名為測量磁場通量密度的國際單位，7月10日也訂為Tesla 

Day。Google搜尋引擎在2009年7月10日的首頁就畫出特斯拉線圈來紀念他

(參見圖七)。

愛迪生和特斯拉

分別在1915年及1937 

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提

名，但他倆都沒有得

獎。一些人認為，那

場持續了數年的「電
圖七:2009年7月10日的Google搜尋引擎首頁結合特斯拉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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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大戰」，讓這兩位諾貝爾獎候選人暴露出人性的弱點，因此都中箭落

馬。這種情況和發生在Johns Hopkins大學的藥物學教授史奈德 (Solomon 

Snyder)的情況相仿。他因「鴉片受體」(Opiate Receptor)研究和學生柏特 

(Candance Pert)引起「貢獻」上的爭執，而讓史奈德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

雖然交流電是電流大戰的贏家，但直流電傳輸並未消失，提升直流電

電壓的技術亦持續發展，高壓直流電 (High-Voltage Direct Current; HVDC)

傳輸系統於1951年在蘇聯商業化。最長的HVDC傳輸線有1,700 公里，架

設在剛果 (Congo)。直到2005年，紐約市仍然有1,600個直流電用戶，直到 

2007年才完全消失。

愛迪生曾經很自豪的說 :「我們會將電費降低到只有富人才會用蠟

燭」，然而今日全球的耗電驚人，必須很認真地考慮節能省電。高雄科工

館有節能屋的展示，教導民眾學習居家省電方式。例如開冰箱的方式錯

誤，冰箱的溫度會以每秒攝氏0.5到1度的速度，急速上升。如果是慢慢開

個小縫，冰箱就只會以每秒0.1度速度上升。又如冷氣，有人為了省電，冷

氣吹一會兒就關，熱了又開，事實上變頻冷氣如果開開關關，反而耗電。

電信業者提供iEN 智慧環境服務網，在空調系統（冰水主機、預冷空調

箱、空調箱、送風機、水塔、幫浦)、箱型冷氣、

窗型及分離式冷氣等安裝電腦監控裝置，並於空調

環境中裝設各式環境感測器（溫度、濕度、二氧

化碳、人體移動感測器等)，蒐集空調設備的運作

及環境狀態資料，透過網路傳送到iEN 維運管理平

台，空調管理人員便可上網進行設備控制的設定，

讓空調系統在使用上更具效率及人性化。近年來在

輸配電上更發展出所謂的智能電網，希望能利用資

通訊技術，更有效率的傳送電力。林某人於2010年

8月參訪大陸無錫物聯網園區，有國家電網公司(State Grid)展示的智能電網

(Smart & Strong Grid;參見圖八)，可看出該公司在利用資通訊技術方面，有

很深的著墨。

[附註一]在美國執行一次死刑的支出成本大約在200至320萬美元之間。美國
進行靜脈注射的死刑行刑床，設備先進，使用費顯然不便宜。行刑室時鐘

的擺設相當貼心，讓斜躺的犯人很方便的看到，知道自己蒙主寵召的切確

時辰。麥克維 (Timothy James McVeigh; 1968－2001) 1995年4月19日策劃奧
克拉荷馬城爆炸，造成嚴重的本土恐怖主義襲擊，導致168人喪生。他被指
控違反11項美國聯邦法律，成為1963年之後首位由美國聯邦政府處決的罪
犯。他在2001年接受了毒針死刑。在行刑前一天，麥克維找來音樂家David 
Woodard為他指揮演奏了一曲安魂曲 (Requiem)。麥克維還邀請了第二天行
刑時的所有目擊者當聽眾。如此勞師動眾，難怪執行死刑的成本那麼高。

圖八: 大陸國家電網公司
展示的智能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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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信領域，有許多發明都冠上發明者的名字，而發明者亦引以為

