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文集III》自序
網通國家型計畫(NCP)是台灣資通訊學術及產業的重要推手之

本書除了集結發表在《一平繪畫》的文章外，另外增加了兩

一，計畫定期出版《NCP簡訊》做為推廣的載具。我當年奉NCP

篇文章《女兒是長不大的小貓咪》以及《生老二觀賞用》。前一

總主持人張進福及吳靜雄兩位教授之命(其實是我拼命巴結到的差

篇是我寫大女兒Denise的成長歷程，後一篇則是由太太櫻芳描寫二

使)，寫一些和資通訊相關的雜文，最後集合文章，出版成書，是

女兒Doris。這兩篇文章當然和資通訊無關，我假公濟私，也收錄

為《閃文集II》。該書出版後，我仍像勤勞的工蜂，孜孜不倦的

於本書。

為《一平繪畫》專欄寫文章，發表於《NCP簡訊》。給自己找理

遙想出版《閃文集II》時，到處免費發送，藉口在為網通國家

由，美名曰: 貢獻《NCP簡訊》，其實是想藉機會表現。由於每個

型計畫做宣傳，其實是癡癡期待有粉絲來捧場。我在新竹科學園

月寫(畫)兩篇文章，很快又集結20餘篇文章，終於要出版《閃文集

區的崇安牙醫診所看牙齒，診所生意鼎盛，往往有不少病人排隊

III》。

等候看診。於是我就丟了《閃文集II》在候診室，希望他們候診無

《一平繪畫》專欄寫的是雜文。所謂雜文者，雜湊為文

聊殺時間時，能捧捧我的場，翻翻小弟的作品。2012年5月我到診

也。因此結構鬆散，往往信口開河，誤謬之處在所難免。有時

所，我的牙醫黃醫師拉住我，說: 「你有一位女粉絲，說你的閃文

引用錯別人的話，就萬分抱歉。例如《閃文集II》中第80頁談

集寫得很好，把書借回家了。」我聽了眼睛一亮，心花怒放，因

到對於違反研究倫理的處置。我錯誤引用了曾志朗政務委員的

為崇安牙醫診所有不少漂亮美眉來看診，想到有辣妹粉絲，不禁

話，並未表達其原意。曾政委是國內參與國

飄飄然。黃醫師又說: 「借書的是台積電高層主管…」Oops，台積

際研究倫理的重要推手，認為在違規者處

電的高層主管，依年紀判斷，不是辣妹，應該是高知識水平的熟

置過程應謹慎，避免傷害到事件的告發者

女。林某人和不少台積電的高層男主管打過交道，卻不認識任何

(Whistleblower)。因此如何保護告發者，是

一位女主管…黃醫師又說: 「借書的是台積電的高層主管的媽媽，

應該考慮的重點。我未能將上述想法忠實表

年紀已超過80歲。」我不禁莞爾。《閃文集II》中寫了不少1950

達，對曾志朗老師相當抱歉，曾老師對我照

年代以前的典故，80歲的老人家或許會感興趣，有80歲的女粉絲

顧有加，我卻是常凸槌，替他找不少麻煩。

比辣妹粉絲更讓我開心。希望《閃文集III》會有90歲的粉絲。最

在此畫上一幅他的肖像以示賠罪及對他歷年
來貢獻台灣教育的敬意(參見圖一)。

圖一: 曾志朗

後，我要感謝陳素蓉及林佩臻小姐協助我完成閃文集III的校對，
是為序。
林一平
2012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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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談電磁波
電磁波 (Electromagnetic Wave)的應用無所不在，如行動電話、微

Corley；1931－1981；參見圖二(右))1970年的驚悚小說《上帝因素》(The

波爐、電視、廣播等。然而社會大眾對於電磁波往往不甚了解，對

Jesus Factor)。這本小說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曼哈頓計畫 (Manhattan

於它是否危害人體健康，也一直存有疑慮，甚至為之恐慌。其實只

Project)為藍本，杜撰出原子彈發展過程的陰謀論，敘述美軍在空中拋投

要有電磁波的基本常識，很多疑慮就會消除。首先，大家應了解不

原子彈時，特意產生出物理放射性核種 (Radionuclides)，導致大量Gamma

同來源的電磁波有不同的頻率及能量。頻率愈高，個別光子 (Photon)

射線的輻射。讀起小說，刺激有趣，但倘若發生在現實生活，可是一場

所擁有的能量愈大。而電磁波的能量 (Energy)及其電磁場 (Field)的強

浩劫。

度，會對人體產生不同效應。

頻率較低的電磁波如可見

1895年倫勤(Wilhelm Conrad

光、微波 (Microwave)以及瑞特

Röntgen；1845－1923；參見圖一)

(Johann Wilhelm Ritter；1776－

發現X光，1900年維拉德 (Paul

1810；參見圖三)於1801年發現的

Ulrich Villard； 1860－1934；參

紫外線 (Ultraviolet Rays)，會產生

見圖二(左))發現Gamma射線。

熱效應。這類電磁波雖然不會產

這些都是極高頻的電磁波，

生分子的游離，但可能會加熱細 1810)

能量強度可打斷結合細胞分
子的鍵結，產生分子的游離，

圖一：倫勤 (Wilhelm Conrad Röntgen；1845－
1923)

圖三：瑞特 (Johann Wilhelm Ritter；1776－

胞、改變其化學反應或感
應電流，對人體產生影響

是為「游離輻射」(Ionizing

[文獻一]。這類影響有好有

Radiation)，具有累積效應。這

壞，例如曬陽光可幫助人體

類電磁波對人體有害，殆無

製造維他命D，是其好處。

疑義。除非發生骨折這類不

嬰兒出生時黃膽過多，醫生 圖四：(左) 巴豪森 (Heinrich Barkhausen；1881

幸，非到醫院拍張白骨精的X

就會吩咐要多曬太陽。但日

光片供醫生參考，否則人人對

光曬過頭，其壞處是可能會造成曬傷，甚至皮膚癌。專門研究振盪

X光是避之唯恐不及。而提到 圖二：(左) 維拉德 (Paul Ulrich Villard；1860－
Gamma射線，就令林某人想起 1934)好像是近視眼，我將他的眼鏡摘下； (右)

器的巴豪森 (Heinrich Barkhausen；1881 –1956；參見圖四(左))發明了

美國作家可里 (Edwin Raymond

以實現(圖四(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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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右) 微波傳輸塔台

由真空管制作的極高頻振盪器，完成微波管，微波的各項應用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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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如國內3G、GSM、PHS及WiMAX的射頻 (Radio

至於行動電話，即使電信業者戟指發誓，說手機電磁波的功率

Frequency)屬於較低頻的微波，只要不在短期內傳輸太多能量給人

都在「安全」範圍內，仍有疑神疑鬼的用戶不相信。這些用戶若憋

體，並不會產生立即性的傷害。數年前剛推出藍芽手機時，林某人

不住要講電話，應如何小心使用呢？答案是當手機撥通之瞬間，耳

將手機貼向臉頰，會有麻麻的感覺，著實擔憂了好一陣子。然而市

朵最好暫離手機。因為在此時刻，手機可能會發射較強的功率與基

面上有許多價格很高的天珠（或類似產品），聲稱有磁場電磁波，

地台接通。手機射頻功率係依據收訊強弱，隨時調整。一般而言，

有益健康，讓消費者趨之若鶩。問題是，如何認定天珠的電磁波是

打電話時使用耳機是較安全的方法。

好的，而手機的電磁波就是壞的？說天珠的電磁波屬於中紅外線，

美國曾有人抗議行動電話的電磁波，開坦克車連續摧毀七座基

是最適合人體的一種波，其實缺乏科學的實驗數據佐證。甚至有業

地台。在台灣，行動電話的基地台也是爹娘不親、舅舅不愛的過街

者廣告：「天珠能夠吸取宇宙能量，幫人改運解厄。」這種說法，

老鼠。在國外，為避免民怨而將基地台偽裝的案例亦處處可見。其

彷彿是天方夜譚，只能說是心誠則靈的玄學囉。

實國內基地台的發射功率，和FM廣播電台及電視公司傳送無線電

行動電話的射頻，可能改變人體內離子與水分子移動，進而產

波的電塔相比，真正是小巫見大巫，微不足道（功率低於數十分之

生加熱效應。但人體正常的溫度調節機制會消除這些熱影響，應不危

一）。而很多觀眾要看精采的八點檔連續劇，還怕收視訊號不佳，

及人體健康。再者，對行動電話業者而言，電磁波頻率越低，穿透性

反倒希望電視的無線電波越強越好。

越強，較不易衰減，通話品質較佳。因此國內電信業者一直希望能使

如果您要求行動電話業者將您家附近的基地台移走，那麼當您

用較低的700MHz頻譜。但有部分研究認為不易衰減的射頻電磁場可

使用手機打電話時，手機會發射更強的電磁波，以確保能和更遠的

能產生癌症和記憶損失[文獻一]，然而至今並無任何定論，仍舊爭議

基地台接通，因此對人體的影響更大。還有，當行動電話公司要到

不斷。

您家的大樓架基地台，也不須斬釘截鐵的拒絕。假若電話公司改變

頻率極低的電磁波如高壓電力線，則連熱效應都不會產生。這

主意，將基地台架在隔壁大樓，那您可能會接受到更多電磁波。因

類極低頻電磁場仍然會感應人體電流，刺激神經和肌肉組織內的細

為架基地台的大樓本身反而不易接收到訊號，收訊最強的地方是鄰

胞。有些研究認為，如果極低頻電磁場的強度太高，仍然可能造成

近大樓。

癌症（尤其是兒童癌症），危害健康。這也是房地產附近若有高壓

1990年時，我認識一位貝爾實驗室的電磁波專家John，年高德劭，

電塔，往往會變成票房毒藥的原因。近年來電力線也被用來傳送數

大壽已達80。有環保人士問他，電磁波對人體是否有負面影響。John說

據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s)，其電磁場的影響就更為複雜。不過

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駐守在雷達站。依照規定，在雷達站呆數小時

這些公衛研究並未被動物實驗證實，更無醫學嚴謹依據。

後就應離開，避免接受過多電磁波。但冬天寒冷，雷達設備機殼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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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溫暖，因此他整天窩在雷達站，捨不得離開，已不知接受多少電磁

路建置，也有訊號強度的量測，都遵循國際標準的規範。圖五(左)是

波。這位80大壽的老先生捻著鬍子，笑著反問，「你認為電磁波有減

架設在桃園國際機場附近的WiMAX基地台。圖五(右)是量測WiMAX

短我的壽命嗎？」

訊號的工程車，車內有三位工程人員負責訊號強度的量測。

手機或基地台所產生的電磁波是否對人體有害，信者恆信之，

嚴謹專業的基地台訊號量測是很辛苦的。圖五的WiMAX基地台

不信者則恆不信。而很多這方面的研究報告，都已有先入為主的成

架設於便利商店屋頂。箱型工程車一直繞著便利商店的大馬路來回

見，同樣的統計數字，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讀。環保人士常誤用統

行駛，反覆量測訊號。路人莫不剎為奇事，甚至有人報警，以為這

計數字，做出誤導大眾的結論。而支持行動電話的人士，也有荒腔

群箱型車怪客是超商搶匪，正在來回探路呢。

走板的表演，曾有「行動電話可以預防腦癌」的結論。這是早期一

電磁波另一項重要應用是定位導航。最早的導航系統應該是

位John Allen Paulos先生的研究，將有使用行動電話及不用行動電話

LORAN (LOng RAnge Navigation)，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

的人們分成兩組，所做出來的統計結論。會有如此結果，可能是因

出的唯一一套長距離雷達系統。前述貝爾實驗室的專家John在第二次世

為當年能負擔行動電話的人較有錢，其健康狀態較佳，因此較不易

界大戰時到麻省理工學院的輻射實驗室 (Radiation Laboratory)，參與雷

生病，和行動電話無關。無論如何，大家都應該用科學態度來了解

達系統LORAN的研製。John如數家珍的回憶，LORAN曾經影響到臺海

電磁波的影響，千萬不要捕風捉影的下結論。有公信力的組織如國

兩岸的歷史。1953年韓戰結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臺灣組織「西方公

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on－Ionizing

司」，由美方將B－17飛機改裝為偵察機(參見圖六(左))，配置先進電子

Radiation Protection)會嚴謹的規範電磁場強度，避免造成人體傷害。

偵測設備，運來臺灣新竹組裝。臺灣則訓練空軍菁英飛行員，操作B－

台灣電信產業協會也曾以電磁波的安全為議題，提出一連串公開說

17偵察機，深入中國大陸，執行夜間低空偵測任務。這部隊編號三十四

帖。2009年起，網路通訊國家型計畫 (NCP)亦評估電磁波健康風險，

中隊，又稱「黑蝙蝠」，其隊徽請參見圖六(右)。

以提供國內政府相關單位參考[文獻二]。而經濟部主導的WiMAX網

「黑蝙蝠」飛機承
載約十四人，負責飛行、
電子、領航等工作[文
獻三]。由於機組人員過
多，電子設備又太過笨

圖五：(左)WiMAX基地台；(右)量測WiMAX訊號的工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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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原有的防彈裝甲及防衛性武裝。換言之這架飛機只要被中共的米

被GPS取代（LORAN－C到了

格機盯上，就毫無還手之力，只能挨打。John參與飛機改裝工程，負

2010年已幾乎壽終正寢）。不

責LORAN系統。「這種改裝飛機，美國的飛行員是不太敢飛的。」

過一旦衛星被毀，GPS就全無作

John回憶道，「臺灣的飛行員則視死如歸的駕駛這改裝的偵察機。」

用。因此近年來美國持續建置

三十四中隊通常單機出勤，利用夜幕掩護，進入大陸空域，以

E－LORAN系統，當作GPS定位

超低空飛行躲避米格機的追蹤。三十四中隊被稱為「黑蝙蝠」，是

的備用系統。
GPS也是電磁波的應用，其

因為B－17偵察機黑夜低空飛行，猶如蝙蝠。蝙蝠不靠眼睛飛行，而
是依賴耳朵迴聲定位來辨別方向。B－17偵察機所依賴的「迴聲系

原理早為人知，是經由衛星發 圖七：(左)羅密斯 (Alfred Lee Loomis；1887－

統」就是LORAN。不同之處是蝙蝠利用聲帶產生超音波 (Ultrasound
Wave)迴聲定方位，而LORAN則是利用低頻發射器的陸地無線電

射經緯度及時間等其他資訊的 Technologies提供）
訊號，而交通工具（如飛機、船艇、及車輛等）則接收GPS訊號來定

波，通過接收多個不同發射站之間的時間差來定位。黑蝙蝠隊徽很

位。將之實現的主要人物之一是葛提 (Ivan Alexander Getting；1912－

清楚說明其運作原理。古人靠北斗七星定方位，而黑蝙蝠的北斗七

2003；參見《閃文集II》之「行動導航與迷路」一文)。今日的導航

星就是LORAN。中共飛行員黑夜追趕低飛的黑蝙蝠，只能靠目視，

系統幾乎都是GPS產品，大部分在臺灣製造，國際有名(如圖七(右)所

米格機往往撞山壁而毀。1950年代末期，中共積極引進俄製新式雷

示)。台灣運輸業往往使用GPS系統來掌控貨車位置，以利調度。國

達與空戰武器，不再目視追蹤，使得黑蝙蝠犧牲慘重。海峽兩岸的

內曾有一宗貨車和摩托車擦撞的意外事件。摩托車車主指控貨車撞

空戰悲劇，令人感慨。而利用電磁波所發展的LORAN，則扮演鮮為

倒摩托車後即加速逃逸。而調閱GPS位置記錄證明，車禍後貨車在

人知的角色。

現場並未移動，貨車司機因此勝訴。這是電磁波幫忙打贏官司的例

LORAN是英國的發明，再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輻射實驗室

1975)；(右)GPS手機導覽系統（Polstar

子。

改進。主要的推手是美國大富豪羅密斯 (Alfred Lee Loomis；1887－

我們一方面很恐慌的想降低電磁波的強度，另一方面卻又想盡

1975; 參見圖七(左))，因此早期這套系統的命名是Loomis Radio

辦法想放大微弱電磁波的訊號。提到無線電波的接收放大，老一輩

Navigation (LRN)。LORAN發展演進，有LORAN－A及LORAN－C

的人都會想到「八木宇田天線」。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的講師宇田太

系統，通常被用於航海和航空導航。後來更有加強型的E－LORAN

郎 (Shintaro Uda；1896－1976)在八木秀次 (やぎ ひでつぐ；Hidetsugu

系統，其精確度可達8公尺，比未加強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Yagi；1886－1976；參見圖八(左))教授的幫助下，設計並測試了一種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GPS）信號更準確。LORAN成本很高，自然

「定向天線」，或稱為「寄生天線」。1926年宇田將這篇論文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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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無線電雜誌，但沒啥反應。1928年八木秀次訪問美國時，將

名為「紐曼筆記」，描繪出八木宇田天線在軍事雷達上的應用。當

宇田的論文翻譯成了英文，並在無線電工程師學會（IEEE的前身）

時看過這本冊子的日軍，無不個個愕然，嘖嘖稱奇。德國將八木宇

發表，受到歐美學者矚目。因為該篇英文論文八木署名在前，所以

田天線放在「毀滅者」轟炸機 (Messerschmitt Bf 110)的機頭雷達，猶

大家都稱「八木宇田天線」(YAGI－UDA Antenna)，甚至幹掉「宇

如飛蛾。該轟炸機成為德國空軍的夜戰部隊王牌主力。二次大戰後

田」，直接叫「八木天線」(參見圖八(右))。八木大學畢業後曾留學

美國審判日本戰犯時，曾很有趣的下了註記：「在聽證會中，八木

德國，專研發射機的共振變壓器，與巴豪森 (參見圖四) 共事，研究

教授是第一個很驕傲的承認所作所為（八木宇田天線的研究）的日本

如何由尖端火花放電，來做為 CW 振盪器。巴豪森發明的極高頻振

人，其他的日本人都否認其作為。」(Professor Hidetsugu Yagi was the

盪器被宇田太郎用做極高頻傳導研究的工具之一。

ﬁrst Japanese to speak proudly of his work instead of denying it all.)

日本在1932年後將八木宇田天線投入商業應用，在飛島 (Tobishima)

八木秀次取得八木宇田天線專利權，並把這項專利讓渡給「美

與山形縣酒田市 (Sakata) 之間建立距離約40公里的官方無線電電話系

國無線電公司」(RCA)，這使戰後發展出來的電視科技，普遍使用八
木宇田天線做為電視接收天線。而這種天線也可以用來做手機信號
的放大器。
本文提到的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將
電磁波的研究發揮得淋漓盡致，對於雷達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也產生出多位諾貝爾獎得主，
包括拉比 (Isidor Isaac Rabi；
1898－1988；參見圖九)、薄賽爾

圖八：(左) 八木秀次 (やぎ ひでつぐ； Hidetsugu Yagi; 1886－1976)；(右)2012年林某
人訪問美國洛杉磯，看到八木天線，不禁嘖嘖稱奇。在大部分的城市，八木天線已
經絕跡了。

(Edward Purcell; 1912－1997；參見

統。而歐洲也將八木宇田天線和雷達併用，發展無線電著陸導航技

1911－1988；參見圖十一)及冉濟

術。二次世界大戰時，八木宇田天線被廣泛的應用於戰爭無線電技

(Norman F. Ramsey；b. 1915；參見

術，包括夜間戰鬥機使用的雷達。然而在日本國內，八木宇田天線

圖十二) [文獻四]。

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日軍佔領新加坡時發現了英軍雷達技術
人員關於八木宇田天線的記載，他們才意識到其價值。這本手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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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阿瓦雷茲 (L.W. Alvarez；

圖九：拉比 (Isidor Isaac Rabi；1898－1988)在

電磁波的研究在戰爭時期 1937年確實驗證原子核的角動量，而在1944
年獲頒諾貝爾物理獎。拉比並創造了「核磁共

發展出雷達 (Radar)，讓德軍喪 振」這個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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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戰後雷達有多項民生應用。

圖，目的是訪問在雷蒙(Redmond)

例如微波爐（所謂的「雷達烤

的Microsoft總部。在飛機上我正好

箱」）深受家庭主婦喜愛。而雷

坐在呂董事長旁邊。飛機起飛一

達測速器則成為汽車超速者的剋

段時間後，呂董若有所思的左看

星。雷達的主要發明者沃森瓦

看右看看，告訴我這裡的電磁場

(Robert Watson－Watt；1892－

很強。我聞言大駭，莫非呂董的

1973； 參見圖十三)就曾被雷達

神力驚人，竟然能感測到電磁波

測速器抓到罰錢，對於自己這項 圖十：薄賽爾 (Edward Purcell；1912－1997)
發明的應用，反讓他自食惡果， 與布洛赫 (Felix Bloch; 1905－1983)因發現在

強度。脫口問他如何知道。他微微 圖十二：冉濟 (Norman F. Ramsey；

啼笑皆非。

針功能。結果iPhone

2010年9月11日我參加張進
福政務委員的「台灣雲端運算產

外加磁場下，所有物質只要是有奇數個質子
或中子皆可以形成共振現象，能發射特定射
頻信號，而在1952年榮獲諾貝爾物理獎。這
項發現早期應用在化學物質的檢測上。薄賽
爾得諾貝爾獎時好像只有發表六篇論文。

b.1915)發展出分離的震盪場方法及其在

一笑，拿出iPhone，按了一下指南 氫邁射和其他原子鐘上的應用。
的指南針功能失效，
螢幕出現「指南針干

業聯盟參訪團」，至加州訪問

擾：請遠離干擾源」

Google及Intel總部。大概時差勞

(參見圖十四)。這代

累，撐到傍晚就腰痛頸酸，掛倒

表飛機上的電磁波遠

在旅館房間床上，沒和其他團員

遠強過行動基地台的

吃飯。過了三小時，同房的陳

發射。

信宏教授帶中華電信董事長呂

今日電磁波造就許多便

學錦來看我。呂董事長叫我端 圖十一：阿瓦雷茲 (L.W. Alvarez；1911－1988)
坐在椅子上，放鬆身軀。接著 因製成第一部質子直線加速器，以及對基本粒
他兩手離我約20公分，繞著我的

圖十三：沃森瓦 (Sr. Robert Watson－Watt；1892－1973)

子研究發展的貢獻，而榮獲諾貝爾物理獎。

利的服務，卻也引起危及人體
健康的恐慌。具爭議性的電磁
波，無所不在的影響著人類。

身子運功。他好似基地台一樣，向我發射電磁波。大約20分鐘後，

行政院科顧組林基興先生有著

我整個人完全清醒，腰頸的酸痛完全不見。接下來兩天，我感覺清

作宣導電磁正確知識，讀者諸 圖十四：(左)呂學錦在飛機上開啟iPhone的指

爽，也不太會疲倦，實在太神奇了。次日參訪團由加州飛往西雅

君可參考[文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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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針功能；(右)iPhone顯示指南針的功能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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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繪話》的人物畫像
[後記]

感謝蘇育德教授提供意見。

[文獻一] 物理特性與對生物系統的效應. 行政院環保署 (http://ivy1.
epa.gov.tw/nonionized_net/)
[文獻二] 蔡志宏. 基地台管制與電磁波的迷思. 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
簡訊, 104, April, 2008.
[文獻三] 翁台生. CIA在台活動秘辛－－西方公司的故事, 聯經出版公
司, 1991.
[文獻四] Robert Buderi. The Inven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天下文
化翻譯：雷達英雄傳）
[文獻五] 林基興. 電磁恐慌, 台大出版社, 2008.