傲。例如摩斯碼、漢明碼、愛迪生發電機。然而發明執行死刑的工具，就

沒人願意承認。例如電椅，明明愛迪生有下指導棋，他就是不肯承認。就

林某人淺薄知識所及，只記得法國斷頭台 (Guillotine)是以極樂丁 (Joseph-

Ignace Guillotin; 1738－1814)這個人命名的（法文的斷頭台是「極樂丁」尾

巴加上e）。而有趣的是，這個人根本沒發明斷頭台。

那麼法國斷頭台為何叫做極樂丁？說來話長。以往法國貧富階級壁壘

分明。處死刑時，貴族的高貴死法採用砍頭，而窮人的庶民死法則是吊

刑。法國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時不是講究平等嗎[附註一]？於是乎

議會中的一位小咖議員極樂丁倡導，處死刑時也應該人人平等，將窮人

升等，一併砍頭，與貴族犯人同樂。這個意見被採納，法國找了一位德

國工程師施密德 (Tobias Schmidt)來製造新式斷頭台，並將之命名為極樂

丁。德國人的技術實在太棒了，砍起法國人的頭來得心應手，在法國大革

命 (1789－1799)這段期間大砍特砍，估計有三萬個倒楣鬼被砍掉尊頭（扣

除星期假日，每天要砍十人）。以極樂丁執行死刑，造成風潮，甚至變成

法國的公眾娛樂 (Popular Entertainment)，吸引一堆旁觀者提早到現場，佔

個好位置「欣賞」。更離譜的是竟然有人販賣「節目表」(Program)，列

出那些被砍頭者的名字，若有名人在節目表內，當天則會人山人海的聚

集刑場。例如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 (Jacobin)政府的首腦之一羅伯斯皮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處死刑時就造成空前的盛況。極樂丁

家族受不了他們的姓氏被斷頭台牽拖，屢次要求法國政府將斷頭台改名，

皆遭到政府拒絕。最後這個家族只好改姓，以期和斷頭台脫鉤。極樂丁這

位老兄真正是禍延子孫啊。極樂丁斷頭台的演出一直到1981年法國廢除死

刑後才落幕。

中國和法國相反，清朝時貴族犯罪執行絞刑，而平民卻是砍頭（貴族

死刑的故事 

若犯下滔天大罪，皇帝也可以批示「斬監候」，準備砍頭）。中國的砍頭

不像法國斷頭台那麼俐落，是由劊子手拿大刀來執行的。有經驗的，大刀

砍下，正好是頸椎骨的骨縫，就一刀畢命，大功告成。稍有閃失，頭沒砍

斷，死刑犯可真的會「痛不欲生」。砍頭「痛不欲生」的有名例子是日本

作家三島由紀夫 (Mishima Yukio; 1925－1970; 參見圖一)。1970年三島由

紀夫進行日本傳統的切腹自殺

儀式。他拿起短刀往自己的腹

部刺下，腸子從傷口流出來。

隨他同來的伙伴為他執行「介

錯」儀式，然而這位仁兄似乎

是業餘人士，劍道段數不高，

連砍數次都未能砍下他的頭

顱，三島由紀夫難忍痛楚，試

圖咬舌自盡，還沉吼低呼著：

「再砍！再砍！使力！」，第

四次介錯改由古賀浩靖執行。

此公學習過居合道（有別於劍

道的拔刀術，又稱為「鞘之

內」），是砍頭專家，終於成功，不過三島也吃盡苦頭啦。

在中國古代，劊子手是交不到朋友的，因為他的職業病，老讓他斜眼

瞄你的後腦勺，好似在找下刀之處，沒人受得了。其實中國處死刑的方

式，花巧多端，慘不忍睹，不只絞刑和砍頭而已。根據林某人讀歷史書的

觀察，越是忠臣，處死刑時，越是殘酷。柏楊說，中國歷史上，文官處死

刑，最慘的是北魏帝國的崔浩 (381－450)。崔浩對北魏的貢獻很大，但是

皇帝佬兒卻不買帳。《魏書．崔浩列傳》記載，崔浩和太武帝意見不同，

圖一: 三島由紀夫 (Mishima Yukio; 1925－1970)於
1956年完成《金閣寺》，獲得第八屆讀賣
文學賞的大獎，成就達到巔峰。1968年諾
貝爾文學獎公佈得主是川端康成，三島臉

色鐵青，一言不發，駕著跑車上高速公路

狂奔數小時。1970年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
後，川端也因內疚，選擇含煤氣管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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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於木籠之內，「送於城南，使衞士數十人溲於其上，呼聲嗷嗷，聞於

行路，自宰輔之被戮，未有如浩者。」最後被夷九族。

中國武官之處死，以明朝的袁崇煥 (1584－1630)最為慘烈。梁啟超在

《袁督師傳》讚賞袁崇煥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為「以一身之言動、進退、

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然而他不但被「愚惡」的皇帝

佬兒處死，而且處死的方式是最殘忍的「剮刑」。「剮」是通俗說法，正

式學名為「磔」，就是把他綁到刑場，由劊子手活活剝皮三天三夜。 

被處死刑的忠臣也頗有自知之明，從容以對。例如文天祥 (1236－

1283)，面對死刑，寫《正氣歌》，說「鼎鑊甘如貽，求之不可得」。難

道大鍋中的燙油，甘甜如新港之貽，讓文天祥想拿來冬令進補？非也，非

也！這是文天祥苦中作樂的講法。《繡像康梁演義》敘述戊戌六君子臨刑

前，林旭 (1875－1898)口占一詩，吟道：「青蒲飲泣知何補，慷慨難酬國

士恩，我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譚嗣同 (1865－1898; 參見圖

二)則詩曰：「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

功罪後人論。」面對死刑，諸位君子還能詩興大發，彼此唱和呢。譚嗣同

詩中的「歐刀」在古代乃是劊子手之刀。監獄禁卒頗有耐心，等林譚等人

詩吟罷後，才促令六人出了監門，直望刑部大堂而來。行刑的過程，柏楊

引述《繡像康梁演義》，有如下的敘述：「但見堂上兩旁，皆列著營兵，

個個手執刀斧，好不森嚴可畏，當下健役將六名官犯，押到堂下，當由監

斬官點名已畢，綑綁手上前，將六人剝去衣服，當堂背綁停當，各在背後

插了標記。監斬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營兵差役，均各前後押護而行。出

了刑部門，各官犯乘沒篷騾車，一隊隊刀斧手、長槍手、馬隊、步隊、洋

槍隊，犯車兩邊，每乘車有八名刀斧手圍護，劊子手在後跟隨。末後，監

斬官頭戴大紅斗笠，身披大紅披風，押解在後。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

人剽悍，隊隊整齊。出了宣武門，直望菜市口而去。」

六君子是在北京菜市口大街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一家酒館前面砍頭，這

是清代北京行刑的地方。沿途經過，那些看熱鬧的，一層層擁擠不開。兩

旁觀者，莫不互相議論，你言我語，議說紛紛，「皆因康有為一人作亂，

連累許多官家子孫，身首異處，他卻逍遙法外。」（林某人註：康有為號

稱聖人，但言行不符，有功勞是他的，出了事，倒楣的卻都是旁人。因此

小說藉著旁觀者之口，諷刺一二。）六名官犯押至菜市口後，跪在一處，

每一人有八名刀斧手伺候，擁護左右，大旗隊、洋槍隊、馬隊、步隊，圍

得如銅牆鐵壁一般。菜市口大街的酒館有一慣例，酒館的掌櫃會拿出托

盤，端一碗酒給將死的人喝。

一會只聽得值時官報道：「已交午時三刻，請即

行刑。」坐在公案上的監斬官聞報，當即勾絕了六人

名字，喝道：「行刑牌下。」那劊子手那敢怠慢，高

舉鋼刀，只聽一排槍炮聲，這六名官犯的頭，個個落

下。六君子歸天那日用的鋼刀叫「大將軍」，譚嗣同

排第五位受刑，一直是若無其事的樣子，真是從容不

迫。

《繡像康梁演義》評論六君子之行刑，道：「可

憐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言下之意，識時務者

方為俊傑，才能升官發財。譚嗣同不知逢迎上意，卻

偏偏忤逆慈禧太后，落得身首異處，富貴功名，化為

烏有。不過拍上頭馬屁、逢君之惡的「識時務之俊

傑」畢竟遠遠多於「犯言直諫之士」。然而歷史是公

正的，偉大人物英勇赴義，面對死刑的事蹟，往往被

文學家及藝術家歌頌讚佩，名留青史。例如16世紀時

艾格蒙 (Lamoral Egmont; 1522－1568)為了拯救西班牙

圖二: 譚嗣同  (1865－
1898)就義後，是
一位俠士大刀王五

幫他收屍，並把屍

體運回他老家的。

梁啟超將譚嗣同的

詩「手擲歐刀仰天

笑，留將功罪後人

論」改為「我自橫

刀向天笑，去留肝

膽兩崑崙」。當中

的「崑崙」指的是

俠義的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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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下的荷蘭，成為當時獨立運動的領袖，最後被捕，並被處死刑。艾格

蒙慨然走向斷頭台，獲得永恆勝利，被詩聖歌德的五幕悲劇《艾格蒙》所

詠頌。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Egmont Overture)，更是流傳至今，常被演