我繪人物畫像早於寫《一平繪話》專欄。當時我和學生逄愛君
寫書，由Wiley出版，想放幾張人物插畫，但被Wiley拒絕。後來和另
一位學生蘇淑茵寫書，仍由Wiley出版，就趁Wiley不注意，偷偷放了
一張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的畫像，沒被阻止，讀者反應還頗
佳。於是規劃和學生林風寫一本效能評估的專書時，就很起勁地畫
起高騰(Francis Galton)、皮爾森 (Karl Pearson) 等人的畫像。很可惜這
本書並未完成，而畫像就用於電信國家型計畫《NTP簡訊》的《一平
繪話》。
進入網通國家型計畫 (NCP) 階段的《一平繪話》，人物畫像很
顯著的增多。有人問我何時有空畫這些人像。我通常在兩種情況
下畫畫。最常見的是，修改學生論文累了，就開始塗鴉。另一種情
況是在兩場會議之間的空檔，不知道要做啥事，就畫起圖來。例如
2009年8月3日，我早上9點至12點在台大電機系開NCP第13次工作會
議，而下一個會議是下午5點在科技大樓開第11屆第1次資策會全體
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當中有五個小時的空檔在台北流浪。於是
決定先到科技大樓的一樓會客桌坐著，素描一幅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的畫像。首先上網搜尋一張富蘭克林的畫像(參見圖一
(左))。接下來根據搜尋到的
畫像以鉛筆打底稿。然後點
出臉部的明暗特徵(參見圖一
(右))。
臉部打點的步驟最關鍵。
通常點了30%後，我就會有感
覺，模仿的素描是否夠傳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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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左)網路上的富蘭克林的畫像；(右)打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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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差太遠，就不必浪費時

的過程，圖四則是諾貝爾獎得主薛丁格 (Erwin Rudolf Josef Alexander

間，直接丟進垃圾桶（例如

Schrödinger；參見《貓與電機資訊》一文)。

我素描自畫像，從來沒成功

2009年10月7日一早我和王晉良教授上台北開會，第一次嘗試在

過，都是畫一半就放棄）。

車上畫圖，模仿畫的對象是「紅頂商人胡雪巖」，如圖五所示。平

點完臉部表情後，開始畫頭

常在桌上畫圖，可以輕易移動畫紙方向。而車內空間狹窄，無法轉

髮(參見圖二(左))。接下來畫
完衣服(參見圖二(右))後就大
功告成。

圖二：(左)畫頭髮；(右)畫衣服

在公共場所塗鴉畫畫，難登大雅之堂，很怕被人看到。於是遮遮
掩掩，鬼鬼祟祟的畫圖。偏偏科技大樓常有熟人來開會。忽見某位熟
識的教授經過，趕緊蓋住圖畫，闔上筆記型電腦。該教授似笑非笑的
和我打招呼，害我心中毛毛的，他不會誤以為我在下載不良圖片吧？

圖五：首度嘗試在車上畫圖：胡雪巖

圖三是我畫史瓦茲 (Jean Schwartz；參見《Hello Central》一文 [文獻一])

動畫紙，有些角度不易以右手畫到，只好左右開弓，動用左手(參見
圖五(中))，難度增加不少。
有些由網路上搜尋到的人
物相片太過模糊，畫起來相當
辛苦。例如維拉德 (Paul Ulrich

圖三：史瓦茲畫像分解圖

Villard; 參見《趣談電磁波》)
的相片檔不到10K，仔細端
詳，好像有戴無框眼鏡，但又 圖六：(左)維拉德的隨意畫；(右)維拉德畫像的
無法確認，實在傷腦筋。由於 最終版
相片解析度甚低，只好以簡單線條，草草描繪，模糊帶過(參見圖六
(左))。幾個月後，我無意間拿下眼鏡，以「高度數」的近視眼看著

圖四：薛丁格畫像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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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拉德的相片，反而看得清楚，就再重畫一張(參見圖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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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閃文集》的「行動計算」一文提到，我可以邊走路邊寫
論文。最近我突發奇想，是否可以邊走路邊畫圖。於是試著在走路

資策會蘇迺薇小姐拍下，我渾然不覺，事後被告知，才曉得被「偷
拍」啦。

時畫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參見圖七)。我挑

我在飛機上也可以畫圖(參見圖九)，尤其長程飛行時，畫圖可

選華滋華斯做畫也有道理的，他是最喜歡散步的人。據說華滋華斯

以打發時間，優點甚多。飛機升降時顛簸震動，和公車相似，只能

散步的路程超過17萬5千餘

點畫。而正常飛行時則相當平穩，頗適合以線條作畫。2010年10月

英里，而他的詩章幾乎都

19日我經香港轉機到上海。在香港搭上東方航空的飛機，進入跑道

是在散步中完成的。但我

後，卻因為航空管制，遲遲不飛。呆坐無聊，就放下機位前餐板，

的「邊走邊畫」實驗終究

畫起貓兒來。畫完兩隻貓，飛機還不起飛。忽見空中小姐站在我座

失敗，因為走路會震動，

位前，有點粗魯的問：「你幹啥畫貓？」我嚇了一跳，因為根據規

無法下筆。我只能走走停

定，飛機起降前是不能放餐板的。我有點心虛，結結巴巴的回答：

停，走路時只能構思，等 圖七： 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1770－
紅綠燈停下時才能畫畫。 1850)在1843年被選為桂冠詩人，他最好的詩都

「沒事無聊，畫好玩的。」

我也嘗試在公車或高

在描寫鄉村生活，例如《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空中小姐嘟著嘴，忽然像小
孩要糖的模樣，說：「那我

鐵上畫圖（台北捷運我常搭，但環境惡劣，只能勉強站著改論文，

也要一隻貓！」我鬆了一口

無法畫圖）。在公車內雖然可以坐著畫圖，卻顛簸得很厲害，行進

氣，笑了出來，趕緊雙手奉

間只能採用「打點」的畫法。當車子停站或停紅綠燈時再趕緊畫線

送她一隻貓。

圖九：林某人在飛機上畫貓咪。

條。高鐵的狀況較佳，可以正常

讀者諸君或許注意到我在《一平繪話》文章中的人物畫像，

畫圖。但最近覺得高鐵行進，不

往往和本尊照片放在一塊。有人問我，為何同一個人會同時放照片

像以往平穩，震動越來越嚴重，

和我的模仿畫。這是給我自己比對的。雖然我強調素描希望能夠傳

作畫難度明顯增高。2010年8

神，我的模仿畫卻不見得像本尊，而是我心中想像他該長的模樣。

月，吳靜雄教授領隊的「大陸物

以前我讀的人物傳記文章，很少附上人物照片。他們的長相，在讀

聯網參訪團」搭乘大巴士由無錫

其行誼時，自然於我腦中想像而浮現。迨真正看到本尊照片時，往

開往上海，林某人閒來無聊，就 圖八：蘇迺薇小姐「偷拍」林某人，連陳
在車上畫圖，結果被坐在後頭的 銘憲教授的後腦勺也入了鏡頭。

往訝異和想像有那麼大的差異，而在畫人像時，更會不知不覺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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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中的特徵植入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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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人的長相我很難想像，他是圖五所畫的胡雪巖。這個人

則被逐出翡冷翠 (Firenze)，

精靈古怪，創意十足，眉毛一挑就是一個主意。當年他的財力可以

流亡於義大利各邦城。中國

影響全國。李伯元《南亭筆記》記載：「胡有妾三十六人，以牙籤

的春秋時代，諸侯割據，弱

識其名，每夜抽之，得某妾乃以某妾侍其寢。」我2010年初訪問杭州

肉強食，合縱連橫，紛擾不

兩次，一直想造訪胡雪巖的老家元寶街，卻失之交臂，甚憾。陳雲

堪。孔子獨尊周天子，想一

笙的《慎節齋文存》有「胡光墉」一篇，當中敘述胡雪巖和王有齡

統中國。但丁時代的義大利

遇合發跡，是我百讀不厭的故事。王有齡字英九，和咱們馬總統同

亦是邦城林立，分分合合，

名。
我數度畫但丁 (Dante

戰亂不斷。但丁拱出日耳曼 圖十二：孔子(前551－前479)郵票在台灣比較有行
羅馬皇帝亨利七世 (Henricus, 情，值新台幣8元。孔子郵票在中國，只值60分。

Alighieri；1265－1321；參見

VII)，希望能統一義大利。就像孔子曾在魯國掌權，之後被逐，但丁也

圖十)，都失敗。依照《十

在翡冷翠當官（翡冷翠的規模相當於春秋時代的齊國），政變之後被

日談》(The Decameron)作者

判死刑，流亡翡冷翠之外。有趣的是，翡冷翠的當權者一直想擒獲但

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丁，將之投火焚死。而但丁死後葬在拉芬娜 (Ravenna)，翡冷翠卻爭著

1313－1375)敘述，但丁的

要迎回但丁遺體，視之為無價之寶。

臉長、鷹勾鼻、眼大額廣、 圖十：但丁 (Dante Alighieri；1265－1321)不同版本
嘴骨寬大、下唇高深、髮有 的模仿畫。

史，被修理的「亂臣賊子」，恨得牙癢癢的。孔老夫子不只是口

波形、性情沉鬱、深思少言

誅筆伐，還宰了一個魯國大夫少正卯。少正卯的死刑「判決書」相

(參見圖十一(左))。最後呈

當抽象，孔子說他有五惡，而林某人怎麼看都不知罪大惡極之處為

現在讀者諸君面前的如圖十

何。少正卯頂多是愛耍嘴皮子，喜歡硬坳強辯罷了。劉敞《公是

所示。畫但丁時，邊畫邊回

集》的說法是，少正卯和孔子同時在魯講學，少正卯口才甚佳，孔

想其生平，覺得和孔子(前

子有不少門人被吸引過去。劉敞認為孔子誅少正卯是嫉賢，如果屬

551－前479；參見圖十二)很

實，這種「補教人生」，可真是血淋淋。

像。當年孔子被逐出魯國，
栖栖惶惶的周遊列國。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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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左)但丁的郵票肖像；(右)貝亞德 (Bice
Portinari)

孔子筆削春秋，亂臣賊子懼。孔老夫子依其「理想」修改歷

但丁也像孔子一般，寫了巨著《神曲》(Divina Commedia)三部
曲，按照其政治理念，判決了天下的王公士子。得罪但丁的政敵，
閃文集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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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丟到地獄、煉獄，而和他志同道合的，就被放在天堂。但丁還
假公濟私的將他暗戀的情人捧於天堂。但丁好色，九歲時就單戀貝
亞德 (Bice Portinari；參見圖十一(右))。貝亞德則對但丁無動於衷。
但丁將貝亞德寫於《天堂》，取名白雅黎思 (Beatrice)，意謂幸福。
貝亞德的靈魂白雅黎思，帶但丁遊歷天堂，最後見到上帝。但丁在
現實生活中無法接近貝亞德，在生花妙筆下，終於達到一親芳澤的
目的。但丁也在《神曲》中自誇自讚道德高尚，學問淵博。
但丁《神曲》還有一重大影響，就是將天主教的天堂及地獄

圖十三：《The Creation of Adam》中的亞當的肌肉呈現，
林某人很喜愛。

概念具體化的「實作」出來。天主教視天堂為永福之所，地獄為

有一次米開朗基羅批評伯多祿的作品，當場被

永苦之地，卻不曾定義如何永福永苦。但丁讀了希臘及阿拉伯神話

伯多祿痛扁，打碎鼻樑，米老變得更是其貌

後，才知道如何實作「惡鬼」及「苦刑」，將之定義於天主教的天

不揚(參見圖十四)。看過米開朗基羅多幅作品

堂及地獄。然而像但丁這般肆無忌憚地將政敵投入地獄的，實在

後，已無法和他連結，他的長相我也畫不出來

罕見，勉強找出例子，大概是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啦。

Buonarroti Simoni；1475－1564)吧。當時教宗的典禮官長極力詆毀米

但丁以羅馬詩人維吉爾 (Publius Vergilius 圖 十 四 ： 米 開 朗 基 羅

開朗基羅的裸體畫，讓米老忿忿不平。於是在替西斯篤殿 (Sixtus)創

Maro；前70－前19)為師。因此在《神曲》中由維 B u o n a r ro t i S i m o n i ；

作的偉大壁畫《最後的審判》 (dies irae)中，米開朗基羅將典禮官長

吉爾帶領但丁穿過地獄、煉獄。維吉爾引領

畫成地獄的一個惡鬼。《最後的審判》是基督審判世人上天堂或下

但丁的場景常被畫家繪出。林某人有一本由

地獄。而但丁的判決文，則是自比基督，凡所喜者，放置於天堂，

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的《神曲》，封面

凡所惡者，打入地獄。

就是這個場景(參見圖十五) 。我也模仿過數

(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1475－1564)

我曾想畫一幅米開朗基羅畫像，但最後卻放棄，而是模仿他的

次維吉爾的畫像(參見圖十六)。有人認為歐

壁畫《The Creation of Adam》(參見圖十三)。米開朗基羅作品中的

美足以和但丁比美的大詩人，前有維吉爾，

人物都是筋骨畢露，氣態剛毅。而米老本人身材小、身體殘弱、頭

後有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

大、臉小、面貌陋。他十五歲時和一位同學伯多祿 (Petro Torigiano)

1832)。維吉爾的著作《伊尼德》(Aeneid; 參

一起學習雕刻。伯多祿忌妒米開朗基羅的藝術造詣，又嫌他醜陋。

見圖十七(左))和歌德的《浮士德》(Faust；參 我家貓咪很喜歡靠著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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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神曲》又厚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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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畫了近四百幅畫，製成筆記本《Cat's Note III》。

見圖十七(右))，都是流傳千古的
巨著。歌德於24歲開始寫作《浮

我大三在外文系旁聽莎士比亞文學賞析課程，對莎士比亞（參

士德》，直到82歲時才完成這本

見圖十九）有粗淺認識。他是戲劇作家，寫的劇本是用在舞台上表

巨著。這麼長久的創作時程，

演，要賣門票的。因此莎士比亞的作品，不

能與之比擬的，是雨果歷時三十

僅要老少咸宜，非老少也要咸宜，如此才能

餘年創作的《悲慘世界》（Les

一網打盡所有層次的觀眾，賺足門票。你若

Misérables）一書。歌德相當崇拜 圖十六：維吉爾 (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
但丁，多次到拉芬娜瞻仰其墓。 70－前19)不同版本的模仿畫。

喜歡莎翁劇本，並不代表你很有文學修養、

巧合的是，米開朗基羅的遺體遷

作品的人，可能是愛上他「俗氣」的那一部

移五次，最後和但丁放在同一間

分。關鍵在於莎士比亞才捷思銳，很會用雙

教堂。但丁、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以

關語。純潔的觀眾，欣賞到他的機智及詼諧; 圖十九:莎士比亞 (William
粗俗意淫的觀眾則是關注當中的性暗示，看 Shakespeare；1564－1616)

及歌德合稱歐洲的三大詩人。

到的是不折不扣的「物化女性」劇情。當年選修成大外文系的莎士

有品味。由於莎翁劇本雅俗共賞，喜歡莎翁

而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圖十七: (左) 《伊尼德》(Aeneid)；(右)林某人

比亞文學賞析課程的學生都是女孩子，只有我這一個賊忒兮兮的旁

1888 –1965；參見圖十八(左)) 則

聽生。台南民風淳樸，上課的教授又是老學究，自然緊守禮儀，不

1982年讀的《浮士德》(Faust)中譯本。

認為只有但丁和莎士比亞夠資

會去解釋莎翁的性暗示。老教授教到《Much adoe about Nothing》，

格被稱為大詩人。他說: 「Dante

說明這個劇本一般翻譯為《無事自擾》、《小題大做》，或《無事

and Shakespeare divide the world

生非》。老教授特別強調，Nothing就是「沒啥事」的意思，同學們

between them – there is no third.」

則低頭猛抄筆記。看到這幕師生一本正經，認真上課的景象，我忍
俊不住，急忙跑到教室外的牆角，蹲在地上捧腹偷笑。

我大二時在成大外文系旁

莎翁是以Nothing影射女性的生殖器官啦。男生胯下有小雞雞，

聽英美文學課程，讀了艾略特
的著作《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也對貓有好
感。我現在養了兩隻貓，為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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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左)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 –1965)；(右)我女兒Doris站在Cats音樂
劇的海報前;該劇係根據艾略特的著作《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而改編。

而女生則無，所以叫做「Nothing」。在《代馬輸卒》的雜文，作者
張拓蕪用了一個異曲同工的黃色句子來猜歇後語「無稽之談」。這
個句子是「女學生開會」。根據莎翁的雙關語，是很多「Nothing」
閃文集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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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討論的意思，直譯成英文是 Nothings' Discussion，就是「無稽

和惡魔打交道。我不禁聯想，身為德國人的希特勒是否也和這兩本書

(雞)之談」。「adoe」今日寫為「ado」，是紛擾、麻煩之意。換言

的男主角一般，和惡魔打過交道？

之，這個劇本的標題是指發生在女性「Nothing」的許多紛擾。本劇

身為「外行插畫家」，最大的榮寵是有人稱讚這些業餘作品。

有許多情節牽涉到偷窺、偷情、野合、通姦，的確是「那檔子事」

我曾以一張貓咪畫向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的劉莉秋小姐換來一籃

的許多紛擾。不過「那檔子事」男女都有分，莎翁為何獨獨挑明女

子櫻桃，也在搭飛機時賣了三張畫給機上的英國乘客 (參見《教授的

性的「Nothing」? 很明顯是在物化女性，妨害善良風俗，學術導向的

「利是」》一文[文獻二])。北歐有一位女孩希望將我畫的小鳥刺在

教授自然不會在課堂上提起囉。

她的肩膀。這幅小鳥畫也被音樂人Patrick Bloom (參見圖二十一(左))

我年少時讀歌德的《浮士德》，充滿幻想。浮士德為了學問研究

用來當作他的專輯《Moses》的封面(參見圖二十一(右) )。這種被人

而忘了時間流逝。老之將至，為了能重享青春，將靈魂與魔鬼交換，

肯定的喜悅，可不亞於學術論文的刊登呢 ! 2012年3月，有一位先生

以換取年輕的肉體。今日林某年紀大了，腰酸背痛這類毛病不一而

一直打電話到我的副校長辦公室，說要和我學「點畫」技術。我的

足，對於《浮士德》這種魔鬼交易，還頗為心動呢。這本書讓我聯想

秘書陳素蓉向他解釋，我的職務不包括繪畫教學。這位先生相當有

到德國作曲家韋伯(Carl Maria Friedrich Ernst von Weber；1786－1826；參

誠意，求見不成，寄一封電子郵件給我，附上他的鋼筆畫作品。我

見圖二十(左))的代表作《魔彈射手》（Der Freischütz），劇中的主角亦

看了他的作品，相當細緻，

是為了想擁有神奇的魔彈和惡魔打交道。而《魔彈射手》又讓我聯想

功力深厚，趕緊回了他一封

到希特勒(Adolf Hitler ; 1889－1945 ；參見圖二十(右)）。1944年8月31

信，表示他的繪畫功力比我

日，音樂家艾爾曼朵夫（Karl Elmendorff；1891－1962）指揮德勒斯登

好太多了，我絕對沒資格當

國立管弦樂團演出韋伯的

他老師。

《魔彈射手》，隨後希特

我畫圖時貓咪會來湊熱

勒宣布展開所謂的「整體戰

鬧。2012年3月19日我在畫沙 專輯

爭」，關閉所有的劇場，這

烏地阿拉伯公主，兩隻貓輪流以屁股推我的手，害我差點凸槌(參見

是《魔彈射手》在德勒斯登

圖二十二) 。

圖二十一: (左) Patrick Bloom；(右)《Moses》音樂

國立管弦樂團的最後演出。
《浮士德》與《魔彈射手》 圖二十: (左)韋伯(Carl Maria Friedrich Ernst von
都是德國的故事，主角都會 Weber；1786－1826)；(右) 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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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騰堡的知識銀河
最近看到以手機平台發
展的電子書應用(參見圖一)，
質感佳、翻頁流暢，水準相當
高。很顯然，無線通訊與電子
書之結合，將大幅加速知識
的散布。這讓我想起貓頭鷹書
房於2008年翻譯的一本書《古
圖二十二: 我畫圖時貓咪會來湊熱鬧。