奏。

中國處死刑，以清朝的趙舒翹 (1847－1901)的遭遇最奇特。我記得是

在魯迅的回憶錄看到的，叫做「開加官」。「加官」的典故出自京戲，凡

戲劇登場，先有一人戴面具抱笏而出，謂之「跳加官」。殺趙舒翹的方式

是以口含酒，噴濕很薄的桑皮紙，將之鋪在趙舒翹的臉上。桑皮紙一張張

疊在臉上，人最後就悶死。等這疊桑皮紙乾了後移開，便會呈現人形面

具，如「加官」面具，因此稱為開加官。

林某人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清朝劊子手都

姓「姜」，而法國大革命劊子手則姓「尚松」。就

效率而言，法國的「尚松」斷頭台比中國的「姜」

大刀為佳，劊子手也不會感情用事，憐香惜玉。例

如羅蘭夫人 (Madame Roland; 1754－1793; 參見圖

三)這麼嬌滴滴的漂亮女生，極樂丁喀嚓一聲，登

時了帳。拿破崙曾問當時行刑的劊子手尚松：「你

處決那麼多人，晚上還能安心睡覺嗎？」尚松很反

感的頂嘴：「你們這群下令殺人的皇帝和執政者都

能安心睡覺，我為什麼就該睡不著覺？」其實法國

劊子手工作較為輕鬆，只要按開關就行，比較沒有

心理負擔。以刀砍或開鎗行刑，劊子手必須瞄準正

確位置，一招斃命，就頗有學問。

中國劊子手看到貌美女子，下不了手的例子，

時有耳聞。讀者諸君看過《封神演義》吧？姜子牙

逮到妲己後，就下令將這位美女推出帳外砍頭，而劊子手搞了老半天，大

刀就是砍不下。原來妲己太美麗了，迷得年輕的劊子手暈頭轉向，下不了

手。姜子牙大怒，捲起袖子要自己動手。沒想到妲己是老少咸宜，連姜子

牙這老頭也著迷，無法砍下那一刀（姜老頭已超過80歲了耶）。

如果讀者諸君認為《封神演義》是杜撰的神

話，不足以支持我的論點，那麼就舉近代實例。

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 (Lust and Caution)，

大家聽過吧？這部電影根據張愛玲的原著拍攝而

成，與史實頗有出入[附註二]。真實女主角鄭蘋

如 (1916－1947; 參見圖四)的美貌不輸電影的女主

角，最後被處死刑。這位美麗女情報員的死刑是

色鬼漢奸丁默邨下的命令，由他的手下林之江在

滬西靠近徐家匯的中山路荒地執行（林某人2010

年6月訪問上海時還曾經特別路過瞻仰，現在已

是高樓林立）。鄭蘋如就義前態度從容，還很機

智的想引誘林之江脫困。她步下囚車後，痴痴的

仰望碧空，很優雅的對林之江說：「之江，這樣好的天氣，這樣好的地方，

青天白日，紅顏薄命，竟這樣的撒手西歸！之江！我們到底有數日相聚之

情，現在要走，還來的及。」殺人不眨眼的林之江，看了鄭蘋如我見猶憐

的表演，不禁十分心動，無奈背後有衛兵監視，無法帶著鄭蘋如遠走高飛。

鄭蘋如一計不成，知道劫數難逃，露出一絲微笑，道：「要是你真的忍心，

就開槍吧。但我請求你，不要毀了我一向珍惜的容顏。」接著很性感的解開