圖一：中華電信手機平台發展的電子書應用

騰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

[文獻一] 《Hello Central》,《閃文集II》第40頁

成》(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文獻二] 《教授的「利是」》,《閃文集II》第174頁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當時貓頭鷹書房請我為這
本書寫推薦文 (Endorsement)。
這本書創作於1962年，作者是麥
克魯漢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參見圖二)。其實 圖二：麥克魯漢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我覺得將書名中的Galaxy翻譯 1911－1980)和他的作品中譯本
成「知識銀河」會比「星系」恰當，因為這本書在談知識的傳播及
其影響。《古騰堡星系》最早提出電子時代「全球村」的概念，分
析了西方文明從口語、手抄書到印刷術出現時期，人類如何從聽覺
文化過渡至視覺文化，以及印刷術最後如何促成人類意識的同質
性，更導致民族主義及個人主義的誕生。
本書由許多獨立而又環環相扣的短文組成，每一篇都閃爍著智
慧花火。不過麥克魯漢的寫作風格特殊，相當難閱讀，不易在第一
次讀後就能洞燭其精要。因此我的推薦文寫著：「這是一本值得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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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咀嚼的好書，可以增進現代科技人的人文素養。」建議讀者要多
讀幾遍。《古騰堡星系》談論知識的傳播。這個題目和網通國家型

之政策。然而若無印刷術，普遍教育是無法推廣的。
古騰堡原本是製作金屬鏡子的商人，但事業不順。不過鑄造鏡

計畫 (NCP)很有關聯，因為今日欲將知識廣佈於「銀河」，需要靠我

子的經驗，卻在他發明

們NCP所發展的各項網路通訊

印刷術的過程中扮演了

技術。

重要角色，引導他研究

這本書為何取名「古騰

出字母的合金及鑄造

堡」？當然是在紀念西方活字印

法。古騰堡使用的字母

刷術的發明人古騰堡 (Johannes

是由鉛、鋅等金屬的合 圖五：《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被認為是印刷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金所組成。優點是冷卻

藝術中的一份珍寶。

Gutenberg；1400－1468；參見 圖三：古騰堡 (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的非常快，並且能夠承受印刷

圖三)。

時的壓力。古騰堡採用轉軸印

zum Gutenberg；1398－1468)；左圖是我根據
右圖郵票畫出的古騰堡肖像。

古騰堡的發明引起媒體

刷法，不但可將文字印在一般

革命，迅速地推動了西方科學

紙張，也可以印在特殊的羊皮

和社會的發展。例如孔多賽

紙上。他以此技術印刷了著名

(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的《古騰堡聖經》 (Gutenberg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

Bible)，亦稱為四十二行聖經 圖 六 ： ( 左 ) 摩 爾 ( G e r t r u d e E l i z a b e t h

1743－1794；參見圖四)在其巨

(42－line Bible；參見圖五)。

著《人類思維之今後進展》(The 圖四：孔多賽 (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Futur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闡述：「字母以少數符
號書寫一切，只需要學會如何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負
責撰寫及增補百科全書，被稱為是「最後一位
百科全書編纂人」。由於當時法國政局動盪，
他在《人類思維之今後進展》完稿前被捕，因
不堪屈辱而自殺。

Moore; 1910－2000)；(右) 《Gutenberg in
Strasbourg》

古騰堡的影響甚鉅，美
國詩人摩爾 (Gertrude Elizabeth
Moore; 1910－2000；參見圖
六(左))創作了一系列的詩

認識和複製這些符號，就能確保人類永遠的進展。」他接下來清楚

《Gutenberg in Strasbourg》，

的指出，「文字的傳承依賴印刷術。印刷術是知識的原動力。」孔

讚美印刷術的發明，寫得相當

多賽於法國大革命時提出的國家普遍教育，後來成為法國政府推行

好。不過法國著名作家安田波 2002)；(右)沈括 (1031－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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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 Etiemble；1909－2002；參見圖七(左))指出「所謂古騰堡可能是印

一]。而「轉注」和「假

刷術的發明人」是歐洲本位主義的欺騙行為。根據沈括 (1031－1059；

借」則是文字構造的補充

參見圖七(右))的《夢溪筆談》，最早的活字印刷起源於1040年（宋

法則。上述文字結構是無

朝），當時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替代了雕版印刷術。其後歷

法拼音的，頂多是「有邊

代出現各種活字鑄造技術，所使用的材料包括木頭、陶土、陶瓷、銅

讀邊，無邊讀中間」的瞎

等。然而活字印刷在中國並未流行，仍然以雕版印刷為主。畢昇只是

猜一陣。因此漢文活字印 圖八：(左)漢文打字機；(右)打字機鍵盤上字模的排列

一位工匠，歷史文獻上甚至未曾保存他的完整生平事蹟及肖像。若非

刷需要有數萬種字模，才有實際用途。換言之，鑄造漢文活字所花

當官的沈括幫他記上一筆，後世可能根本不知道畢昇是何許人也。因

費的功夫和直接雕版印刷已差不了多少。即使早期的漢文打字機 (參

此儘管中國比歐洲早四百年發明活字印刷術，成就卻被漠視。近代的

見圖八(左))，仍然延續古代中國活字印刷原理，打字機鍵盤約放置

活字印刷術發明仍然歸功於古騰堡。

2500個字模。圖八(右)可見到字模的排列，當中紅色字代表部首。你

其實高麗人早在1403年就開始廣泛使用活字印刷術，較古騰堡

若不熟悉某個字的位置，就必須像查

早了50餘年。當時高麗是明朝的藩屬，身為宗主的永樂帝(朱棣；

字典一樣，先找到紅色的部首，再根

1360－1424)只好在印書上花更多的錢，以免被藩屬比下去 [文獻

據筆劃找到正確的字。高雄科工館仍

二]。活字印刷不易在中國流行的原因和文字的結構有關。現存文字

保存完整的漢文鑄字機(參見圖九(左))

系統中，漢字是極少數的「非拼音文字」，其文字來源的傳說相當

以及字模(參見圖九(右)) 。

有趣，在戰國時期已經廣泛流傳「倉頡造字」。《淮南子•本經》
中記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有了漢字之後，

林某人因小時候家中有一部漢文

天上為何要掉麵包（粟米），鬼怪又有啥好哭的？原來是「造化不

打字機，對其結構相當熟悉，並曾經 圖九：(左)日據時代的台灣鑄字機；
學過漢文打字，不過打字速度很慢， (右)字模（據高雄科工館表示，館中

能藏其密，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人們能利用

常常打錯字。在同一

文字累積經驗，能力就變強，連鬼都嚇哭啦。東漢許慎的《說文

時期，我也學習英文

解字序》中記載：「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

打字(參見《閃文集》

形聲相益，即謂之字。」中國文字的構造有「六書」，其中的「象

第248頁)，因拼音字

形」和「指事」是字形不能再加以分解的單獨體，稱為「文」；

母的優點，讓打字速

「會意」和「形聲」則是字形可以分解的複合體，稱為「字」[附註

度快了十倍以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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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第一部漢文電腦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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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電腦時代初期，漢文輸入仍然很不方便。圖十是全世界第一部

也就是一種簡體字，把周王朝及六個王國所使用的那些繁雜而又互相

漢文電腦鍵盤，係由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所研究製造完成。

差異的字體，簡化為一種小篆。以後再進一步的簡化成為一種隸書。

以上說明讓我們很清楚的看出，拼音字母是活字印刷能夠發揚

這是中國歷史上由政府所發動，對文字所作的第一次劇烈改革，使原

光大的主因。難怪古騰堡的影響力高過畢昇。依此推論，中國的方

來十分笨重的文字，變為靈活，是中國文化上最大的一項躍進。」

塊文字是否不如拼音文字？亦不盡然。如果我們回顧四大文明古國

贏政大帝「書同文」的政策迫使中國人都使用相同的文字，因此人

[附註二]，除中國以外的三大古國，不論在民族、語言文字、文化宗

們即使分散各地，講不同方言，仍然不易分裂。反觀拼音文字的文

教等面向都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唯獨中國歷經數千年仍然在相同的

化，人群分散各地後，文字受到拼音方言影響，化為不同形式，逐

疆域維持一貫的文字及文化傳統。而有如此結果，中國文字的「非

漸隔閡，自然會形成不同國家，難以統一。

拼音結構」是主要原因之一。古代除了中國，中東地區的蘇美人也

今日網路通訊系統發達，拼音文字不易受到方言影響，也不

曾經用過象形文字，然最

再輕易化為不同形式，產生隔閡。而拼音文字具有容易輸入電腦或

終都改用拼音文字。世界上

其他終端設備的特性，反而讓它成為主流趨勢。因此經過自然淘汰

保存象形文字，且到今天仍

後，現今絕大多數存在的文字系統都屬於拼音文字，且大部分源自

然普遍使用的，只有中國。

拉丁字母。

居功厥偉的應該是秦朝的贏

印刷術的普及往往改

政大帝[附註三]。他充分利

變了世界，當中的一例是

用中國文字的特性，凝聚

航海。15世紀時葡萄牙擁

了秦帝國的龐大版圖。柏楊 圖十一：柏楊 (1920－2008)，本名郭定生。1968
(1920－2008；參見圖十一) 年翻譯《大力水手》漫畫，提及卜派父子流落至

有最豐富的航海經驗，也

的《中國人史綱》寫著：

海家亨利王子 (Infante D.

「戰國時代各封國經過長時
間的政治獨立…齊王國寫出
的字跟楚王國寫的字不一
樣…」贏政大帝要求劃一，
「他下令採用一種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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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豐饒的小島而樂不思蜀，兩人要各自競選總
統，撰寫競選文宣。柏楊將「Fellows」（夥伴
們）翻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遭國民政府
情治單位曲解為暗諷蔣中正父子，以「共產黨間
諜」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判處
十二年有期徒刑。柏楊在獄中完成了《中國人史
綱》。書中有些細節錯誤，學院派認為他的歷史
著作尚未達到人文科學考據的學術研究標準。但
也因為這本書不是學院派著作，外行人如我者才
有機會看得懂，也對我的歷史觀有很深的影響。

因此掌握海權。葡萄牙航
Henrique；1394－1460； 參 圖十二：(左)亨利王子 (Infante D. Henrique；1394－
見圖十二)和他的後繼者， 1460)建立了全世界首間航海學校、天文台、圖書
想盡辦法保護並壟斷他們
開發的非洲沿岸商業利
益，其關鍵在於航海圖的

館、港口及船廠，為葡萄牙日後成為海上霸主，奠
定了基石。(右)2009年林某人受邀至於澳門舉辦的
IEEE MASS國際會議給Keynote Speech，路過殷皇
子大馬路 (Avenida do Infante Dom Henrique)，這馬
路的名稱就是在紀念亨利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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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現代葡萄牙的歷史學家信誓旦旦，戟指宣稱葡萄牙人比哥倫布

是放在背包裡的美國獨立宣

更早發現美洲，只是保密成功，外人不知罷了。但無論如何保密，葡

言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萄牙人終究抵擋不住航海知識的散佈。當印刷術廣泛應用後，地理資

of Independence；參見圖

訊得以順利結集成冊。之後，焚書人及出版物檢查官在封鎖知識的戰

十四(右))。哈特很清楚的說

役，總是穩輸不贏（例如在台灣的威權時代，禁書是越禁越好賣）。

出古騰堡計畫的使命：「鼓

在此機緣下最大的受益者包括了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aeus; 90－168;

勵電子書的產生與傳佈」

參見圖十三)。他的《地理

(To encourage the creation and

學》因具備了印刷既美麗

distribution of e-books)，並 圖十四：(左)由手機閱讀古騰堡計畫的電子化書

又易於銷售的條件，而立

藉此工程推倒愚昧與無知的

於不敗之地。此後歐洲的

藩籬。

籍；(右)美國獨立宣言

地理書籍只能將托勒密的

西元2000年時，參與本計畫的Charles Franks想出了分散式校稿員

書和地圖稍加增減罷了。

(Distributed Proofreaders)的點子，將掃描的文件經由網際網路發佈，

任何地理書只要將托勒密 圖十三：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aeus；90－168)相
的名字放在扉頁，馬上望

傳生於埃及的一個希臘化城市—赫勒熱斯蒂克。

之儼然，有權威性的依據。當年由於印刷製版昂貴，即使書本錯誤百

讓分散各地的志願者能同時校稿。這種Web2.0的模式大幅增加了古
騰堡計畫中電子化文件的數量與種類。當中的文件以純文字為主，
以利校稿修正。

出（托勒密的學說屢被修正），未修正的原版仍然可印行一世紀，以

截至2008年底，古騰堡計畫共收錄了25,000部書籍，平均每週以

讓出版商撈回成本。反觀今日印刷成本低廉，就無印刷錯誤版本的問

超過50部的速度增加。收錄的書籍種類繁多，包括小說、詩歌、小

題。

故事、戲劇、食譜、書目、期刊，及樂譜。另外還包括一些非紙本
古騰堡的印刷術造成中古世紀的知識大傳播。今日，知識的快

內容，例如音頻文件。

速散佈則依賴網路通訊技術。有名的例子是1971年由哈特 (Michael

古騰堡計畫的電子化書籍傳播，相當注重智財權的保護問題，

Hart)發起的古騰堡計畫 (Project Gutenberg)。該計畫建立最早的數

傳佈的數位內容以版權過期的書籍為主。不過1998年美國的版權期

位化圖書館，由志願者將紙本著作電子化（大部分著作屬於公有領

限延長法案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將版權延長了20年。這

域），有利於長期保存。由於格式開放，容易自由流通，並可在各

個法案導致許多書籍延後成為公有領域的共享財產，也因此無法提

種電子終端設備上閱讀(參見圖十四(左))。哈特電子化的第一份文件

早經由古騰堡計畫免費傳播。此外，紙本書籍的電子化是很繁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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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尤其是古老的書籍，無法以一般方

後，雖然賣更多本，版稅卻縮水甚多。）行動終端對電子書的推廣

式掃描，而是以特殊設備來照相(如圖十五

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亞馬遜的Kindle比較像是傳統閱讀行為的進化，

所示)。

跟印刷的感覺很像。如果只是

在書籍的傳播上，亞馬遜 (Amazon)公

為了看電子書，Kindle足堪重

司應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該公司在1994年

任。而蘋果電腦的iPad，則開

由貝佐斯 (Jeffrey Preston Bezos；b. 1964；參

創出更新的數位內容需求。廣

見圖十六)成立，以低價、便利的策略，在

義的電子書產業，在未來一定

網路上販售書籍，馬上大獲成功。該公司之 圖十五：高雄科工館人員進行
後漸漸增加銷售產品類別，現在舉凡食、 紙本書籍的電子化照相過程

有讓人耳目一新的發展。

衣、住、行、育、樂，亞馬遜可以說是統通包辦。亞馬遜創新的銷售

詩人辛波絲卡在她的詩《寫 圖十七：林某人的著作《Charging for Mobile
作的喜悅》(The Joy of Writing) All-IP Telecommunications》在亞馬遜的

方式，讓貝佐斯不但享有電子商務教父的美譽，也獲選為1999年《時

寫著：「… Is there then a world

代雜誌》的風雲人物。如今更以電子書方式，將紙本轉換成電子閱讀

where I rule absolutely on fate? A time I bind with chains of signs? An existence

器，對人們的閱讀方式產生重大改變。

become endless at my bidding? The joy of writing. The power of preserving.

Amazon Kindle電子書的呈現方式

Revenge of a mortal hand.」(…那麼是否真有這麼一個由我統治、唯我獨
尊的世界？真有讓我以符號的鎖鍊綑住的時間？真有永遠聽命於我的
存在？寫作的喜悅。保存的力量。人類之手的復仇。) 辛波絲卡體驗到
文字的力量，也因此感到寫作的喜悅。而畢昇、古騰堡等古人發明印
刷術，讓文字的力量更有影響力。在科技進步的今日，我們擁有網路
通訊的前瞻技術，是否能再創廣佈知識於「銀河」的奇蹟？
[附註一] 身為計算機科學家，電腦語言是林某人的基本學識，有一陣
圖十六：貝佐斯 (Jeffrey Preston Bezos；b.1964)是我畫過的人像中脖子最長的一個。

子想到創造中文電腦語言的可能性，因此也稍微研究了中國文字的結

林某人的著作《Charging for Mobile All-IP Telecommunications》

構。中國文字隱含很多有趣的事實，例如動物名稱。大凡甲骨文（象

在亞馬遜也有電子書版本，可以由網路直接下載，以Amazon Kindle

形）有字的都是中華土產，像「虎」字就是描繪出老虎的型態。而駱

呈現的方式如圖十七所示。（林某人的著作自從有電子書的版本

駝和獅子這些外來種就沒有象形的字，他們的概念都是在漢朝時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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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例如獅子的概念是由印度佛經而來。中國人依音尋字，先找到

的人是項羽，而非贏政。或許是當年秦始皇坑了太多「胡言亂語」的

「師」字，再將之改裝，加個邊，就成了「獅」。讀者諸君看楊柳青

儒生，讓儒家的徒子徒孫恨之入骨，到處宣傳他的壞話。我於2005

的年畫或大宅門前的銅雕(參見圖十八)，獅子都長得像有獠牙的哈巴

年訪問西安，參觀秦始皇的兵馬俑，對於其壯麗，嘆為觀止(參見圖

狗，因為大夥都沒見過獅子，就自由心證的想像成這副模樣。漢字是

十九) 。

一幅幅圖畫，隱藏了豐富人文意象，引起人

[文獻一] 右圖資料來源：http://www.owls.tw/post/1/688

們的無限聯想。每一字之源流，觀其形即知

[文獻二] Gale, J.S. History of the Korean People, Seoul: Royal Asiatic

之，而其隱喻演進之軌跡，雖隔數千載，猶

Society, Korean Branch, 1983.

顯而易見。
[附註二] 四大文明古國一般指古埃及、古巴
比倫、古印度及中國這四個人類文明最早誕
生的地區。梁啟超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認為「地球上古文明國家有四：中國、印
度、埃及、小亞細亞」。西方歷史學家有時 圖十八：紫禁城太和殿前的獅
把文明古國的範圍限定在古希臘、古羅馬、 子像是長獠牙的哈巴狗（林某
古埃及，和古凱爾特（拉丁文稱凱爾特人為

人於2010年 8月拍攝）

Celtae或Galli，希臘文為 Keltoi）。

圖十九：林某人與秦始皇的兵馬俑合照

[附註三] 秦始皇贏政是我佩服的人物，因此尊稱他為「大帝」。他所
建立的許多制度，直到清朝的皇帝仍然依循。由此可見，贏政的創意
遠遠超越後代皇帝。他啟動的文字簡化工程，由大篆、小篆、隸書，
再到楷書，有許多有趣的演進故事。例如和「虎」相關的字，在篆書
時代約有一百多字，而到楷書時代，只剩下20餘字。究其原因，和
多年來山林開發成農地，使得老虎變少有關。不過在小篆時代多出了
「唬」字，該字在甲骨文或大篆時代並不存在。有人開玩笑的推測，
李斯作小篆時創此字，係因秦始皇善於唬人，連齊國都被他唬亡了。
儒家將「焚書坑儒」的罪名安在秦始皇頭上並不公平。真正將書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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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力量
中國文字凝聚力的奇蹟，可由歷史驗證。例如五胡亂華造成中

遼史記載，在介紹官員的專長時，有時要加上一筆：「通契丹文

國在第五世紀的大分裂，卻能夠在下一世紀的589年由楊堅的隋朝

字」，可見懂契丹文的人還真的是鳳毛麟角。契丹人做了不聰明的

再度統一。在大分裂時代，匈奴、鮮卑、羯、氐、羌創立的國家，

事，嚴格限制契丹文化的傳佈，不准踏出國門，以致於到了元朝，

無不希望能擁有自己的文字，卻皆未真正成功。金庸小說《天龍八

幾乎沒有人認識契丹文，今日殘留的契丹文獻主要是石刻碑銘。

部》中的慕容復以身為鮮卑人為傲，不願學漢文。但北魏時代的孝

另一個例子是西夏，屬漢藏語系的羌語支，文字大概創於1036

文帝實行漢化，廢止鮮卑文，之後鮮卑文字完全被消滅。慕容復只

年。沈括在《夢溪筆談》寫著：「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番

好靠他的表妹王語嫣幫他讀漢字武功祕笈。沒有主流文字是「五

書，獨局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所謂「番書」，就是西

胡」最大的致命傷。漢字的「非拼音特性」成為文化融爐中的熊熊

夏文字，由大夏國主李元昊的大臣費時三年創製而成，今日能辨識

烈火，將中國境內各民族和漢人結合為一。

的約六千餘字。李元昊在推廣文字上，比耶律阿保機有頭腦，印行

西方歷史在第四世紀時，也和中國一樣遭遇到分裂，但並不比

了字典，方便普羅大眾學習西夏文，且無論佛經、詔令、民間書

五胡亂華嚴重。「上帝之鞭」匈奴人掠奪西羅馬帝國，再由汪達爾

信，均要求以西夏文書寫。直到明朝中葉，還有人以西夏文刻於經

人 (Vandals)攻陷羅馬城，最後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76年滅亡。之後的

幢，當時距創造文字之時已歷經約五百多年。以當年西夏的格局，

東羅馬帝國也想再度統一歐洲，不過歐洲各地的行政體系互異，且

實在沒有資格成為王朝，卻又偏偏扼守了中原通往西方之路，鄰近

各自採用拼音字母創造自己獨有的文字，差異日增。而在查士丁尼

強國（如大遼）應該很有動機將之滅掉。但西夏竟然仍能屹立不搖

大帝 (Petrus Sabbatius Justinianus；483－565)逝世後，東羅馬帝國無力

近三百年，林某人猜測，主要是因其用心耕耘西夏文字，團結人

再劃一歐洲的行政體系，文字紛亂，歐洲也就無法再統一成為一個

民。西夏最後一任皇帝李睍在被蒙古人屠殺前，仍然拼命保存西夏

國家。

文物（我記得曾讀過李睍保存文物的記載，但現已找不到參考資

中國也曾經數度由外族統治。這些外族有自己的文字，但因文

料），是很有遠見的人。不過以林某人淺見，西夏文字的設計是相

化水準不如漢民族，最後都放棄了自己文字。例如契丹文字源於西

當差勁的。其結構多模仿「會意」和「形聲」漢字，筆劃繁冗，單

元920年，由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下令大臣，參照漢字創製，約有三千

純字較少，由兩個字甚至三、四個字合成一字者居多數，就連漢字

餘字。但是漢文化遠高於契丹，以政治力量強迫推動全新的文字，

中書寫最為簡單的數字，到了西夏文裡筆劃也相當繁雜。由於筆劃

失敗可期。契丹文頒布以後，立刻在遼國境內使用。結果契丹境

繁多，結構複雜，多數字都在十劃以上，認記、書寫都有一定難

內的漢族仍然使用漢文，契丹文只通行於契丹人。即使是契丹上層

度。戲曲《楊家將》描述北宋時期，西夏犯境。穆桂英等十二名楊

統治者，也大都通曉漢文，並以漢文為尊，契丹文使用範圍有限。

門女將奉命出征西夏，行前還得惡補一番西夏文，吃足苦頭。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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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和遼國打仗，就輕鬆多了。遼國軍情文件大多數仍以漢字書寫，楊

種版本。林某人2011年3月參觀北京恭王府，當中保存「木製龍紋紐

家將不需另學契丹文。而滅掉遼國及西夏的蒙古，是橫跨歐亞大陸

信牌」及「奉命大將軍印」說明文皆是「清文」及「漢文」並列(參

的大帝國，其所採用的文字更是五花八門，包括八思巴字、Lanydza

見圖二)。

script、藏文字母、索永布文字和胡都木的蒙古文字，最後大多無疾而

康熙年間有一位總兵，寫奏文時用漢文而不附清文。玄燁（就

終。今日蒙古國 (Монголулс)的官方語言為喀爾喀蒙古語，

是康熙皇帝; 1654－1722；參見

通行的文字則以斯拉夫語系的西里爾字母 (Cyrillic)拼音寫成。現行的蒙

圖三）就質問為何不用清文。

古鈔票如圖一所示。

這位大臣解釋了一堆理由，最
後又講了一句「加之清文之不
通」，因此以漢文寫奏摺。語
氣曖昧，不知是說自己不通清
文，或是在暗示清文的文法不
通。照理說，對清文大不敬是
圖一：現行的蒙古鈔票

屬於阿勒泰語系的滿族，雄踞中國歷史近三百年。有清一代，

圖三：尼維斯 (Nevis)發行的康熙皇帝郵票

抄家滅族的大罪，而康熙卻很幽默的批示：「知道了。此文亦未必
爾所能作也。」是在諷刺這位大老粗武官，不識大字，由人操刀，

滿文稱為「清文」或

因此寫錯了，朕也不計較。康熙是很寬厚的皇帝，也很清楚滿族的

「國文」，是拼音文

文化遠遜漢族。難怪清文無法在中國流

字，有輔音和母音，行

行，漸漸滅絕。（以上純屬個人直覺觀

款直書從左到右。然而

感意見，不見得和學術主流專家看法相

滿族能強迫漢人綁豬尾

同。）日本入侵東北，成立滿州國，

巴辮子，卻並未能以行

也不容許清文，郵票只見漢字(參見圖

政命令強制將漢文轉為

四)，沒加上日文，已是客氣了，真正令

滿文。清朝大臣上奏章

人唏噓。

圖四：滿州國郵票，不見清文。

給皇帝，必須同時附上
圖二: 林某人拍攝北京恭王府中的文物; (左) 木製龍紋紐

「清文」及「漢文」兩 信牌; (右) 奉命大將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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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機
些複製畫都要達到高仿真，即使拿放大鏡來鑑定，也很難分辨它的

2009年有一群大陸來

真偽。

台灣訪問的藝術家，下
榻台北圓山飯店，將故

國立故宮博物院有一管理規範《資料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

宮複製，擺設於飯店的

容許學者專家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資料。經核准者，應依其

明代書畫家王寵作品(參

規定收費。因為學術研究需求所做的文物複製，必須精確，無論在尺
寸、顏色、材料品質，以及新舊狀況，都應該和原物相同。針對印

見圖一)，誤認為真跡。
圖一：王寵 (1494－1533)「小楷五言詩」扇面複製品
[文獻一]。王寵為江蘇吳江人，擅山水畫又工篆刻，
被視為「文徵明之後推第一」。他的書法初學蔡羽，
後規範晉唐，楷書師虞世南、智永；行書學王獻之，
融會貫通。小楷尤清，簡遠空靈。他與祝允明、文徵
明齊名，被譽為「吳門三家」。

於拉丁文fac simile，意

大陸藝術家薛翔在圓山飯店參加一場書畫藝術交流活動時語出驚人

指「使之相似」(Make

的宣佈。他並以學術聲譽評鑑，該書畫不但為真品，而且市價可達

Similar)，或則「複製」

二萬美元。薛翔建議，圓山應立即請專家鑑定，讓作品能獲完善保

(Make a Copy) [附註一]。

存。消息一出，知名書法家陳宏勉跑去圓山男廁鑑定王寵扇面，他

有名的Facsimile《Les Très Riches

說「一看就是假的」，首先規格不對，真品比複製品大了三分之一

Heures du duc de Berry》不但顏色與

到四分之一；男廁裡的複製品是銅版紙印的，質感差很多，真品字

原作相同，連毀損之處都要忠實呈

跡的光澤及印章的厚度都不一樣。故宮也鄭重開記者會宣布，王寵

現。Facsimiles是研究歷史及古文書

的書詩扇面真跡在故宮，圓山飯店掛的是故宮出售的複製畫片，一

學 (Palaeography)重要的一環。

張只要五十元。
故宮的技術高超，複製時經過七、八道嚴謹的手續，包括拍

林某人於2010年10 月27日參訪 圖三：《維納斯的誕生》(Nascita di Venere)
日本東京的Hitachi（日立）Solutions總部。該公司展示其數位技術，將

攝、底片沖洗、校正、沖印、輸出、製版，印刷前還要以電子稿

波提且利 (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參見圖二)的名畫《維納斯的

試看，仿書畫幾可亂真。複製時，不僅以真空吸板來固定畫作，溫

誕生》(Nascita di Venere; 參見圖三)加以複製(參見圖四)。複製版的長寬

溼度、色溫照明都要控制，相機用的也是3300萬畫素的高解析度相

為287.5cm×172.5cm，解析度為3,6 Gigapixels，細節幾乎和原作相同，

機，得到的圖檔，再送到印刷廠，以12色套版印刷。故宮表示，這

令人嘆為觀止。波提且利重視感覺多於人體各部的正確比例。為了使

「真沒想到，只為了上個
廁所，竟在圓山飯店地
下一樓的男廁，發現明代
書畫家王寵的真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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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納斯的身體線條更加優美，畫

貝恩在研發傳真機過程，因資金不足，於1840年去見當時已

中的頸較長，下半身較大，肩膀

功成名就的惠斯同 (Charles Wheatstone；參見《電報的故事》[文

也是窄小下塌。

獻二])，向他展示傳真機的模型。惠斯同輕描淡寫的評論：「Oh,

在電信服務，Facsimile這個

I shouldn't bother to develop these things any further! There's no future in

名詞被翻譯為「傳真」（簡稱為

them.」然而三個月後惠斯同卻將這個想法據為己有，在英國皇家

Fax），是以電話網路傳輸文件

學會 (Royal Society)展示。幸好貝恩已申請專利，獲得應有權利的

的技術。而「電傳」這個拉丁文

保障。英國電信 (British Telecom)為紀念貝恩，將其格拉斯哥總部

Telefacsimile（簡寫為Telefax）， 圖四：日立女郎介紹複製的《維納斯的誕生》

(Headquarter in Glasgow)的主建築取名為Alexander Bain House。

則是在遠方複製 (make a copy at a distance)的意思。傳真機 (Fax Machine)

繼貝恩之後，一直有人持續改善傳真機的功能。1861年義大利人

的組成包括影像掃瞄機 (Image Scanner)、數據機(Modem)，以及印表機

凱斯利 (Giovanni Caselli；1815－

(Printer)。

1891；參見圖六)發明一部機電式

傳真機的發明可追溯到19世紀中葉。蘇格蘭人貝恩 (Alexander

(Electro－mechanical )裝置，取名

Bain；1811－

Pantelegraph。Pantelegraph這個字是

1877；參見圖

由pantograph（繪圖器）和telegram

五) 於1843年

（電報）所組成，為第一部能實

發展出化學機

際商業運作的傳真機。首次使

械式 (Chemical

用，由巴黎 (Paris)發送傳真文件 圖六：凱斯利 (Giovanni Caselli；1815－1891)

Mechanical)的

到里昂 (Lyon)。
法國發明家畢林

傳真機，利用
鐘擺的原理，

圖五：貝恩 (Alexander Bain；1811－1877)

(Edouard Belin；1876－

在實驗室環境內把兩支鋼筆連接到兩個鐘擺的裝置，依次連接到電

1963；參見圖七)於1914

線，由前至後逐行掃瞄，便能夠在另一端導電的表面上重現圖像

年構思想出第一個相

(Graphic Signs)。然而影像品質不佳，也缺乏傳送端與接收端之間的

片及新聞報告的傳真

同步機制。不過好歹這是全世界第一部傳真機器。

應用。1924年，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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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A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設計者倫傑 (Richard H. Ranger；

之電報稿，原樣地發送或接收，傳真收發報用。1970年代中期，因

1889－1962)發明了無線傳真 (Wireless Photoradiogram或Transoceanic

傳真機成本大幅下降，遂普遍被採用。尤其是數位傳真機在日本率

Radio Facsimile)，這是現代傳真機的先驅。這部無線傳真機由紐約傳

先流行，很快取代電傳打字機 (Teletypewriter；如圖九(右)所示)。其

送第一張照片到倫敦。照片是美國總統柯立芝 (John Calvin Coolidge,

主因是，在那個年代，以打字機敲打日文很不方便，遠不如傳真機

Jr.；1872－1933；參見圖八)

的掃描快速。傳真電報

的玉照。倫傑於1930年成立

稿不必先譯成電碼再傳

公司Rangertone, Inc.，位於紐

送，而可直接送真蹟到

澤西州的紐瓦克 (Newark)，

對方客戶端。

這家公司在三號公路附近，

1980年後，傳真

林某人曾拜訪過。倫傑一生

機已遍佈全世界。1985

多采多姿，有許多發明，還

年，麥格努斯基 (Hank 真機；(右)電傳打字機
Magnuski)製作第一張電腦傳真擴充卡GammaFax，完成第一部電腦傳真

得過奧斯卡金像獎。
直到今日，無線傳真仍
然用於傳送氣象圖及資訊。
同樣於1924年，AT&T的艾

圖八：柯立芝 (John Calvin Coolidge, Jr.；1872－
1933)以古典自由派保守主義聞名，政治主張小
政府，奉行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他說：「別指望
把強者拉下馬來就能為弱者撐腰 (Don't expect to
build up the weak by pulling down the strong.)」。

圖九：陳列於中華電信總公司的早期電信設備：(左)傳

機。現在的傳真機大多數都依此原理，採用噴墨或雷射列印。這位麥
格努斯基的老爸是發明無線電對講機的麥格努斯基 (Henryk W adys aw
Magnuski；1909－1978)。孝順的兒子賺大錢後，在伊利諾大學的電

維斯 (Herbert E. Ives；1882－1953)完成第一張彩色傳真。艾維斯是個

機資訊工程系設立了Henry Magnuski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特異獨行俠，多次公開表示反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Professorship來紀念他的老爸。

1925年貝爾實驗室採用真空管技術和光電管技術研製出了實用

今日傳真的服務已漸漸被Internet的服務取代。不過傳真仍有

型的傳真機。1947年慕維廉 (Alexander Muirhead；1848－1920)發明現

優點，例如它不像Internet那樣容易被入侵或中毒。因此一些機密文

代的傳真機。1960年代，美國陸軍首次以衛星傳送照片到波多黎各

件，仍然依賴傳真機的傳送。

(Puerto Rico)。早期的傳真機採用阿摩尼亞水來作顯影液，到後期才

[附註一] 說到「複製」(Make a Copy) ，就讓我想到長相相同的雙胞

出現用特別熱感紙的傳真機。

胎。很多小說以雙胞胎為故事發展的主軸，例如金庸小說中的陳家

中華電信總公司有展覽早期的傳真機(如圖九(左)所示)。這部日

洛和福安康(《書劍恩仇錄》)、石破天和石中玉(《俠客行》) ，莎

本TOHO DENKI CO. LTD製造的傳真機於1968年出品，將客戶手寫

士比亞劇本《錯誤的喜劇》(The Comedy of Errors)及《第十二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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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電信
(Twelfth Night) 等等。莎士

電信網路是一個分散式系統，由散佈於不同位置的網路元件（如

比 亞 在 劇 本 中 提 到 : 「臉相

交換機、手機等）所組成。因此在設計電信協定 (Protocol)時，這些網

同、聲音相同、衣服相同，卻
是兩個人，天然的幻象，既
是又不是(One face, one voice,
one habit, and two persons, a
natural perspective, that is and
is not)。」這個敘述很清楚說
明莎士比亞運用雙胞胎素材 圖十: 雙胞胎Dal Braccios姊妹; (左) 1998年; (右)
2010年
的手法。其實以雙胞胎這種
「天然幻象」素材為主的小說，邏輯架構都不穩定，並非莎士比亞劇
本的上乘之作。就林某人認識的雙胞胎，亦不見得相似到能造成莎士
比亞小說中敘述的「神奇效果」。圖十是1990年林某人在美國認識的
雙胞胎Dal Braccios姊妹。1995年林某人回台灣，每年聖誕節都會收
到一張她們的合照。讀者諸君可以發現，經過十餘年後，兩位小女孩
已變成長相不同的美女，而非彼此「複製」的雙胞胎。

路元件必須精準掌握時間，才能彼此溝通。失敗的協定，往往係因沒

[文獻一] 資料來源：http://www.npm.gov.tw/exh95/binding9509/obw/24.html#r
[文獻二]《電報的故事》,《閃文集II》第105頁

有處理好「時間」這個重要因素，而白耗虛工，全盤皆輸。在網路通
訊領域，我們常常費盡心思，希望能量測更精準的時間。
2009年某月，我請學生寫程式，量測兩支手機經由WiMAX基
地台傳送封包 (Packet)的延遲時間。這個工作並不單純，因為兩支
手機的內建時鐘無法完全同步。而我們實驗中量測的封包傳送時間
可能只有萬分之一秒，如果接收端的手機時鐘跑得比發送端的手機
較快，計算出的封包延遲時間可能是負數！廣為人們使用的工具
（姑隱其名）只能量測這兩支手機的時間差在千分之一秒的準確
度。若碰到低於千分之一秒的狀況，這個工具只能投降，很賴皮的
告訴量測者，傳輸時間是0。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最後以類似（但
成本遠低於）Smartbit的方法解
決，準確度達百萬分之一秒。
這個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期
刊《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Mobile Computing》。
上述的例子說明，大家
遵循統一的標準時間是很重要
的，如此才能同步溝通，不會 圖一：林某人於2010年 8月在紫禁城拍攝的
彼此瞎等待。而人類如何對時 日晷：(左)養心殿前的日晷；(右)太和殿前的
日晷。春分到秋分看晷盤上半面刻度；秋分

間有共識呢？古代以日晷(參見 到來年春分看晷盤下半面。殿前擺設日晷代
表皇帝擁有向天下萬民授時的最高權力。[附

圖 一 ) 、 水 滴 ， 或 者 沙 漏 來 計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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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但是各種方法皆有其限制，一直到1670年英國人克萊門 (William

人猜測如下：中國皇帝禁止民間發展鐘錶技術，以免老百姓計算出

Clement；1643－1710)發明錨形擒縱器，解決機械鐘彈簧忽快忽慢的

造反的良辰吉日，推翻政府。就像1980年代以前，台灣的無線通訊

問題，人類才開始能精準掌握時間。

技術是軍方管制的，民間很難發展，因此台灣電信科技界後來得多

其實類似擒縱器的機制，早在北宋時代，就由蘇頌 (1020－1101)

花數十年時間來追趕歐美，相當辛苦。有趣

發明，亦即所謂的「水輪槓桿擒縱機構」，由樞輪、左右天鎖、天

的是，想要造反的人，在時辰及曆法的研究，

關、天衡、天權、天條、以及關舌組成。圖二(左)為蘇頌所製造的

所下的功夫也相當驚人。例如一心反清復明的

「水運儀象台」的最上層。蘇頌的天文計時鐘設計超級厲害，有三

黃宗羲 (1610－1695；參見圖三)，曾組織「世

大功能，是為渾天、天球及計時。他很巴結的將儀器獻給皇帝，請

忠營」武裝抵抗清兵。他光在曆算學上的著作

皇帝命名。蘇頌的奏章寫著：「今新製備二器而通三用，當總謂之

就有《易學象數論》、《授時曆故》、《大統

渾天儀，恭俟聖鑒，以正其名也。」當時宋哲宗趙煦 (1076－1100)才

曆推法》、《授時曆假如西曆》、《回回曆假

16歲，看不懂蘇頌在搞啥玩意，自然無法命名。蘇頌真正是俏媚眼

如》、《勾股圖說》、《開方命算》、《割圖 1 6 9 5 ) 有 「 中 國 思 想 啟
八線解》、《測圖要亦》等。中國皇帝雖然不 蒙之父」之譽。他用推

做給瞎子看，馬屁拍到馬腿上。
蘇頌於1092年完成著作《新儀象法要》，是現代鐘錶技術的

圖三：黃宗羲 (1610－

算日蝕的方法考證古文

重要文獻。英國學者李約瑟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希望人民擁有鐘錶，自己卻愛得不得了，尤其 《尚書》是偽作，給當
是西洋進口的奇技淫巧。林某人2011年3月參觀 時 思 想 界 帶 來 很 大 震

1900－1995；參見圖二(右))稱

北京恭王府，內有許多西洋鐘，如圖四所示。

讚蘇頌，說：「在遠古的漏

計時的技術在歐洲濫觴茁壯，係肇因於教

計器與現代的鐘錶之間，有一

會，僧侶修士需

段空白…怎樣由銅壺滴漏發展

要隨時注意時間

到現代鐘錶，人們一向弄不清

以準備禱告。

楚，現在，真相大白…發明的

古代歐洲第一

功勞歸於中國（蘇頌）。」
然而鐘錶技術並沒有在
中國茁壯，而是由歐美發揚
光大。會有如此情景，林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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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左)台中科博館仿製的水運儀象台（最上
層）；(右)李約瑟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 提出疑問：「儘管中
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
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
生？」

撼。近年號稱日蝕先生
的Fred Espenak以數據驗
證黃宗羲的推算完全正
確。

座時鐘是用來
聽，而非用來看
的。Clock在中
古時代的字形為 圖四：北京恭王府展示的西洋鐘，種類繁多（林某人攝於2011
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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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k，是中古荷蘭文的「鈴」，德文字源Clocke也是「鈴」。
今日的時間如何標準化？加拿大的鐵路工程師佛萊明 (Sandford
Fleming；1827－1915；參見圖五(左))首先提出標準時間系統 (General