馬皮大衣，露出金紅色的羊毛內衣，示意林之江朝她胸口開鎗。一代紅妝鄭

蘋如的戲劇性演出，讓林之江手顫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過臉，指揮他的

衛兵行刑。沒想到他的衛兵也被鄭蘋如的精湛演出迷得如痴如夢，開鎗都沒

圖三: 羅蘭夫人 (Madame 
Roland; 1754－1793)
上斷頭台前說出名言

「自由，自由，多

少的罪惡假汝之名

而行！」(O Liberty, 
Liberty, how many 
crimes are committed 
in thy name!)

圖四：鄭蘋如 (1916－1947)
本人的長相比我這幅

畫更有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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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頭。最後林之江補了三發子彈才完成任務。其實當時鄭如萍只要再堅持一

點，連衛兵一起說服，就可以策反整隊人馬，投效重慶。上海解放後林之江

逃到香港。1950年患精神分裂症，經常夢見鄭蘋如。

因為貌美而逃過死刑劫難的，也有一例。南宋時代虞通之的《妒記》

有這麼一則故事。東晉大司馬桓溫 (312－373)攻打成都，滅掉成漢，見成

漢後主李勢的妹妹姿貌絕麗，立即「納入帳下」。色瞇瞇的桓溫雖然愛

偷腥，卻十分怕老婆，和他的前輩王敦 (266－324)前後輝映，有「王敦懾

氣，桓溫斂威」之稱（參見江斅《辭婚表》)。桓溫夫人是南康公主，乃

晉明帝之女。她的名字相當雄壯威武，叫做「司

馬興男」，個性更是彪悍。下嫁桓溫後，對先生

的管教養衛，極盡張牙舞爪之能事，制勒甚於僕

役，防閒過於婢妾。母老虎南康公主得知桓溫不

安份，竟敢未經報備就納李小姐為妾，是可忍孰

不可忍。她怒氣沖天的率領一隊劊子手，拿下這

位李小姐，就要拖到外頭行刑。李小姐顯然有高

人指點，當劊子手要將她綁赴刑場時，她婉轉哀

啼，褪去外套，露出肌膚如凝脂，長髮散開，直垂

地面，悲不自勝，以致南康公主也動了心，嘆曰：

「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連我看了都

會心動了，更何況是桓溫那老傢伙。）乃刀下留

人。而「我見猶憐」的典故也流傳至今。

處死刑前有不少人留下千古名言。例如羅蘭夫

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的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中國女子則以秋瑾 (1875－1907; 參見圖五)的「秋