預測都是以首都（即是欽天監的觀測點所在地）的經緯作為標準時
間。今日有些算命程式仍把出生時辰轉換成洛陽的標準時間，再以
古書解釋預測結果。

System of Standard Times)，將地球劃分成24個時區，並以太平洋中的

以往日晷顯示的是「視太陽時」(Apparent Solar Time)。不幸的

180度經線，作為地球上「今天」和「昨天」的分界線，稱為國際換

是，地球赤道面與公轉軌道面傾斜，運行速度又會變化，「視太

日線 (International Date Line)。為了避免在一個國家中同時存在著兩種

陽時」欠缺均勻性。自1924年2月5日開始，格林威治天文台(參見

日期，國際換日線並不是一條直線，而是折線。它北起北極，通過白

圖六)每隔一小時會向全世界發放調時信息，是為格林威治標準時

令海峽、太平洋，直到南極。這樣一來，換日線就不會穿過任何國家

間 (GMT；Greenwich Mean Time)。後來又發現地軸擺動，GMT也不

(參見圖五(右)郵票上的紅色折線)。這條線上的子夜，即地方時間零

很準，於是就以「原子時」(Atomic Time)為標準。大部分讀者大概

點，為日期的分界時間。按照規定，凡越過這條變更線時，日期就要

不知「秒」的定義吧？讓林某人根據1967年國際度量衡會議所頒佈

發生變化：從東向西

「秒」的天文定義，讓大夥開開眼界：「一秒為銫-133原子基態兩個

越過這條界線時，要

超精細能級間躍遷輻

加一天；而從西向東

射 9 192 631 770 周所

越過這條界線時，要

持續的時間。」

減去一天。1884年國

2009年1月1日凌

際經度會議採用了這

晨，當民眾都還在睡

套系統。
1912年，中華民
國依據佛萊明的系
統，將國土劃分為五

圖五：佛萊明 (Sandford Fleming；1827－1915)將世界時間
「大一統」的想法起因於火車時刻表。有一次來自兩個不
同時間城市的列車，由於時間沒有協調好而相撞。身為加
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的鐵路工程師，佛萊明決心想法子來
解決問題。1876年，他成功的提出標準時間系統。

夢時，中華電信研究

圖六：格林威治天文台

院已調整了「閏秒」，台灣的時間已被中華電信改了，和全世界同
步。中華電信如何有此通天本領？1965年經濟部委託中華電信研究
院（當時為交通部電信總局轄下的電信研究所），成立國家時間與

個時區。1949年後，兩岸分治，但都選定比世界協調時 (Coordinated

頻率標準實驗室（簡稱時頻實驗室），建立並維持與國際標準一致

Universal Time；簡稱UTC)快8小時，亦即UTC+8為其統治區域的標

之時間與頻率標準，提供國內量測校正。國際原子時是由全球50餘

準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原先五個時區，合併為單一的北京

個國家時頻實驗室之原子鐘群加權產生，再由國際度量衡局 (BIPM)

時間。古代中國的標準時間則是隨朝代而異。基本而言，各朝天文

主導並發佈，目前我國國家時頻實驗室所佔權重高達5.7%，世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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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五。早期電信研究所使用的電信標準鐘(參見圖

的低階手機，把這顆電池省了，只要斷電超過二十秒，時間、日期

七)已有百年歷史，當年的價格可以買一棟房屋，現

就會失掉準頭。

保存於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在美國，標準時間於1870年起由西部聯合公司 (Western Union

我小時候沒有手錶，想知道時間，都是撥「117」

Corporation)提供，號稱Nation's Timekeeper(參見《閃文集》第141

到電話查號台詢問。經由時頻實驗室，中華電信的智

頁)。西部聯合公司以電報業務起家，是美國當時最大的電信業者。

慧型網路會如此播放：「下面音響15點15分50 秒。」

它建置第一部股票報價機，由電報在準確的時間點傳送股票行情。

大家要稍安勿躁，這只是預告，要聽到接下來的

1879年西部聯合公司放棄電話業務，持續利用電報專注於金融轉帳

「嘟」聲時，才是真正15點15分50秒的來臨。117查

(Money Transfer)。直至2006年2月，西部聯合公司才結束電報業務。

號台與國家標準時刻的誤差在0.1 秒內。

而台灣則早在1991年9月10日起就停辦島內電報業務。圖八是台灣電

至於台灣的電腦如何校正時間？經由數據機，電

信局的「古早」電報紙、電報信封，及電報遞送包，林某人特地找

腦可撥接03-4245117連到中華電信研究所。此時電信

出來展示，讓大家思幽古之情一番。

研究所的伺服器會傳給你一串ASCII字碼，包含標準
時間，精準度可在0.005秒內。電腦主機都有顆電池來 圖七：電信局最早
記錄時間設定，關機後，電腦的時鐘仍然正常計時。 使用之機械式電信

標準鐘，是日本

而網路的時間校正則經由網路時間協定 (NTP; Network J.Colomb&Co.製

造，距今百年之

Time Protocol)，精準度約0.05秒左右。在台灣，電視 久 （ 中 華 電 信 提
或廣播電台播放機器專用的校時則靠SMPTE (Society 供）。

圖八：電報紙、電報信封、電報遞送包（中華電信提供）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格式來傳送時間碼。有了這個

是希伯里 (Hiram Sibley；1807－1888；參見圖

玩意兒，我們每天就能準時的收看（聽）節目啦。

九)。希伯里是很有生意頭腦的人，早在1840

西部聯合公司於1851年成立，第一任總裁

我們手機的時間如何校正？GSM行動電話系統有一個功能，可

年，他就和摩斯(參見《電報的故事》一文[文

由基地台校正手機的時間。我旅遊到美國時，不必手動去校正，手

獻一])以及康乃爾 (Ezra Cornell；1807－1874；

機自然就會主動變換為當地的正確時間。不過這個功能並非每隻手

參見圖十)首創由華府 (Washington DC)到巴爾的

機都有。低階手機有時沒有自動校時的選項。且如同電腦，手機一

摩的電報服務。1855年時，康乃爾將他一家經

般也有內建電池，以記錄時間、日期，及其他基本設定。有些便宜

營不善的電報公司和希伯里合併，成為今日西 圖九：希伯里 (Hi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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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聯合公司的前身。希伯里曾懷抱

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 (うたがわ ひろし

著理想，想建立一條通過白令海峽

げ；Utagawa Hiroshige；1797－1858；參見圖

(Bering Strait)的海底電纜，以連結

十二)企圖以畫筆攔截時間，將之表達於其版

美國與蘇俄。可惜他的壯志未成。

畫《大橋驟雨》(參見圖十三(左))。波蘭女詩人

人類數千年來，就一直嘗試

辛波絲卡 (Wisawa Szymborska; 1923-2012；參見

著要量化時間，然而時間就像脫韁

《電話翻譯》一文 [文獻二])在她的詩《橋上的

野馬，難以駕馭。我大半的電信專

人們》(People on the Bridge)聲稱歌川廣重是一名

業生涯就是在和時間搏鬥。我們 圖十：康乃爾 (Ezra Cornell；1807－
費盡心思，量測更精準的時間。 1874)是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的

叛徒，他忽視時間，並予以侮辱。她認為這位 圖 十 二 ： 歌 川 廣 重 ( う た
浮世繪畫家受制於時間，卻不肯承認，讓「時 がわ ひろしげ；Utagawa

而如何善用所獲得的精準時間， 的新式大學，教授內容從文學名著至自

間失足倒下」。她望著《大橋驟雨》這幅畫， 安藤廣重，早期深受北齋影
感受到水的濺灑聲，彷彿自己也在那裏，在現 響。晚年的作品「江戶名勝百

創辦者。他期待將康大辦成一所全科型
然科學；自理論研究擴及實際應用，無

卻是更高深的藝術。印度詩人泰 所不包。此一理念最終成為康乃爾的校
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1861－ 訓：「我將建立一座任何人在此都能
1941；參見圖十一)說：「Time is a
wealth of change, but the clock in its

找到所有學科教育的機構 (I would found
an institution where 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 study)。」

parody makes it mere change and no wealth.」言下之意，經由時間的累
積與改變可
以為人們帶
來財富。但
若只會用時
鐘來刻板的
量測時間，
往往只會看

Hiroshige；1797－1858)原名

實凝結為永恆之下，參與無終點的賽跑。歌川
廣重這幅畫曾被後期印象派大師梵谷 (1853－

景」色彩非常柔美，構圖簡潔
有力，對氣氛的營造非常成
功，尤其「大橋驟雨」中的長
橋上風雨，美得令人陶醉。

圖十三：(左)歌川廣重的《大橋
驟雨》捕捉東京夏天的傾盆大
雨，來得急，去得快。俯瞰的角
度更生動描述大橋上撐雨傘、穿
蓑衣的路人狼狽相。而對岸的安
宅 (Ataka no Seki)被傍晚的大雨籠
罩著，若隱若現。粗細交錯的前
景斜線，製造身歷驟雨的效果；
(右)梵谷的《Bridge in the Rain》
臨摹用色的彩度高了許多，筆觸
也較複雜，但少了幾分細緻優
雅。梵谷不懂漢字，框外的字，
請讀者諸君猜猜看，他從哪兒抄
來的。

到 變 化 而 無 圖十一：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的詩歌主要以孟

1890；參見《由物化女性談起》一文[文獻三])臨摹(參見圖十三(右))，因

財富。

而受到西方世界矚目。廣重善於捕捉大自然的瞬間變化及旅人的突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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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語寫成，深深影響印度和孟加拉共和國。這兩國的國歌都採用
泰戈爾的詩為歌詞。

閃文集 Ⅲ

65

應，這幅《大橋驟雨》可說是代表作。

計時，借由時間的同步，讓人類能相互溝通。我們曾經利用無線電

文學家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參見圖十四)大部

波的傳輸時間量測方法，很有創意的發展定位應用 (Location－based

分的作品是浪漫情詩，不過他也寫過一首與時間相關的詩《Time》[附

Applications)。而相信在未來，電信人會有更多的創意，不至於淪為

註二]。雪萊在詩中述說對時間的畏懼：膽敢對抗時間的人，必遭毀

time's parody。

滅。他最後下了如此結語：

[附註一]我在圖一的說明中提到太和殿。2010年8月，我有機會參觀

「Who shall put forth on thee,

北京紫禁城，身歷其間，彷彿時光倒流。紫禁城是中國現存最大的木

Unfathomable Sea?（時間像）

造結構建築群，宮城南面有三重門，為天安門、端門，以及午門。午

浩瀚莫測的海洋，誰敢起錨

門為紫禁城的正門，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城門建築。進入午門後，穿過

遠航？」

太和門(參見圖十六(左))，就是太和殿(參見圖十六(右))。

法國詩人波特萊爾

太和殿俗稱金鑾殿，是中國現存最宏偉的木結構殿宇。東面陳列的日

(Charles Baudelaire；1821－
1867；參見圖十五)也消極的

晷是古代的計時器(參見圖一)。西面陳列的嘉量，是乾隆九年倣照唐
圖十四：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

抵抗時間，奉勸大家及時行樂。
他在其作品《Get Drunk》寫著：
Time to get drunk! Don't be
martyred slaves of Time, Get drunk!
Stay drunk! On wine, virtue, poetry,

圖十六：(左)太和門；門前拿雨傘的黃衣男子是經濟部技術處的林青海科長；(右) 太和殿

whatever!

朝嘉量製造的象徵性量器，表示時間和空間都由皇帝控制，小民們

身為網路通訊研究者，縱

得乖乖聽話。月臺上陳設銅龜(參見圖十七(左))及銅鶴各一對，銅鼎

使深知時間是如此深奧莫測，但
我們還是得克服畏懼，硬著頭 圖十五：波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是法國詩人。他的作品《詩

皮，「起錨遠航」(We shall put 饗》 (La Beauté)曾經由Stephen Emmer配
forth on thee, Unfathomable Sea!) 樂，並由演出艾曼紐 (Emmanuelle)色情電影
女主角Sylvia Kristel做女聲吟詩，讓林某人印

在電信領域，我們的使命是掌握 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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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座。銅龜和銅鶴象徵江山永固和統一。其背項有活蓋，腹中空與
口相通，是舉行典禮時點香的工具。太和殿是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所
在，舉行盛大慶典時，於銅龜和銅鶴腹內燃點上松香、沉香，及松柏
枝等香料。青煙自銅龜和銅鶴口中裊裊吐出，御香縹緲。我大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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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模仿畫銅龜，如

萊(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1797－1851；參見圖十八)於19歲時寫

圖十七(右)所示。

出的巨著《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參見圖十九)，是西方文學中的第

光緒皇帝大婚四十

一部科幻小說。她文學才華的光

天前，宮內的護軍

芒，並未被其丈夫所遮掩！

在半夜值宿烤火，

我喜歡雪萊太太勝過雪萊先生，

星火竄入太和門柱 圖十七：太和殿前的銅龜；林某人畫銅龜後經過25年，終於
子的蛀孔中，釀成

在北京紫禁城見到本尊。

大概是因為雪萊先生的作品太
單純，只試圖掌握人生的片面，

大火，整個燒光。最後只得找搭棚匠、裱糊匠、扎彩匠，像戲班搭景般

而非全部。例如他的詩《小夜

的裱糊一座太和門應急。此時清朝正欲圖強，擬興建鐵路。李蓮英卻告

曲》(The Indian Serenade)，老 圖十八：瑪莉雪萊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是 強 調 如 何 死 在 情 人 的 胸 脯 1797－1851)；我畫了幾幅她的畫像，長得都不

訴慈禧太后，說興建鐵路遭人怨且激起天怒，而太和門之災，正是天意
示警。後來朝廷就緩建鐵路，這也成為國力積弱不振的原因之一。最終

太一樣。唯一相同之處是每幅都積極的露出香

清朝也像裱糊的太和門般，虛有其表，幾乎被列強瓜分。

（詩云：I die! I faint! I fail!）。 肩，這應該是19世紀初期的風尚。
莎士比亞的才華就更勝一籌。

[附註二] 雪萊的詩《Time》原文如下：

在《羅密歐與茱麗葉》中，莎

Unfathomable Sea! whose waves are years,

翁除了寫出如雪萊般的純情描

Ocean of Time, whose waters of deep woe
Are brackish with the salt of human tears!
Thou shoreless ﬂood, which in thy ebb and ﬂow
Claspest the limits of mortality,
And sick of prey, yet howling on for more,
Vomitest thy wrecks on its inhospitable shore;
Treacherous in calm, and terrible in storm,
Who shall put forth on thee,
Unfathomable Sea?
女性仰慕雪萊浪漫的情詩，我則傾倒於雪萊太太的科幻小說。瑪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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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外，還加上一堆黃色笑話[文
獻三]，二者間竟能自然融合，
這才高竿。於是乎有人說莎翁
的作品是「不純粹詩」(Impure
Poetry)，而雪萊寫的僅是「純粹 圖十九：《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書名
是故事中瘋狂醫生的名字，他以科學的

詩」(Pure Poetry)。雪萊的單純及 方式使死屍復活。而那個人造人即稱為

「Frankenstein's monster」，圖左這張人造

不通世故，害了他的前妻在懷孕 人郵票因下方所標示字樣，很容易讓人誤
時自殺。但在前妻死後他卻馬上 解Frankenstein就是人造人。郵票註明Boris
Karloff (1887－1969)，是一位英國演員，

和瑪莉結婚。老朋友如拜倫等人 以扮演《科學怪人》中的人造人而聲名大
噪。圖右是我家小孩小時候念的小說，封
都羞於提起他。辛波絲卡(參見圖 面是Casper David Friedrich所畫的《Traveler

二十)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對 Looking Over the Sea of Fog》，被假借來代
表那位瘋狂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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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競賽與電腦通訊及計時技術
「純粹詩」表示懷疑。她認

《時間與電信》一文提到

為任何主題都具詩意，詩人

時間對電信的重要性。而在運動

必須能自現實人生取材，任

競賽，決定勝負也必須依靠準確

何事物都可入詩。

的時間量測。林某人在此閒聊一

[文獻一]《電報的故事》,

下電腦通訊及計時技術和奧林匹

《閃文集II》第105

克競賽的軼聞。法國的顧拜旦

頁

(Pierre Frédy, Baron de Coubertin；

[文獻二]《電話翻譯》,《閃
文集II》第155頁

圖二十：；林某人未完成的辛波絲卡 (Wisawa
Szymborska; 1923-2012)肖像

[文獻三]《由物化女性談起》,《閃文集II》第98頁

圖一：現代奧運之父顧拜旦 (Pierre Frédy,

1863－1937；參見圖一)於1896 Baron de Coubertin；1863－1937)
年發起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Olympic Games)，在希臘雅典舉
行。歷經百餘年，奧運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運動競賽，而如何記
錄運動員的成績，也成為一門學問。在計時、電腦及通訊高科技的
快速演進下，各式各樣的軟硬體輔助設施已大量為奧運會所採用，
協助運動員能丟得更遠、滑得更快、跳得更高，且耐力更持久。另
一方面高科技也提供精確量測紀錄，讓全世界的觀眾能看到奧運選
手令人驚嘆的運動表現。
運動競賽中最主要的量測工具是計時器。奧運會的計時一直由
斯沃琪 (Swatch)集團旗下品牌歐米茄 (Omega)及浪琴表 (Longines)提
供。斯沃琪集團早在1878年就已生產運動計時器，當時浪琴表推出
首只精確度達五分之一秒的計時表，並於1896年雅典舉行的首屆現
代奧運會中使用。之後奧運會的運動項目及其難度和競爭性不斷提
升，而面對量測的重重挑戰，斯沃琪集團結合電腦及通訊於計時科
技，並不斷突破，創造出多元化功能的計時工具。
1912年的瑞典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Sweden)奧運會首度（非正
式）採用終點攝影 (Photo Finish)技術及電子計秒設備來記錄奧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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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 Races)。這個系統整合了時間感測器及精密記時計，1912年後

廣之效果。台灣總督府於隔年（1925年）跟進，在「始政30週年紀

再經過數十年改良，已能為田徑賽事提供合成影像，由影像中比較

念」活動中進行了10天的廣播放送。

各賽跑選手的時間，以及每一位選手在比賽途中的多個時間片段，
並在衝線時間忠實分辨出優勝者。

1936年的德國柏林 (Berlin, Germany)奧運會則首度以電視將比
賽過程轉播給德國民眾，175項比賽總共進行了138個小時的電視播

1932年的美國洛城 (Los Angeles, California)奧運會正式採用碼錶

出。德國國家電視臺用3部攝影機記錄了奧運活動，每個攝影機重

(Stopwatch)及終點攝影。而歐米茄則成為奧運史上第一個提供所有比

200公斤，光是更換鏡頭就需要4名工作人員。而電視信號則傳送到

賽項目計時的腕錶品牌。在此次奧運的五千公尺長跑賽，芬蘭選手

柏林市中心15公里之內的一些特定觀賽場所，例如啤酒屋來播放。

萊賀帝寧兩度刻意擋住美國選手希爾的路，最後終點攝影顯示萊賀

這可能也是歷史上唯一一次對電視觀眾的收視率所做最準確的統

帝寧以幾公分的差距贏過希爾，而獲得冠軍。萊賀帝寧的犯規行徑

計，因為每一個電視觀眾都能清楚計算。最終有162,228人觀看了歷

相當明顯，許多人慫恿希爾向大會提出抗議，爭取金牌。但希爾風

史上第一次奧運會閉路電視直播。

度甚佳，相信萊賀帝寧不會故意犯規。他更說：「何況，拿銀牌很
丟人嗎?」

此外，柏林奧運會也設計了第一個全球傳真路由網路 (Global
Teleprinter Routing Network)，以電傳 (Telex)方式將比賽結果告知全

此次奧運會後，歐米茄與奧運會遂奠定長遠的合作關係，研

世界。當時希特勒掌權，期能利用奧運會來宣傳亞利安種族的優

究開發了大部份的現代體育計時設備。例如今日奧運採用的Omega

越，自然儘可能採用各種先進的通訊技術來傳播。德國人的智慧超

Scan 'O'Vision電子終點攝錄機，完全由電腦控制，能每秒拍2000張

高（大概有不少猶太人的貢

照片，並在每張照片精確標示時間。而這種經由電腦加持的攝像技

獻），也設計在數天內就可

術，更用來協助選手們矯正其運動姿勢，以供其改進效能。1992年

送達世界各地的新聞影片

法國阿爾伯維爾冬季奧運會是歐米茄最後一次擔任奧運會的大會計

(Newsreel Film)，這在當年可

時，也是奧運會首度採用Scan 'O'Vision來記錄短途滑冰賽事的時間。

是嚇嚇叫的尖端科技呢(參

歐米茄共替二十一屆奧運會計時，得到好評，並獲得奧委會頒發的

見圖二)。柏林奧運會後，

「奧林匹克十字勳章」(Olympic Cross of Merit)。

德國人主導的電視用真空管

1924年的法國巴黎 (Paris, France)奧運會首度以無線電廣播方式
由播報員對觀眾解說比賽過程，這距離第一座電台在美國匹茲堡設
立的時間不到四年。當年的巴黎奧運會對無線電廣播技術頗有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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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ikonoskop)更成為歐洲
標準，時間長達近40年。

圖二：1930年代新聞影片的放映機比人還高（高
雄科工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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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屆奧運，希特勒要求德國選手遵循他不合理的訓令，他的

2008年的中國北京 (Beijing, China)奧運會不但有全球衛星電視轉

作為其實大闖紅燈，違反奧運精神；例如，德國選手不得和黑人運

播，更利用聯想 (Lenovo)供應的電腦硬體，以互聯網做線上即時報

動員來往。一位德國選手盧茨．朗格則違反希特勒指示，竟然教導

導。美國NBC電視台拍攝製作3,600小時的奧運活動，進行高畫質電

一位黑人選手跳遠的訣竅。結果這位黑人贏得了四面金牌。朗格在

視 轉 播 。 中華電

二次大戰時陣亡，國際奧委會追贈他一枚「顧拜旦獎章」。

信則斥巨資，以

1956年的澳洲墨爾本 (Melbourne, Australia)奧運會首度達成全球

其Media on Demand

電視轉播賽事的新里程。然而在政治抵制及騷動下，某些國家只肯

(MOD)服務提供台

部分轉播。可見科技再發達，也抵不過政治的現實面。本次奧運會

灣用戶高品質的

採用世界第一具光感攝影機Racend OMEGA Timer，解決了田徑選手

IPTV奧運節目(參

集體衝刺終點線時，難以分辨勝負的問題。

見圖四(左))。

1960年到1998年間IBM贊助奧運的資訊技術，推波助瀾的將網

在這次奧運，

圖四：(左)中華電信MOD提供奧運節目；(右)中國移動宣傳TD－
SCDMA手機觀看奧運節目。

通技術廣泛應用於奧運比賽。1964年的日本東京 (Tokyo, Japan)奧運

中國移動卯足了勁，將其第三代行動通信系統TD－SCDMA廣泛架設

會首度完成全球衛星電視轉播，負責現場實況轉播的衛星「辛科姆

於北京，讓觀眾能以手機上網來觀看奧運節目(參見圖四(右))。相信

1號」，距第一顆電視衛星發射不到兩年。此次奧運，台灣電視公

在此佈建過程，中國移動學到許多營運經驗。不過耐人尋味的是，

司有黑白電視的轉播，當年的錄放映設備保存在高雄科工館(參見圖

北京奧運會後，中國移動卻加快腳步，推廣TD－LTE的技術，而非

三)。2002年的美國鹽湖城 (Salt Lake

TD－SCDMA。

City, Utah)冬季奧運會則以Qwest通訊

2010年的加拿大溫哥華 (Vancouver, Canada)冬季奧運會首度以

公司提供的電腦系統來管理運動員、

單一的 IP (Internet Protocol)網路提供所有具安全性和可靠度的語音、

教練，以及觀眾的出入及各項活動，

影像，及數據廣播服務。這些網通基礎建設由加拿大貝爾及北方電

並加以分析這些資訊，產生即時報

信提供，而整個資訊技術 (Information Technology)則由法商源訊科

告。2007年AT&T 利用其網路通訊技

技 (Atos Origin)負責。源訊科技的IT經理及工程師在2006年就開始

術將美國的三個奧運訓練中心連接，

動工，架設800 部伺服器、6,000部電腦、4,000部印表機，以及無

可同步視訊，讓在遠方的教練也能 圖三：台灣第一套電視節目錄放映設
藉由網通技術精確指導奧運選手。 備，曾用於東京奧運會電視轉播（保

數部的終端機。整套系統據說測試超過10萬小時，可謂工程浩大。

存在高雄科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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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為例，可知要提供奧運的資通訊服務是很辛苦的。而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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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會利用本身的優勢，代言廣告賺大錢。例如從2009年開始，宏

里，曾是化學及煤氣廠的聚集地。英國政府

碁成為奧運全球合作夥伴，也就是2010年的溫哥華冬季奧運、2012

選定這個倫敦較貧窮的地區，作為奧運比賽場

年倫敦奧運，都由宏

所，以活絡該區域的經濟活動；考古學家甚至

碁負責奧運的電腦設

在預定的奧運游泳池下方發現鐵器時代的骸骨

備。宏碁就有一款奧運

呢。

筆電 (Olympic Edition

其實倫敦已辦過兩屆奧運。第一次在1908

Laptop)，編號為Aspire

年舉辦(參見圖八上方海報)。這一年的奧運本

Timeline AS4810TZ－

來由要義大利羅馬主辦。然而義大利飽受多次

4183(參見圖五(左))。
2012年的奧運會在英

圖五：(左)宏碁Aspire Timeline AS4810TZ－4183；
(右)2012年倫敦奧運會場之模型地圖

地震和火山爆發災害，財務窘困，無法籌備奧
運，遂於1906年改由倫敦接手。因此倫敦市只

國倫敦區的史特拉福 (Stratford;

有一年時間去籌備。然而由於賽事規劃經驗不

參見圖五(右))舉辦。史特拉福

足，不能將各項比賽集中在一段時間舉行，導 圖 八 ： 林 某 人 在 倫 敦 與

是亞芳河 (River Avon)畔的寧靜

致這一屆的夏季奧運會歷時長達6個月，是史上 海報合影。
舉辦時間最長的奧運會。

1908年及1948年奧運會的

小鎮，以莎士比亞故鄉而聞名
於世。2010年7月林某人到倫 圖六：林某人遠眺興建中的倫敦奧運場地，右邊
敦一遊，有幸參訪倫敦奧運會

還有一堆鷹架建築。

1939年二次大戰爆發
前夕，國際奧委會進行

的 Viewing facility，瞭解正在興

1944年奧運會之申辦，倫

建中的倫敦奧運會場(參見圖

敦再度雀屏中選。然而

六)。

直到1944年，歐洲戰火持

參訪時由一位美麗的

續，導致該次奧運會被迫

圖九：艾舍 (Otto Aicher；1922－1991)

小姐Misa Numano導覽並做

停辦。倫敦遲至1948年才得償宿願的舉辦第二次奧運會(參見圖八下方

簡報(參見圖七)。由其簡報

海報)。這次奧運會首度為每一種運動設計一個圖式 (Icon)。然而將奧運

得知，位於東倫敦史特拉福 圖七：(左)Misa Numano小姐簡報2012年倫敦奧
的奧運賽區佔地約一平方英 運的種種細節；(右)鍾福貴（站中間者）及林仁

圖式發揚光大的卻是德國慕尼黑奧運會，操刀者為艾舍 (Otto Aicher；

紅（站右邊者）專心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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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1991；參見圖九)，此公擅長將圖式化為國際語言，今日男女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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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圖式的最早版本就是他的傑作。

訊服務。我們和英國電信Innovate & Design部門的首席建築師 (Chief

1948年英國舉辦的奧運會由英國廣播公司BBC轉播，當時奧運

Architect)張先生 (Raymond Zhang)討論。張先生頗感壓力的說，整個

會希望能收到一千多英鎊的轉播權。在漫長的爭論之後，BBC才被

奧運的通訊架構必須在限期內完成，若在奧運比賽的那兩周前無法

說服付費（反觀今日的奧運轉播權利金可是高到讓人掉下巴）。當

通線，就算事後做得再好都沒用。的確，這種有期限的短期電信服

時整個英國只有8萬戶家庭收得到電視轉播，而電視直播信號的發送

務模式，和正規電信等級服務的架設是頗不相同的。

也僅限倫敦周圍80公里的地區。然而這屆奧運會比賽每天吸引了將

談完科技後，再來談談中國與奧運的淵源。1896年顧拜旦曾致

近50萬名觀眾到場觀賽。由於門票銷售超出預期，奧運會最終略有

函光緒皇帝，邀請大清帝國參加雅典奧運（當時翻譯為「萬國運動

盈餘，免去了BBC的轉播金。

會」）。慈禧太后找來幕僚，

同行的林仁紅及鍾福貴兩位先生(參見圖七(右))曾詢問倫敦奧運

研究「田徑」一詞老半天，搞

的網通技術的細節，以及電視轉播如何授權。這些技術性問題Misa

不懂是啥米碗糕，決定不派隊

Numano小姑娘當然答不

參加。第一個搞懂奧運的中

出來。倫敦奧運的網通

國人是「南開之父」張伯苓

服務由英國電信 (British

(1876－1951；參見圖十一)。

Telecom)提供，大夥就

他於1908年參加倫敦奧運會

移師到英國電信的倫敦

後，在天津校際運動會上提出

總部瞧瞧(參見圖十)。

著名的奧運三問：「中國何時

英國電信負責供應倫敦
奧運安全且完備的廣域
網路 (WAN)、無線區域

圖十：(左)英國電信倫敦總部的大樓內部辦公室設計是
開放式天井，相當別出心裁；(右)由左到右為Rachael
Chang、林仁紅、林某人，以及鍾福貴。

能派一個運動員參加奧運會？
中國何時能派一支隊伍參加奧
運會？中國何時能夠舉辦奧運

網路 (WLAN)、客服中心和固定式網路電話等服務。這個通訊架構

會？」他的三個問題直到整整

在賽程期間支援逾205家國際運動組織、2萬家國際媒體、900萬名觀

一百年後北京舉辦奧運，才完

賽者，及超過40億名電視觀眾。賽程中的各項技術與通訊必須仰賴

全得到答案。

繁複的幕後籌備工作。倫敦奧組委所成立的技術團隊，除了英國電
信外還包括北方電信、源訊科技，和三星電子，共同為大會提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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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張伯苓 (1876－1951)

第一位參加奧運會的中國

圖十二：(左) 劉長春 (1909－1983)；(右) 張學

運動員是遼寧的短跑奇才劉長 良(190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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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1909－1983；參見圖十二(左))。他參加了1932年美國洛城奧運會。

落差。楊傳廣比賽前3天的

劉長春「步頻快、步幅大、動作向前性好」，有望奧運奪魁。不幸經

晚上開始頭昏、流鼻水，

費短缺，幾乎無法成行。最後找到張學良(1901－2001; 參見圖十二(右))

比賽時身體狀況不佳。事

資助八千元，勉強一個人上路。25天的長途跋涉至洛杉磯，劉長春無

隔多年，某位台灣退休情

隊醫，營養不良、睡眠不足，體能大為下降。到達賽場未經休整，翌

治主管證實楊傳廣遭人下

日就參加100米預賽，結果以11秒1的成績屈居第五，無緣決賽。比賽

毒。當時政治敏感，政府

結束又因路費不足，差點回不了國。夢想落空的劉長春緊握雙拳，望

沒對外公開。這話不知是

洋興歎：「唉，弱國無外交，弱國也無體育啊！」

否信口開河，楊傳廣聽到 圖十三：(左)楊傳廣 (1933－2007)；(右)紀政當年被
後，當場痛哭失聲。世界 認為是台灣最偉大的女子運動員。音樂家Ric Gerty

1936年德國舉辦柏林奧運會，中國忙著打內戰，玩西安事變，
仍無經費參與奧運。希特勒知曉後，大手筆買單，承擔了中國奧運

曾寫歌《Welcome To Chi Cheng》，歡迎紀政到德

代表團的全部費用，而《中華民國國歌》更於本次奧運會被遴選為

專家曾經評析，楊傳廣的 國。
條件及天分，全世界50年才可能出現一個。他無緣奪得奧運金牌，

世界最佳的國歌。可惜中國69名參賽運動員皆未進入複賽，只見證

實在令人遺憾。

了「亞利安種族的優越」。1948年8月12日，英國《鏡報》(Mirror)

首位獲得奧運會獎牌的中華民國女子運動員是紀政(參見圖十三

刊登了一幅漫畫，畫中一個身材瘦小、穿著中國運動服的人手執白

(右))。她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奧運會贏得80米跨欄銅牌，是東亞女

色大旗，大旗上的五環，竟被畫成了鴨蛋狀。「鴨蛋」下則寫著

運動員中第一位獲此殊榮者。美國人說這位「飛躍的羚羊」 (Flying

1932、1936、1948的字樣，這是諷刺中國奧運代表團參加三屆奧運

Antelope)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女人」。紀政小時候沒有錢，都是

會，均是以「零」告終。

走路上學，怕上課遲到就用跑的，每天這樣跑下來，奠定了跑步的

第一位榮膺奧運會獎牌的中華民國運動員是亞洲鐵人 (Asia Iron

基礎。她說：「贏者絕不停息，停息的人絕不會贏。」

Man)楊傳廣 (1933－2007；參見圖十三(左))。他在1960年羅馬奧運

1984年中國第一次派出龐大選手團參加第23屆奧運會，地點恰

會上奪取十項全能比賽銀牌。1963年楊傳廣在美國聖安東尼運動會

好是當年劉長春去的洛杉磯。迥然不同者，此屆中國共獲金牌15

上，創下9,121分的世界十項運動紀錄，成為人類運動史上第一個突

枚，當中27歲的許海峰在男子10米氣手槍比賽中奪冠，是中國在奧

破9千分大關的十項運動選手。楊傳廣是當時男子田徑十項運動世界

運史上的第一面金牌。「體操王子」李寧則連獲男子鞍馬、男子吊

紀錄保持人，各國都認為他是東京奧運奪標希望最高的選手，沒料

環和自由體操3項冠軍。而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中華台北跆拳道選

到比賽時演出完全走樣，僅名列第五，與賽前的高度期望有極大的

手陳詩欣、朱木炎，打敗群雄，得到兩面金牌。臺灣的總排名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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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與資通訊應用
第32名，這是臺灣在奧運史上表現最好的一次。

2010年7月30日，我應宜蘭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所長陳懷恩教授

奧運比賽中有許多「運動家精神」的故事。例如1964年義大利

邀請，到該校討論Symbian 手機軟體研發，也藉此機會恭賀榮任宜蘭

雪車隊長蒙帝發現英國對手的車隊機件故障，出手相助修理。結果

大學校長的趙涵捷教授。公務忙畢，陳懷恩詢問是否要逛逛夜市。

英國奪冠，義大利屈居第三。蒙帝和隊友堅持不願乘人之危，他們

林某人精神一振，欣然同意。世界領袖教育基金會於2009年針對在

深信，「唯有擊敗最強勁的對手，才是真正的勝利」。這種運動家

台外籍生做「台灣印象」調查，逾七成認為夜市最能代表台灣特

精神，對我們做學術研究的學者，是否有很大的啟示？

色，有七成三外籍客會逛夜市。身為數位內容的經濟部技審委員，
對於夜市的應用服務特別感興趣。
林某人曾逛過士林夜市許多次，覺得相當擁擠(其實「擁擠」正
是夜市吸引人的地方)，資通信技術不易切入。今日陳懷恩選擇台灣
十大夜市之一的「羅東夜市」，正好可以觀察和士林夜市的差異。
這個夜市集中在羅東公園四周，俗稱公園小吃，呈現H型分佈。攤位
的食物包括傳統與現代各家小吃之精華，日夜皆營業，全年無休，
屬於固定商圈的經營方式。這些知名度頗高的小吃美食，不在本文
細表。
夜市中引起我注
意的是，有一家「阿灶
伯當歸羊肉湯」，大排
長龍(參見圖一(左))。
客人那麼多，如何有足

圖一: (左) 「阿灶伯當歸羊肉湯」大排長龍; (右) 阿灶伯

夠的餐桌？於是該業主 用餐區
另外租用一個攤位，當作用餐區(參見圖一(右)) 。就排隊理論(Queueing

Theory)而言，這是很特別的「平行排隊」(Parallel Queues) ，其演算法如
下:當一群人來用餐時，阿灶伯員工會引導一個人排隊點餐，而其他人
則到用餐區排隊等桌位。在整個系統，Servers的服務時間(Service times)

82

閃文集 Ⅲ

閃文集 Ⅲ

83

就很重要，點餐出菜的時間和用餐的時間，必須某種程度同步，否則

活動最大賣點是「玩水」，而主辦單位也邀請各國表演團體共襄盛

會有客人站著端羊肉湯，沒地方坐。於是乎阿灶伯的員工會「關切」

舉，與世界文化接軌。主辦單位的用心在進入會場時就看得到。我

客人用餐的「進度」以及是否有其他攤位的食物在此使用。當然也有

們將車子停在會場對岸的停車場，經由一座雙層吊橋穿過冬山河到

客人不習慣被關切，難免引起糾紛。此時，資通訊技術就可派上用

會場。上層的結繩吊橋名為High-Net，讓遊客親身經歷高空過河的刺

場，以排隊理論為基礎的演算法加上手機簡訊，在不降低客戶滿意度

激與快感，本身就是極好的賣點(參見圖三)。其實中華電信應該贊助

的條件下，可以對夜市點餐做更有效率的管理。

童玩節，將High-Net改名為HiNet，一語雙關，並在橋上架設寬頻網

當大夥在阿灶伯用餐區大快朵頤時，忽然有人拿專業攝影機對
著林某人猛拍(參見圖二)。林某

路，將網通技術與童玩
深度結合。

人也是見過大場面的人，當然

童玩節是一個複合

自然以對，配合演出。拍攝完

式的藝術節，由展覽、

畢，我詢問是哪一電視台。答

遊戲、交流、演出四大

曰: 「Momo台」。再問: 「為何

主軸交錯串連。展覽、

拍我?」答曰: 「坐在餐桌的人們

遊戲及交流讓遊客和節

都低頭猛吃，拍不到臉。只有你

目主題有深度互動，以童玩為軸

東張西望，正好入鏡。」 我當

心，展示不同國家、民族及年代

時正拉長脖子，很優雅的四處

圖二: Momo電視台的攝影雙人組

圖三: 跨河High-Net 晚上燈亮，更漂亮。

的童玩文化，並在園區內現場教

觀察，冥想資通訊應用的點子，自然沒低頭。不過，這種節目，不

授童玩DIY(參見圖四(左))。玩累

是應該有漂亮美眉當主持人來訪問我嗎 ? 怎麼只有這兩位彪形大漢 ?

了，也可以很輕鬆的趴下來休息

林某人憋不住，旁敲側擊的問:「這段拍攝何時會播出?」很失望的得

(參見圖(右))。上述三種元素，

到答案，這是存檔的記錄影片，電視台有備無患，平時到處拍攝場

在一般的活動都可看到，但邀請

景，當節目要相關資料時，才會抓出來瞧瞧是否用得上。其實要建

來自世界五大洲、具水準的各國

立這種資料檔案，也可以利用資通訊Web 2.0模式產生，這兩位大哥

民俗舞蹈團體，讓觀眾可以從舞蹈、服裝、音樂等方面，一次飽覽

就不必這麼辛苦在現場奔波了。

世界文化特色，就很不容易。這個「演出」部分係透過CIOFF龐大的

隔日陳懷恩帶我們到冬山河親水公園參加宜蘭童玩節。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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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左)) 童玩DIY; (右) 趴下來休息

會員國系統達成的。而主辦單位也視經費狀況，贊助部分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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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團隊來宜蘭。

選歌曲。原來的第一句歌詞「Para ballar La Bamba」被改成「Barack

以民俗舞蹈交流，是瞭解不同文化的最好方式，而童玩節最棒
的一點是，當舞者表演完後，不是立

Obama」，讓歐巴馬贏走了不少拉丁美洲裔人民的選票。
我小時候迷上華倫斯(Ritchie Valens; Ricardo Esteban Valenzuela Reyes;

刻離開，而是可以融入遊客，和其他

1941 –1959；參見圖七)所唱的

人打成一片。這是很好的設計。圖五

《La Bamba》。華倫斯於1958

是台灣團隊在表演前化妝的情形。

年將墨西哥這首傳統舞曲改編

野外劇場(Outdoor Theater)是各

成搖滾樂曲。改編的歌很漂亮

國民俗樂舞的表演場地。林某人到

的結合了搖滾樂及傳統拉丁美

達劇場時，正好是墨西哥「沙阿卡

圖五:台灣原住民表演前的化妝

洲音樂，在搖滾樂佔有一席之

貝民俗樂舞團」（CONJUNTO ARTISTICO "ZAACB&Eacute"）的演

地，於2001年被選入Rock & Roll 圖七: 華倫斯(Ritchie Valens；Ricardo Esteban

出。墨西哥的傳統民俗舞蹈免不了吉他的伴奏(參見圖六(左))。數首
民俗樂舞後(參見圖六(右)) ，忽聞吉他一陣快彈。林某人精神一振，

Hall of Fame，也被 《Rolling 的一個貧困墨西哥裔家庭，17歲時成為流行唱
Stone magazine》選為前五百名 片界的巨星。剛以 《La Bamba》 紅遍全球就

轉過頭來跟旁

的偉大歌曲(而且是唯一的一

邊的聽眾興奮

首非英語歌) 。華倫斯於1959年2月3日因飛機失事身亡，同機還有兩

的說:「這是La

位有名的搖滾樂手。有人說，2月3日這天「音樂死了」(The Day the

Bamba耶。」

Music Died) 。墜機身亡時，華倫斯才17歲。

旁人好像沒有
特 別 感 覺 ，

Valenzuela Reyes；1941 –1959)出身於芝加哥
死於墜機意外，結束短暫而多采多姿的一生。

以《La Bamba》為例，有很多觀眾不知這首有名的歌，或者熟
圖六: (左) 吉他的伴奏; (右) 沙阿卡貝民俗樂舞

悉其旋律，卻不知道其背後的故事，實在太可惜了。各國表演的民

讓我有點掃興。《La Bamba》是我很喜歡聽的一首歌。這個字無法

俗舞蹈有太多故事可以細訴，在輕鬆享受之際，若能潛移默化的灌

翻成英文，和西班牙文bambolear相近，有「抖動」或「跺腳」的意

輸觀眾新資訊，豈不遠勝課堂上死背的知識 ? 而資通網路技術是可

思。在墨西哥的維拉斯克(Veracruz) ，這首歌常在婚禮演奏，由新郎

以達到這個目的的。利用行動電話的Cell Broadcast功能，可以在每一

及新娘對舞。歌詞中重複著「Yo no soy marinero, soy capitán」(意思

段舞蹈演出前，以靜音模式將舞蹈的背景故事，即時傳輸到觀眾的

是「我不是水手，我是船長」) ，是新郎對新娘承諾，他會在婚姻中

手機。

扮演忠實的領航角色。La Bamba的旋律也被改編為2008年歐巴馬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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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主來迎接呢(參見圖八) 。全世