風秋雨愁煞人」最為動人心弦，激勵後人創作出

許多熱血沸騰的詩歌。例如有人寫道：「鬚眉眾男子，奮起莫徘徊」，表

示要以秋瑾為榜樣，一同來革命。而臨刑前，仍然遊戲人生的有名例子則

是金聖歎（張采; 1608－1661）。砍頭的前夕，他見到同在獄中的受刑人都

哭哭啼啼地寫遺書，請獄卒寄給家人，於是也湊趣寫遺書給大兒子，說：

「豆腐乾與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他的人頭落地時，耳裡滾出紙團寫

著：「好快刀！」

西方處死刑過程最精采的應該是「俄國

魔僧」拉斯普丁 (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  

1869－1916; 參見圖六)。他因治癒末代沙皇尼古

拉二世兒子的怪病，獲得皇后寵信，藉此把持朝

政，陷害忠良，使得俄國政府綱紀大亂，成為舉

國痛恨的對象，最終被處死。殺他的過程超級

戲劇性，因為他似乎像蟑螂一般，怎麼打都打不

死。俄國貴族先餵他吃了八塊有氰化鉀的麵包，

又騙他喝了一瓶裝滿氰化鉀的葡萄酒，對他的肺

開了一槍打穿。他昏死後竟然醒來，跑到庭院裡

面又中了三槍，當中一槍正中頭部，仍然沒死。

一群人用啞鈴狂砸他的太陽穴，還是沒死。最

後丟到聖彼得堡的涅瓦河 (Нева)的冰水裡面

（俄羅斯的冰水可是超級恐怖的冷），直到隔天

才溺死（凍死？）。彼得格勒蘇維埃將拉斯普丁

的屍體焚毀示眾。神奇的是，斂放其屍體的鉛皮

和鋅皮棺材燒至熔化時，他的屍體還未被燒毀，

竟然坐了起來，張開眼睛。士兵們嚇得狂潑煤

油，燒了十個小時後才化為灰燼。許多貴族婦女

圖五: 秋瑾 (1875－1907)文武
兼資，是中國女權運動
的肇始者。她的一首調
寄滿江紅寫著：「願天
涯，開遍女兒花，爍
英擷」讓林某人印象
深刻，也難怪她會取名
「競雄」。秋瑾的作品
《題芝龕記》詩云「莫
重男兒薄女兒，平臺
詩句賜蛾眉。吾儕得
此添生色，始信英雄
亦有雌。」秋瑾本身
是個傳奇，她的人格特
質，著實讓人迷戀。

圖六: 拉斯普丁  ( G r i g o r i 
Yef imovich Rasput in; 
1869－1916)被稱為「狂
僧」，然而有一些國家認
為他是「Strannik」（宗
教朝聖者）或「Starets」
（僧侶聖徒），相信他是
一個先知和神醫。Boney 
M樂團為拉斯普丁創作了
一首歌，旋律輕快好聽，
林某人大學時代相當喜
愛，幾乎天天在聽[附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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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化裝，偷偷來到焚屍地拾取灰燼，作為聖物崇拜。拉斯普丁生前曾經作