彈珠汽水是英國人科德(Hiram

界的冷泉僅存在於義大利及台灣。

Codd；1838 –1887；參見圖十(左))

台灣的冷泉又以蘇澳冷泉最為出

於1872年的發明，稱為科德瓶

名，號稱「天下第一奇泉」。冷泉

(Codd bottle)。原理是利用蘇打水

的形成必須有豐沛的地下水及石灰

內氣體壓力，將瓶內玻璃珠頂住

鈣岩層，而蘇澳正好二者兼具，產

瓶口，取代當時以軟木塞封口的

生台灣唯一的碳酸氫鈣冷泉，水質
清澈透明，可以飲用 (台灣其他冷 圖八: 蘇澳冷泉號稱「天下第一奇泉」。

技術。彈珠汽水的瓶身為玻璃所 圖十: (左) 科德(Hiram Codd；1838 –1887)；
製，像美女身材般的分成兩段。 (右) 科德瓶的玻璃珠封口機制

泉如北埔冷泉屬於特殊碳酸與硫磺共生泉，每週必須進行兩次的刷

上段是瓶頸，瓶口有一圈塑膠環，用來卡住玻璃珠。瓶頸兩側內

洗與放水工程，冷泉池有時會見到浮游雜物)。

凹，彈珠落下時只會在上半部滾來滾去，而不會掉落下半部(參見圖

冷泉溫度約攝氏21-22度，林某人怕冷，下水時，一寸一寸沉

十(右))。1876年日本人採用科德瓶製造瓶裝檸檬水(亦即「那姆內」;

入，凍得發抖 (下次我會改策略，一次沉入池底)。習慣水溫後，觀

日本外來語是ラムネ)，必須加入二氧化碳，以其壓力來封口。二氧

察池底，不斷冒出氣泡，附著全

化碳能降溫，因此冰涼可口，成為大受歡迎的檸檬口味碳酸飲料。

身。這氣泡是二氧化碳，因此陳

第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軍艦上都設有生產彈珠汽水的設備，以提升

懷恩形容，泡冷泉時，整個人如

日本海軍戰力。

同浸泡在汽水裡(參見圖九(左))。

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後，日本軍人竹中信景無意發現蘇澳冷泉

氣泡的由來是岩層內部碳酸鹽分

的泉水清涼可飲，還略微甘甜。於是有一群桃太郎學者投入冷泉的

解，釋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氣體。

研究，共發表五篇和蘇澳冷泉相關的學術論文，發現冷泉竟然是碳

二氧化碳氣體在上升減壓狀況

酸水，可以不需人工打入二氧化碳，真是妙哉。趕緊成立台灣第一

下，逐漸吸熱而膨脹，形成大量

座彈珠汽水工廠，賣起汽水。這個工廠直到1948年才關門打烊。

氣泡，並將泉水的溫度降至攝氏 圖九: (左) 林某人浸泡在汽水般的冷泉裡；
21度。由於水質純淨，溶入二氧 (右) 彈珠汽水又稱波子汽水(Ramune，ラム

民觀察到冷泉中並無魚蝦生長，而昆蟲掉入水中，竟然會死翹翹，因

化碳的冷泉還真的被做成彈珠汽

此認為是有毒的泉水，不敢靠近。其實只要做化學分析，就會知道這

水賣呢(參見圖九(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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ネ) ，在日本是極受歡迎的碳酸清涼飲料，
其包裝方式特殊，用一顆玻璃珠封口，瓶
頸兩側凹入，要喝時將彈珠壓入，使之掉
落在瓶頸處即可飲用。

比起日本人，台灣同胞的科學研究精神就差了一截。早期蘇澳居

是大量二氧化碳造成的結果。1873年「牡丹社事件」爆發，日本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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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用兵，派36歲的海軍少佐樺山

用NCP發展的無線感知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技術，自動回報。

資紀（1837－1922；參見圖十一）

宜蘭縣的史料提到蘇澳冷泉的泉水出露處，是1874年清朝提督羅

潛入台灣偵察。樺山資紀在蘇澳登

大春開鑿的蘇花古道起點。林某人有一段時間迷上吳哲身所著的《太

陸，蒐集風土民情資料時，不相信

平天國英傑錄》(參見圖

地方人士「泉水有毒」的說法，親

十三(左))，研究太平天國與

自在蘇澳冷泉中洗澡，覺得清涼舒

清朝之間的攻防戰略，知道

適。樺山資紀大概太喜歡冷泉了，

當時有羅大春(1833－1890；
圖十一：樺山資紀（1837－1922）是日
本帝國時代海軍大將，成為台灣日治時期
首任總督。

李伯通的《西太后艷史演

督。於是在泡過蘇澳冷泉後22年後，樺山資紀得償宿願，再度來到台

義》描寫羅大春，不太正

灣，就職第一任台灣總督。

面。但此公身經百戰，在危 圖十三：(左) 林某人珍藏超過30年的《太平天國英

因此在甲午戰爭後，一直纏著日本
首相伊藤博文，讓他來台灣當總

冷泉水中含二價鐵離子，本為無色，接觸空氣後很容易氧化成褐

參見圖十三(右))這號人物。

急之時，常能轉敗為勝。羅

傑錄》； (右) 羅大春(1833－1890)

色氫氧化鐵沈澱。林某人觀察池底

大春寫了一本《思痛錄》，對戰亂諸多反思。我一直想見識這本書，

的白色卵石，底部都呈現褐色(參見

卻找不到。我以前不知東澳開闢到花蓮的古道，是羅大春完成的。這

圖十二)。四處張望房間，未見通風

個工程可不簡單，對他的評價，再加一分。

口，心中有點發毛。地下冷泉不但
含有大量二氧化碳氣體並有少量之
氡氣，若未能保持浴室通風良好狀
況，可能會淤積二氧化碳，造成窒 圖十二：冷泉池底的白色卵石，底部都呈
息事故。氡氣的問題更嚴重。這種 現褐色。
氣體會衰變，形成一系列帶幅射的微粒。若吸入氡氣，部分微粒會積
聚肺部並繼續散發幅射，增加罹患肺癌的機會。林某人20年前在美國
新澤西州買房子，地下室都要通過氡氣含量測試的，因此印象深刻。
冷泉業者可要多加留意。其實二氧化碳及氡氣的即時量測通報，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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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情人夢
我很幸運能從事資訊網路領域的研究工作。年輕時尚無個人電

生會員的優惠價訂閱IEEE

腦，而大型計算機並不普遍，有機會使用計算機跑程式，是很幸福

Computer Magazine。當時在

的一件事。大學時代，我每天清晨6點就會到計算機中心排隊，搶

台灣並不容易獲得計算機方

著以電腦打卡機(後來是終端機)來寫程式。看著卡片一一餵入讀卡

面的最新資訊，因此IEEE

機，「噠噠噠」的響一陣後，計算機就會給答案，相當有趣。和計

Computer Magazine的每一篇

算機互動，感覺就像在談情說愛。我如何墜入資訊的愛河？這得由

文章，我都聞所未聞，彌足

1979年我的大一時代說起。當年成功大學電機系是很無聊的「和尚

珍貴。每個月都伸長脖子，

系」，女生不但是稀有動物，甚至幾乎是絕種動物。因此林某人常

等待新一期的雜誌寄來。光 圖一：(左)貝克士(John Warner Backus；1924 –

常跑到外文系旁聽廝混，看看女孩順便學學英文。不過當年外文系

用手撫觸印刷精美的頁面，

女生頗不容易搭訕。每次絞盡腦汁，藉故提問，她頭一撇，就是不

就覺得好生快活。某次在雜

理睬，讓人尷尬得不知如何打哈哈。

誌上讀到一篇介紹計算機語

有一天，聽到外文系女孩聊天，說暑假要到計算機中心學電

言Pascal的文章。當時我只

腦。於是想到，如果能當計算機中心的助教，一定有一堆女生主

懂Basic、Fortran，及COBOL

動來談天問問題，豈不是老鼠掉進牛奶缸的好機會？於是我想盡門

這些結構較鬆散的計算機語

路，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在大一暑假時，巴結到計算機中心的助

言，Pascal結構較嚴謹，似

教職務(這個工作一般不給大一學生的)。果然在擔任助教時認識了我

乎優點甚多，引發我學習的

的太太，也愛上計算機工程，走上資訊研究的不歸路。當時我學會

念頭。

的第一個高階語言是Fortran，每天寫程式，幾乎成癮。Fortran是貝克

Pascal這個計算機語

士(John Warner Backus；1924 – 2007；參見圖一(左))的發明。他很幽

言於1970年由沃斯 (Niklaus

默的說他因為懶惰不想寫機器碼，才發明Fortran (他道：「Much of

Emil Wirth；b. 1934；參見圖

my work has come from being lazy」)。

二)所發明，以法國數學家

2007) Turing Award (1977) Citation: For profound,
influential, and las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sign of
practical high－level programming systems, notably
through his work on FORTRAN, and for seminal
publication of formal procedures for the specification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右) 2005年拍攝於交通
大學研發長辦公室。我站在右邊(時任研發長)，張
俊彥教授站在中間(時任校長)，站在左邊的是副研
發長卓訓榮教授。

我大學二年級時，系主任張俊彥教授(參見圖一(右)中間)相當照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 圖二：沃斯 (Niklaus Emil Wirth ; b. 1934 ) Turing

顧，推薦我成為IEEE的學生會員。在那個年代，我大概是台灣極少數

–1662；參見圖三)命名。帕 innovative computer languages, EULER, ALGOL－W,

成為IEEE會員的大二學生。因為我對資訊領域特別有興趣，於是以學

斯卡的老爸想法怪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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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上學。他老爸也許做對

個字是由拉丁字algorismi演變

了，帕斯卡因此沒有被前人

來的。而algorismi是在18世紀時

的思想限制，另闢途徑，自

翻譯自阿拉伯字「花拉子米」

我思考出一套創新的數學理

(al－Khwarizmi)。花拉子米 (Abu

論。1642年，帕斯卡幫助父

Abdullah Muhammad ibn Musa

親課稅，因為懶惰，不想做

al－Khwarizmi；783－850；參見

一大堆加減法，於是設計了
一種計算器(Calculator)，稱之 圖三：帕斯卡(Blaise Pascal ; 1623 –1662)；他三

圖四)是第九世紀的波斯數學大 圖四：花拉子米(Abu Abdullah Muhammad
師。在那個時代，巴格達是科技 ibn Musa al－Khwarizmi；783－850)；右圖

為 Pascaline。最初是設計來做 大。小孩子晚上睡覺前，父親不會講床邊故事，
計算金額的加法運算，但若 就編寫簡單的數學計算給孩子讀。帕斯卡一會識

研究和商業交易中心，歐洲瞠乎 1200周年誕辰紀念。
其後，只能甘拜下風。因此阿拉伯世界有此偉大數學家，也在意料

利用餘數技巧（如被減數可 數學就是童話。

之中。花拉子米首創演算法(Algorithm) 的概念，成為後世計算機科

以轉成餘數，然後跟第一個數目相加），也可以用做減、乘和除法。

學的一個重要基礎。

歲時喪母，由擔任稅賦官，喜愛數學的父親帶

字，就將歐基理德的數學課本當童話書看，以為

Pascaline並非全世界第一個計算器(最早的計算器是Wilhelm Schickard於

是蘇聯於1983年6月發行的郵票，慶祝他

大二下學期(1981年) ，我在IEEE Computer Magazine看到一張女

1623年發明; 參見《早期的計算工具》一文) ，但頗為有名。帕斯卡製

孩的圖片(真是書中自有顏如玉

造50部Pascalines，由於太昂貴，最後變成有錢人的玩具。直到今日，

啊)。這位女孩名叫艾達(Augusta

仍然有兩部這種計算器的原型機，分別收藏於法國及德國的博物館。

Ada King；1815 –1852；參見圖

帕斯卡在35歲時，有一段時期牙痛失眠，只好半夜爬下床，研究擺

五(左))，是浪漫詩人拜倫(Lord

線，打發時間。因而寫下許多獨創的心得，完成他在數學方面的最後

Byron；1788 – 1824；參見圖五

貢獻。

(右))的女兒。因為她是樂福雷斯

我寫Pascal程式，頗能體會其架構的優點，程式的診錯比Fortran
容易。沃斯寫一本書《Algorithms+ Data Structures = Programs》，明

的女伯爵(Countess of Lovelace)， 圖五：(左) 艾達 (Augusta Ada King ; 1815
所以又被稱為Ada Lovelace。全世 –1852)；(右) 拜倫(Lord Byron; 1788 – 1824)

白宣示，程式(Program)要寫得漂亮，必須在資料結構(Data Structure)

界第一個程式是她撰寫的。這個故事說來話長，必須先由計算機之

及演算法(Algorithm)下苦功[附註一]。我大二時英文鴉鴉烏，勉強

父巴畢基談起。

知道Data Structure，而Algorithm是啥東西，翻半天字典才搞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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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固定的數值運算 (Fixed

我大學時代，學校最先進

Numerical Task)。而可編

的大型計算機CDC Cyber 170

程序計算機(Programmable

仍然使用打孔卡片來輸入程

Computer)的觀念則是英

式。年輕的朋友大概沒有「打

國數學家巴畢基(Charles

卡片」的經驗。林某人當年躬

Babbage；1791 –1871；參

逢其盛，開過這種洋葷，每天

見圖六)所發明。巴畢基

可打上千張卡片(參見圖八)。 Charles；1752 –1834)；(右) 查卡發明的花梭
跑程式時，兩個肩膀各扛一大 機(Jacquard loom)的概念被應用於計算機程式

設計了分析引擎(Analytic

圖 七 ： 查 卡 ( J a c q u a rd ; J o s e p h M a r i e

圖六：巴畢基(Charles Babbage；1791 –1871)

的編寫，對計算機科學有重大貢獻。

Engine)，利用數量大到可覆蓋整個足球場的齒輪及驅動器，來儲存

箱卡片，顧盼自雄的

1,000個50位數的十進制數字。整個機器由打孔卡片(Punched Card)控

將一大疊卡片餵入一

制，可自動執行加減乘除運算。不過這部機器並未真正被實現。艾

部讀卡機。卡片數量

達幫巴畢基描述分析引擎的設計，並為它編寫第一個程式(巴畢基可

之大，讓旁邊的女同

並沒有艾達這種寫程式的遠見呢)。拜倫為人類創作情詩，而他的女

學，看得崇拜不已。

兒則為電腦編寫程式，多麼的浪漫! 1979年，美國國防部想將計算機

其實是我的程式寫得太爛，三四行指令可完成的計算，卻寫了幾

語言模組化，重金懸賞設計新語言，最後得標的提案，將新語言命

十行。當時計算機中心約有20部打卡機，使用率相當高，也常常故

名為Ada。我由IEEE Computer Magazine讀到許多Ada語言的介紹，

障。每當女同學束手無策的坐在故障的打卡機前，林某人就自告奮

心中十分嚮往。但是當時的計算機仍然無法跑Ada程式。我只能感嘆

勇的幫忙排除問題。當年就是靠修理打卡機，才有機會和林夫人搭

Ada這位女伯爵終究只可遠觀，不能褻玩焉。更可惜的是，Ada語言

訕，約她出去吃飯的。

的設計太過複雜笨重，無法變為主流，終究無疾而終。

圖八: 打孔卡片

成大電機系還有更早期的IBM計算機。開機時必須用一捲打孔

巴畢基以打孔卡片控制分析引擎的作法相當巧妙，但並不是原

紙帶喚起作業系統，才能正常運轉。我大二修組合語言(Assembly

創的想法。法國人查卡(Joseph Marie Charles；1752 –1834；他被暱稱

Language)這一門課，就是跑這一部老爺計算機。這部計算機的印表

為Jacquard;參見圖七) 早在1804 就使用同一樣式的穿孔厚紙卡 控制

機，列印龜速，猶如阿里山的小火車在上坡。炎炎夏日，我最喜歡待

紡綞和飛梭的交互運作，以此編寫程式來控制織布機，織出不同的

在冷氣電腦房。聽著IBM老爺印表機「科哩、卡拉」的列印聲，不久

花樣。打孔卡片的概念，被巴畢基借用來控制分析引擎。

就會被催眠夢周公，睡一整個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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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大學畢業後，我被分發到龍潭山仔頂的「陸軍通信電子資

迷住，尤其是她和電腦合奏樂曲那四分鐘片

訊學校」(陸軍通校)當兵。陸軍通校有一部DEC VAX750迷你計算機，

段，將庸俗的電腦合成音樂和優雅的大提琴

可以跑C語言。這是我首度接觸迷你計算機。那段日子，我很喜歡寫遞

演奏巧妙結合。這個片段我觀看不下千次，

迴程式(Recursive Program)，簡單寫幾行C指令，就會讓迷你計算機跑得

最後VHS錄影帶斷裂。讀者諸君可在網路搜

不亦樂乎。例如要算n的階層(n!)，只要寫一個功能程式 factorial(n)，跑

尋引擎鍵入"The Duel Scene － Electric Dreams

兩行指令即可:

Movie"免費觀看這個片段。麥德森在本片扮

if (n <= 1) return 1;

演的女郎形象清純，和她後來幾部影片的蛇

else return n * factorial(n－1);

蠍美女角色迥然不同。

圖十: 麥德森(Virginia Madsen)

當兵時期開始讀演算法相

《Electric Dreams》提出許多電腦應用服務，也暗示電腦應用

關書籍，沉迷於迪科斯徹(Edsger

並非萬能。例如主角以電腦控制家電，以為很便利，後來卻深受其

Wybe Dijkstra；1930 –2002；參見

苦。這些劇情在我心中植入

圖九)的最短路徑(Shortest－Path

許多想法，影響到我後來手

Algorithm)演算法。此公當年寫

機控制家電用具，及手機音

出第一個 ALGOL 60 編譯器，工

樂的研究。不過有些影評給

作期間決心在完成前不刮鬍子。 圖九：迪科斯徹(Edsger Wybe Dijkstra；1930
六週內完工後發現留鬍子也不 –2002) Turing Award (1972) Citation: Edsger

這個片子的分數並不高。這部

錯，就一直留著。1990年代初

Intelligence)有點概念，也認識

期，我有幸和迪科斯徹討論研究
議題，覺得他做事相當嚴謹。
1985年，我觀看一部電影
《Electric Dreams》的錄影帶，對
資訊應用產生很深刻的印象。我
被片中麥德森(Virginia Madsen；
參見圖十)所扮演的大提琴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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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jkstra was a principal contributor in the late
1950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LGOL, a
high level programming language which has
become a model of clarity and mathematical
rigor. He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proponents of
the science and art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in general, and ha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His fifteen years of
publications extend from theoretical articles on
graph theory to basic manuals, expository texts,
and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s in the field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影片讓我對人工智慧(Artificial
了旻斯基(Marvin Minsky；b. 圖十一：旻斯基(Marvin Minsky；b. 1927 )
1927；參見圖十一)這位人工智 Turing Award (1969) Cit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慧大師。此公神力驚人，多才多藝，在1957 年時提出共焦顯微術的
概念，但由於當時缺乏適當的光源與數據處理的能力，使得這一創
見仍停留在純理論之階段。雷射技術成熟後，他的理論才在1987 年
作出實用產品。
1985年服完兵役後，我赴美國的華盛頓大學攻讀Compute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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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華大計算機科學

美國數學家卻曲(Alonzo Church；1903 –1995；參見圖十三(左))

系充滿未知的寶藏，讓我深

精研數學邏輯，對計算機的理論有重大貢獻。他所發明的lambda

深體會自己學識的淺薄。入

calculus，Church's thesis 以及 Church－Rosser theorem，我班上的同學

學第一年，因為對學科基礎

都能琅琅上口，只有我毫無概念。加緊學習後，總算稍有認知: 原來

完全沒有概念，只好一切重

卻曲 (Church)不是「教堂」，而是lambda calculus的發明者，一直影

頭來，和我的資訊情人再苦

響著計算機語言的設計。

戀一番。我還記得上程式語

經由卻曲的研究，我也認識了被稱為美國最偉大的邏輯學家

言的課，首度以LISP語言寫 圖十二：馬卡西(John McCarthy；1927 –2011)
作業。這語言是人工智慧之 Turing Award (1971) Citation：McCarthy's lecture

(America's greatest logician) 皮爾

父馬卡西(John McCarthy；

–1914；參見圖十三(右)) 。他

1927 –2011；參見圖十二)的

"The Pres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topic that covers the area in which he
has achieved considerable recognition for his work

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
創建了符號學分支的邏輯學，

發明，美國學生人人皆知，只有林某人第一次見識到。於是別人花一

並發現邏輯運算可以用電子開

個小時就能寫完的LISP作業，我必須花上一天或更多的時間，重頭學

關電路完成，因此預見了電子

起，才能完成作業。
尤其在計算機理論方面，我的認知幾乎是空白。記得那一年修

計算機的可能性。皮爾士的文 圖十三：(左) 卻曲(Alonzo Church；1903 –1995);
章艱澀難讀。他發明「實用主 (右) 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 –1914)