出預言，羅曼諾夫 (Romanov)王朝將會在他死後三個月內崩潰滅亡。他於

1916年12月被殺，次年3月8日（儒略曆2月23日）俄國發生「二月革命」，

羅曼諾夫王朝果然打烊收攤，鞠躬下台。 

為何俄國的貴族婦女瘋狂膜拜拉斯普丁？據傳他有雙超級電眼，凡看

過的女人皆難擋其魅力，紛紛獻身，包含俄羅斯沙皇的姐妹和女兒。拉斯

普丁不喜歡洗澡，長得跟流浪漢一樣。據他自稱，洗澡會令他的法力減弱

乃至喪失，因此不洗澡。然而俄國婦女對於他的邋遢，不但不以為意，反

而趨之若鶩的向他求愛。據說拉斯普丁死後，他的「那話兒」遭人割除，

展示於聖彼得堡的博物館Russian Museum of Erotica。婦女們特別喜歡欣賞

博物館展示的拉斯普丁重要器官，到此一遊時搶著與之合照。林某人對其

真實性頗存疑，因為形狀和長度都太誇張了。

今日大部分國家都已廢除死刑，以示人道。仍然保留死刑的國家則往

往受到輿論抨擊的壓力。2010年有一位76歲的英國資深記者兼作家沙德瑞

克 (Alan Shadrake)，在馬來西亞出版《快活的劊子手：審判新加坡司法》

(Once a Jolly Hangman: Singapore Justice in the Dock)一書，質疑新加坡的死

刑制度。這本書讓新加坡政府氣得牙癢癢的，而沙德瑞克竟然不知死活，

大搖大擺地跑到新加坡宣傳這本新書。星國總檢察長見機不可失，趁沙德

瑞克在新加坡時，一狀告上法院，指他於新書中批評新加坡死刑制度，是

藐視新加坡法律的行為。結果自投羅網的沙德瑞克，死刑雖免，牢獄之災

難逃，被判入獄六周和罰款2萬新元（約合台幣46.5萬元）。沙德瑞克急忙

表示他無意批判新加坡死刑制度，而是認為死刑應該廢除。

由上述沙德瑞克的例子觀之，死刑是政府加諸於人民的「公權

力」，不容挑戰。但也有人將其反加諸於政府。2006年12月，「維基解

密」網站 (WikiLeaks)發布了該網站成立以來的第一份檔案，是由索馬里 

(Jamhuuriyadda Soomaaliya)反對派領導人阿威斯 

(Sheikh Hassan Dahir Aweys)簽署的一份「秘密檔

案」，聲稱將對政府官員處以死刑，因為他們雇

傭「罪犯」來襲擊他人。這份檔案是中國駭客透

過Tor網路所傳送的資訊中找到的。圖七是維基解

密的創辦人阿桑奇 (Julian Paul Assange; b.1971)。

此公天生反骨，相信有不少國家想將他抓來執行

死刑。

[附註一] 林某人國中唸的歷史課本提到，法國大
革命造成一堆人的人頭落地，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參見圖八）等思想家挑戰
法國皇室的後果。2010年6月，陳文茜寫一篇文
章《追尋薯條之傲慢與偏見》，文章說，愈來愈

多歷史學家抱持不同論點，認為是馬鈴薯搞垮路

易十六的天下。話說歐洲人無意間由智利帶回馬

鈴薯，但大夥卻怎麼瞧都不順眼。照理說農作物

能吃的是長在地面的莖葉或果實。而馬鈴薯這玩

意兒卻是埋在地底的塊莖，莫非是受到智利巫毒

詛咒的曼陀羅？一位很有遠見的法國化學家帕蒙

提耶 (Antoine-Augustin Parmentier; 1737－1813; 參
見圖九)撇開偏見，大力鼓吹，推廣馬鈴薯。然而
路易十六是標準的「何不食肉麋」，只知道吃麵

包，哪裡看得起馬鈴薯，自然也不肯種這個「毒曼陀羅」。於是乎法國在

1788年春天發生百年來最大饑荒，沒麵包吃的賤民們只好打起盧梭的「自
由」口號，攻占巴士底獄，將路易十六的「御頭」砍下來，娛樂一番，以

達畫餅充飢之效。大革命發生後四年，法國人終於學了乖，趕緊種植馬鈴

薯。而馬鈴薯也不負眾望，幫歐洲度過好幾次大饑荒。

圖七: 維基解密網站的創始
人阿桑奇 (Julian Paul 
Assange; b.1971)被封
為駭客中的羅賓漢。

他於1991年9月侵入
加拿大電信公司北方

電訊設在墨爾本的主

終端，並給系統管理

員發送信息：「我在

你的系統裡玩得很開

心。我們沒有做任何

損害系統的事情，反

倒在有些地方做了些

改進。請不要通知澳

大利亞聯邦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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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2007年某晚交通大學
吳重雨校長宴請賓客，交通大

學幾位一級主管坐陪。宴中一

位劉教授忽然談起《色．戒》

（當時這部電影正在熱賣），

亦提到張愛玲的原著。我說：

「如果要寫《色．戒》影評，

應從張愛玲的心理分析，才能

瞭解為何她的小說和史實相

反。」張愛玲曾嫁給胡蘭成，

而《色．戒》的寫作有一定程

度受到胡蘭成影響。胡蘭成何

許人也？他是二次世界大戰時

代南京汪記政府的要角，文筆

甚佳，著有《山河歲月》一

書，立論理不直而氣壯，難

怪張愛玲愛其才華。

《色．戒》中的男主角丁默

邨是汪記政府特務機關的大

頭目，壞事幹盡。第二號頭

目叫李士群，兩人天天鉤心

鬥角。《色．戒》女主角鄭

蘋如從未愛過丁默邨，犧牲

色相想為國除奸。而李士群

想要取代丁默邨，也暗中幫

助鄭蘋如。胡蘭成和李士群

有仇，而其個性是「敵人的

敵人就是朋友」，因此溢美

丁默邨。張愛玲想必受其影

響，顛倒是非的說鄭蘋如愛上丁默邨。胡蘭成和李士群如何結仇？李士群

有個結拜兄弟吳世寶，因故被李士群殺了。而胡蘭成曾和吳世寶的老婆上

床，和吳世寶成為「表兄弟」。為了替這位戴綠帽的吳世寶報仇，他和李

士群鬧翻。最後胡蘭成找來了日本人，以日本研發的細菌毒殺李士群。李

士群的死狀甚慘，二十四小時脫水，惡貫滿盈時縮成嬰兒大小，可見胡蘭

成怨毒之深。而張愛玲竟然會愛上胡蘭成這個劈腿男（詳情參見《電報的

故事》一文），可見癡情女易為文采所騙，令人惋惜。

當我戲說歷史，口沫橫飛時，劉教授一直喃喃自語的說：「深沉，深

沉」。 她忽然問：「你知道電影中的鄭蘋如什麼時候愛上丁默邨？」不

待我回答，她就公佈答案：「當他們上床時。我看鄭蘋如的眼神就知道

了。」 又說：「那場床戲演的真是深沉。」我實在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她又說：「你如果不覺得那場床戲演得深沉，那你的感覺又是什麼？」我

說：「對於那場床戲，我毫無感覺。」劉教授很驚訝的問：「為什麼？」

我回答：「因為我根本沒看過這部電影，也沒讀過張愛玲的原著。」劉教

授又好笑又好氣的說：「你沒看過這部電影，竟然敢和我談半個鐘頭如何

寫影評？」 

我覺得很冤枉。又沒有人規定一定要看過電影才能寫影評。 事實上，劉教
授的講法太唯美派，未免癡情。鄭蘋如長的和電影女主角湯唯一般漂亮，

而丁默邨則遠不如男主角梁朝偉英俊挺拔。丁默邨是色中餓鬼，相當淫

亂，因此掏空身子，彎腰駝背，十分畏風。如果劉教授看到真正的鄭蘋如

和丁默邨床戲，一定倒足胃口，說不出「深沉」這兩個字。 

[附註三] Boney M樂團唱出拉斯普丁的故事。當中敘述拉斯普丁被殺的過
程，稍嫌簡略。Boney M最後嘲弄的說：「Oh, those Russians...」歌詞林某
人還能背誦，抄錄如下：

圖八: 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與他那個時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大多相識，

但結果卻無一例外地反目成仇。這些人中包

括法國的伏爾泰（參見《電報的故事》）、

狄德羅 (Denis Diderot; 1713－1784)，及英國
的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

圖九：帕蒙提耶 (Antoine-Augustin Parmentier; 
1737－1813)曾經是戰俘，被俘期間發現了
一種營養耐飢又容易栽種的根莖植物「馬鈴

薯」。戰爭結束後，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及

曾經依賴馬鈴薯維生。當他得知法國政府正在

致力尋找發生飢荒時的備用糧食，就大力推薦

馬鈴薯。今日有名的馬鈴薯牛肉焗烤料理「帕

蒙提耶焗烤」就是以他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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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lived a certain man in Russia long ago

He was big and strong, in his eyes a flaming glow

Most people looked at him with terror and with fear

But to Moscow chicks he was such a lovely dear

He could preach the bible like a preacher

Full of ecstacy and fire

But he also was the kind of teacher

Women would desire

RA RA RASPUTIN

Lover of the Russian queen

There was a cat that really was gone

RA RA RASPUTIN

Russia's greatest love machine

It was a shame how he carried on

He ruled the Russian land and never mind the czar

But the kasachok he danced really wunderbar

In all affairs of state he was the man to please

But he was real great when he had a girl to squeeze

For the queen he was no wheeler dealer

Though she'd heard the things he'd done

She believed he was a holy healer

Who would heal her son

(Spoken:)

But when his drinking and lusting and his hunger

for power became known to more and more people,

the demands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outrageous

man became louder and louder.

"This man's just got to go!" declared his enemies

But the ladies begged "Don't you try to do it, please"

No doubt this Rasputin had lots of hidden charms

Though he was a brute they just fell into his arms

Then one night some men of higher standing

Set a trap, they're not to blame

"Come to visit us" they kept demanding

And he really came

RA RA RASPUTIN

Lover of the Russian queen

They put some poison into his wine

RA RA RASPUTIN

Russia's greatest love machine

He drank it all and he said "I feel fine"

RA RA RASPUTIN

Lover of the Russian queen

They didn't quit, they wanted his head

RA RA RASPUTIN

Russia's greatest love machine

And so they shot him till he was dead

(Spoken:) Oh, those Russ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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