正規語言 (Formal Language)課程，老師是世界有名的計算機理論學

義」(Pragmaticism)一詞時也很坦白的說：「這個詞長得夠醜，不會被

者Professor Paul Young。他留著一臉落腮鬍，講話時聲音由鬍子後面

綁架。」結果大夥受不了他的艱澀文字，硬是將「Pragmaticism」砍成

冒出來，似乎有不少字母被鬍子卡住，即使林某人豎起耳朵，仍然

Pragmatism。圖林 (Alan Mathison Turing；1912 – 1954) [附註二] 是卻曲的

聽不清楚。而他的黑板字一樣糟糕，26個英文字母，我分辨不到七

學生。他發明了圖林機 (Turing Machine)，能以抽象的數學表現出演算

成。Professor Young自己也承認常常認不出自己寫的字。他在課堂上

法。第一個能運作的圖林機 (Functional Program-controlled Turing-Complete

介紹「卻曲(Church) 」、「圖林 (Turing) 」，美國同學都頗有體會，

Computer) 是德國土木工程師蘇斯 (Konrad Zuse；1910 － 1995；參見圖

讚嘆點頭; 對我而言，卻是郭公夏五，不知所云。感覺上整個班上

十四) 於1941年完成，取名為Z3。

是談笑有鴻儒，而往來卻只有我一個白丁。下課趕緊去問啥是「卻
曲」、「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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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1985年的某次課堂上，Professor Young很興奮的說他想到一
個新定理，當場證明給我們看，他反覆解釋了兩個半鐘頭，我才勉
閃文集 Ⅲ

101

學習和研究面臨困境，我當然感到挫折，但以台大外文系教
授顏元叔的「二度和諧」觀點視之，終可坦然面對現實。顏元叔
以文學打比方。他說：「文學本身固然充滿趣味；可是，誰能說讀
完《莎士比亞全集》，不是勞苦的工作? 誰能說細讀彌爾頓的《失
樂園》，開始不是辛苦的事?只是當你克服困難，化難為易，會有
苦盡甘來的樂趣…我欣賞真正的樂趣，是苦盡甘來的"二度和諧"
圖十四：(左) 蘇斯(Konrad Zuse；1910 － 1995)

的樂趣。」於是我和我的「資訊情人」展開一場韋編三絕、「二

強聽懂他在說什麼。正在覺得很有收穫時，一位美國學生Bob忽然舉

度和諧」的苦戀之旅。記得當時讀海明威短篇文集《Men Without

手，說: 「Professor Young，你的證明錯了!」接下來半個鐘頭，只聽

Woman》(沒有女人的男人)，鼓勵自己像《The Undefeated》(不敗者)

到他們倆個人你來我往的爭論，而我則是鴨子聽雷，不知發生何事。

文章中的主角一般，意志絕不服輸。幸好在Professor Baer 耐心帶領

最後只見Paul Young將黑板擦乾淨，說: 「我證錯了!」結束了三小時

下，我的研究漸漸能進入狀況。

的課。下課後我益加覺得個人程度太差，如同高攀不起愛慕的對象，

1986年後，我改由Professor Edward Lazowska (參見圖十五(右))

被資訊這個情人拋棄一般，沮喪的走到華盛頓湖，一度想跳入湖心。

指導。他給我最大的啟發是「從事研究時一定要問對問題」。

當時我跟著 Professor Jean-Loup Baer (參見圖十五(左))做研究。他正

Lazowska 說:「問一個好問題或將問題做對的重組，答案自然就浮

執行一個IBM的計畫，要我當他的研究助理。一開始時，我非常沒有

現。(Ask a good question or rephrase it in a right way, and then the answer

信心，怕做不好。因此告訴 Baer，說: 「我先不要領錢，等做好研究再

follows.) 」我每星期和他討論的時間往往只有半小時，對多數研究

拿。」他不同意，堅持我一定

生來說，半小時聽起來是很短暫的時間，但對我而言已足夠了。我

要拿錢。我第一次向IBM金主

和Lazowska討論問題，常常告訴他問題很難。他閉目聽我敘述完畢

報告時，結結巴巴，不知所

後，會微笑講道：「我重新將你的問題說一遍給你聽。」於是重新

云，而臺下的Baer則臉色越來

以另一個角度描述問題。當他說完時，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了。

越綠。Baer被折磨到會議結束

所以定義一個問題很重要，如果定義不清，做一大堆研究其實只是

後，鬆了一口氣，很慈祥的拍

在繞圈圈，你花了很大力氣最後才發現沒用。這段期間，我苦讀克

拍我肩膀，說: 「我看你也很累 圖十五：兩位恩師 (左) Jean-Loup Baer；(右)
了，還是早點回去休息吧。」 Edward D. Lazowska

努斯(Donald E. Knuth; b.1938;參見圖十六)的巨著《The Art of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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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讀到福洛以德巧妙

文是老師花了很多時間教

的演算法，不禁喜不自勝。

導，才稍有寸進。Professor

福洛以德 (Robert W

Lazowska 實在受不了我的

Floyd；1936 – 2001；參見

破英文，花錢消災，在實驗

圖十七)是神童，十七歲時

室的電腦裝上檢查文法的軟

大學畢業，未曾攻讀博士

體，讓電腦先改我的英文。

學位，卻在二十七歲時成

那個時代還沒有免費的文法

為史丹福大學的正教授， 圖十六：克努斯(Donald E. Knuth；b. 1938 ) Turing
極受克努斯的推崇。我後 Award (1974) Citation: For his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軟體，得花錢採購。經過文

來加入電話公司，進行電

教，爾後勉強能寫英文論文。畢業後，由太太取代了文法軟體這個

話網路線的最短路線連接
研究，頗受益於克努斯及

analysis of algorithms and the design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in particular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through his well－
known books in a continuous series by this title

福洛以德的理論。

圖十八：幫我改論文的太太櫻芳及女兒明萱

法軟體這個資訊情人一番調
情人，幫我改論文，其後女兒明萱也幫我改過論文(參見圖十八)。受
到Lazowska和Baer兩位教授這種認真改論文作法的影響，使我日後在
指導學生論文時，也抱持著同樣的態度修改學生的英文報告(不過我

Lazowska和Baer兩位

會一邊改論文，一邊碎碎念)。博士畢業已超過20年，今天我每寫一

教授也是我的英文老師，

篇論文，就像和資訊情人再談一次戀愛，相當享受當中的樂趣。

批閱學生書面報告的態

[附註一] 我在研究所時代研讀霍普克羅夫特(John Edward Hopcroft；

度，非常認真。我的英文

b. 1939；參見圖十九)的資料結構(Data Structure)及演算法(Algorithm)

很爛，常常抄寫別人的句

著作，深深體會到的這兩門課的重要性，因此在交大資工的課程上做

子，雜湊為文，背謬矛盾
處處可見，甚至魯魚亥
豕，烏焉成馬。老師很有
耐心的花時間仔細改好，
再告訴我寫作的方式出了
甚麼問題。所以我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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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福洛以德 (Robert W Floyd；1936 – 2001)
Turing Award (1978) Citation:For having a clear influence
on methodologies for the creation of efficient and reliable
software, and for helping to found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subfields of computer science: the theory of parsing,
the semantics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automatic
program verification, automatic program synthesis, and
analysis of algorithms

了變革，要求修習這些基本課程沒有及格的學生，必須擋修後續的進
階課程。根基打好了才能往下走，是我的信念。
[附註二] 英國數學家圖林(Alan Mathison Turing ; 1912 – 1954；參見
圖二十) 被譽為現代計算機科學之父，是圖林機(Turing Machine)發明
人。他在二次大戰時設計發展出「巨像」(Colossus)計算器，很有效
的破解了德國的Enigma密碼。時代雜誌將他選入20世紀最有影響力
閃文集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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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傳情 • 電話斷情
的100 人之一，評論曰:「The

《資訊情人夢》文中提到我

fact remains that everyone who

大學時代追女朋友，為了傳情，

taps at a keyboard, opening

得使出渾身解數，十分不易。本

a spreadsheet or a word－

文就來談談如何傳情吧。林某人

processing program, is working

住在新竹鄉下，住家前後院的土

on an incarnation of a Turing

壤肥沃。我家小孩吃木瓜，隨手

machine. 」資訊界的諾貝爾獎

將木瓜籽丟在後院，竟然冒出好

以他命名，稱為圖林獎。圖林
是同性戀者，而在他的年代，
同性戀被認為是病態且犯法
的。因此他被起訴定罪，毀掉

圖 十 九 ： 霍 普 克 羅 夫 特 ( J o h n E d w a rd
Hopcroft；b. 1939) Turing Award (1986)
Citation: For fundamental achievements in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了事業，沒多久就去世。

幾株木瓜樹，而且長出一大串

圖一：林某人家中大小不一的木瓜樹

木瓜，速度驚人(參見圖一) 。望著枝葉茂密的木瓜，讓我想到「木
瓜傳情」。《詩經•國風•衛風》: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
也，永以為好也。」古時未婚的女子，可以向男子投擲瓜果以引起
他的注意; 而被投瓜果的男子，如果也有意，便解下腰間的佩玉來
回贈定情。人類異於其他生物之處是能以語言表達複雜的想法。然
而牽涉到兒女私情，羞人答答，往往說不出口，因此有《詩經》中
「木瓜傳情」的說法，敘述情人含蓄地互相贈送禮物以表達愛意。
中國有詩情畫意的「木瓜傳情」，而加勒比海人卻流傳著「木
瓜斷情」的典故。加勒比海島上謠傳，絕對不要在住家附近栽植木
瓜樹(加勒比海稱之為papaya或papaw plant) ，否則男人會失去「雄

圖二十：圖林(Alan Mathison Turing ；1912 －1954)

風」。並言之鑿鑿舉證說，當一隻發情的公牛到處亂闖時，只要將
之綁在木瓜樹下，牠就會乖乖的冷靜下來。如果加勒比海傳說屬
實，那麼林某人住家後院種一堆木瓜樹，豈不慘哉。
中國上古時代，男女配對，由男方主動，以武力搶親。抓到了
老婆，耳朵穿上銅環，繫繩牽之。直到唐朝，耳環變成佩飾，乃女
人引誘臭男人之利器，稱之為「步搖」，如戴叔倫(732－789)《白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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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玉佩珠纓金步 」，

由電話，侃侃而談。您也可以利用行動電話的簡訊傳情，反正不是當

或白居易（772－846；參見

面說，露骨一點的表白亦無妨。正攻法如: 「My heart to you is given, oh

圖二)《長恨歌》: 「雲鬢花

dear, do give yours to me, we'll lock them up together and throw away the key …

冠金步搖」。《長恨歌》

:)」您也可以裝可憐的道歉: 「I am sorry to be smiling every time you're near.

在講楊玉環(參見圖三)的故

I am sorry I love you, I can't help it. 」得罪女朋友，拒接您的電話時，也可

事，因此金步搖也常成為楊
玉環的代名詞。

圖二：(左)白居易（772－846)

送上一封簡訊: 「I have made some mistakes, they rest in the past, but know my
love will always last, even though we are a distance apart, you always have the key

「搶親時代」

to my heart.」不過，簡訊並不保證一定會送達您的愛意。掉簡訊的事件

過後，較有人性，熱

偶爾會發生，不少人跳腳，投訴消保會。為此，在2010年除夕林某人

情洋溢的女子可以

還被行政院消保會找去和電信業者協調呢。其實簡訊送不到，有時怪

主動以木瓜傳情。不

不得電信業者，當中原由說來話長，感興趣的讀者請參閱拙著《Cost

幸，後來女子又受到

Analysis of Short Message Retransmissions》，該文發表於2009年的 IEEE

禮教束縛，傳情之
事，只能靠男方主
動。然而往往會發生
郎有情，妹無意的狀
況，雖說「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
當面碰了女孩的釘

圖三：(左) 林某人和張進福教授合照於楊玉環裸體像前(攝
於西安清華池) 。這裸體像應該是依據洪昇的《長生殿》製
作而成。《長生殿》有一段《窺浴》戲曲，描述60歲的老
頭兒李隆基偷看楊玉環洗澡。曲曰: 「悄偷窺，亭亭玉體，
宛似浮波蒸萏，含露弄嬌輝，輕盈臂腕消香膩，綽約腰身
綠碧漪。明霞骨沁雪肌，一痕酥透雙蓓蕾，半點春藏小麝
臍。愛殺紅巾罅，…」最後還有五個字，寫得太黃色，林
某人就不轉述啦。當中「半點春藏小麝臍」好像是中國古典
文學對「肚臍眼」的唯一讚美文句；(右) 李隆基偷看楊玉環
洗澡的浴池。

子，該「君子」豈不無趣。今日電話可扮演媒介角色，幫助傳情。有了

Transactions on Mobile Computing，當中有舌燦蓮花的數學推導，保證頗
有看頭。不過遺憾的是，再漂亮的數學式子，也救不回寄丟的簡訊情
書[附註一]。
有不少電影以「電話傳情」為主題(參見《閃文集II》「電影．
電話．戲劇人生」一文)。至於詠頌「電話傳情」的歌曲也有不少，
例如Das Pop寫的《Telephone Love》。這首歌曲敘述「電話傳情」，
不過也警告宅男不要過分樂觀。結尾唱著「you're in my hands it feels
so real : the telephone」，唯一真實的，只是你手中的電話筒啦。

行動電話後，更流行起所謂行動約會(Mobile Dating )的服務，讓孤男寡

古代女方不可主動找老公。但也有變通之法，可以採用拋繡球

女可以聊天、可以「ﬂirt 」(調情;這個英文字有逢場作戲的意思) ，以及

招親。不過此法後遺症甚多，找到的對象良莠不齊，不見得理想。

真正相約會面。如果以電話約談女孩子，話不投機半句多，掛斷電話

林某人小時候聽歌仔戲，有一齣《七世夫妻》[附註二]，由西元前3

就是啦，不必羞愧的抱頭鼠竄。而平時無法面對心儀女孩的，也可藉

世紀的孟姜女起，前六世夫妻的下場都甚悲慘，一直到17世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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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清初的第七世，男女主角李逵元和劉瑞蓮，拋繡球結親，方得美

到媒婆(Matchmaker)。媒婆

滿婚姻。不過由繡球拋出一對郎才女貌的機率大概比中樂透還低。

的考證可追溯到補天的女媧

今日社會已趨開放，容許女方主動，腐女(宅女)打電話找男伴大概不

(參見圖五(左))。周朝有所

難。宅男要找到一位心儀的女孩來電話聊天，反而是難如登天。所

謂的「媒氏」，算是公務

謂「女想男，隔張紙; 男想女，隔座山」。不過有一類的女孩子不會

員，有俸祿可領。《周禮•地

拒絕宅男的電話。她就是電話公司的女接線生。因為職務的關係，

官•媒氏》(參見圖五(右))寫

她非跟您談不可。我在《閃文集II》的「電話的故事」一文提到，美
國小說家摩利 (Christopher Morley；1890－1957)的詩《To a Telephone

著: 「媒氏：掌萬民之判。 禮•地官•媒氏》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Operator Who Has a Bad Cold》敘述電話用戶藉機和女接線生蘑菇，

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

想入非非，將其心態描寫得淋漓盡致。電話公司招募女接線生的必

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

要條件是聲音甜美，宅男只要在電話的另一端將甜美聲音加以想像

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

引申，一位活跳跳的美女就浮現在眼前(參見圖四(左))。而電影又

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

往往誇大其辭的將女接線生美化，推波助瀾。例如《廣告狂人》

禁。」當時的媒婆，「中春

(Mad Men)這部當紅美劇中的女接線生Lois Sadler由弗拉納根(Crista

之月」可以「令會男女」，

Flanagan；b. 1976) 扮演，她可是2010年8月份《花花公子》雜誌的封

八面威風，想要配對失敗都

面女郎耶(參見圖四(右))

很 難 。 配 對 的 原 則 也 很 簡 當年為和珅的住宅，門上有12根「門當」(林某

。諸位讀者，您說在現實

單，只要數數男女雙方大門 4根門當沒拍到)；「門當」為北京官宦家大門
口 有 幾 個 「 門 當 」 (參 見 圖 上方的小木樁。門上兩個門當的是五到七品的

圖五: (左) 補天的女媧是最早的媒婆；(右)《周

圖六: 2011年林某人參觀北京恭王府。該王府
人拍攝了正門及左側門，共8根門當。右側門的

生活中有多少女接線生的

官，而四個門當則為一到四品的官。恭王府的

六)，數目相符，大概就八九 大門有12根門當，一字排開，夠嚇唬人的。其
實「門當」最早是指大門下方的一對小石墩，
不離十啦。

長相真的能登上《花花公
子》雜誌的封面？而電影

而上方的小木樁則是「戶對」。「門當戶對」

的形象，也難怪宅男對女 圖四: (左) 女接線生的形象是性感美麗 ; (右)2010年8

電 話 做 媒 ( T e l e p h o n e 代表屋主的社會地位，也很自然成為男女婚嫁
Matchmaker) 和電話相親也是 的重要衡量條件。

接線生有無限遐想。

常見的電話傳情方式。不過有些媒人不太負責，電話號碼給了雙方後

將接線生塑造成美麗多情

提到配對就讓人想

110

閃文集 Ⅲ

月份《花花公子》雜誌的封面女郎弗拉納根(Crista
Flanagan; b. 1976)；原封面的弗拉納根較為性感撩
人; 林某人的模仿畫將其面部線條「清純化」，而封
面的魔鬼身材，我也略過沒畫。

就不聞不問，急得宅男腐女在網路上告急，向網友討主意，找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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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軍師出一大堆主意，實際操作時，往往有很大落差。一位被相

大幅擴充其第四代4G

親的女孩無奈的說: 「那男的打電話過來，他自我介紹了一下，然後

行動電話網路，讓成千

我也介紹了自己，就不知道要說什麼了。最後兩個人拿著電話沒講話

上萬的訪客可以傳送簡

好尷尬啊，都不知道要說什麼。」這種場景的確是尷尬啊。其實電話

訊、照片及video clips。

相親的訣竅是不要當成相親的對話，而是當成新認識的朋友，輕鬆對

在6月 6 日至 19日大婚

話，效果會較佳。林某人指導如何相親或追女朋友，往往頗有斬獲，

期間，TeliaSonera更在

對方常常表示感激。反觀媒婆的工作就不好當，林某人最怕替人介紹

斯德哥爾摩市區提供免 林(Daniel Westling)
費無線上網，讓大家「無限傳情」。

男女朋友。這檔子事的學問就像諸葛亮的八陣圖，奇妙之處甚多。配
對失敗，男女雙方有時會怪罪到媒婆。中流彈的媒婆，變得裡外不是
人。古代的媒人有公權力，就比較好做。

圖七：維多利亞公主(Crown Princess Victoria)與韋斯特

結婚後仍可送簡訊來鞏固夫妻關係。例如巴結一點的先生，可
送如下簡訊: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 was when you married me. Thank

電話傳情的極致，應該是「電話結婚」(Telephone Marriage) 。加

you my loving wife, for the years we share I know one thing for sure we

拿大法令曰: 「A marriage in which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is not physically

make a wonderful pair」。上述簡訊只要將「loving wife」改成「loving

preset and is not represented by a proxy but participates directly by telephone

husband」也可由老婆寄給老公。然而男女看待對方的角度是否一定

is a legal marriage if it is legal recogniz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place

像前述簡訊一般「對稱」，將太太換成先生就一體適用? 莎士比亞

where it occurred. This is a legal marriage for immigration purposes provided

說: 「男人只要愛女人，不需要了解她，而女人只要了解男人，不需

it meets the Canadian federal requirements, with respect to consanguinity ad

要愛他。」莎翁語出驚人，文似看山喜不平，語不驚人死不休。

polygamy/bigamy.」換言之，一對新人可經由電話連線舉行合法的婚

「電話斷情」的例子是以電話媒介離婚(Telephone Divorce

禮。這個做功德的法令尤其造福了跨國移民的婚姻。不過加拿大政

Mediation)，提供此類服務的公司不在少數 (律師幫助離婚賺的錢一

府加了但書，要拿結婚證書時，這對新人仍然必須同時現身於戶政機

向比牧師證婚賺的錢多) 。以電話媒介離婚的好處甚多，主要是方

構。

便，男女雙方不必面對面攤牌(在協議離婚時，往往有人會動刀動
電話也能擔任新人結婚時報佳音的角色。瑞典王儲維多利亞公

槍，鬧出全武行，頗危險呢)。尤其是分居不同國家的兩地，遠距離

主(Crown Princess Victoria)與她的私人教練韋斯特林(Daniel Westling)於

婚(Long－Distance Divorce)有其必要，電話媒介更是不可或缺。當然

2010年在斯德哥爾摩大教堂舉行了盛大婚禮(參見圖七) 。為了提供服

了，最後離婚簽字時，雙方還是得見最後一面，到場簽字。

務讓全世界能共享這個世紀婚禮，瑞典電信公司TeliaSonera斥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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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男人離婚相當簡便，只要以行動電話送一封簡訊「I divorce

收費合理性事宜。事由起因於自由時報報導：台灣大哥大的用戶於99

you」給老婆就成啦。不過律師建議，簡訊的文字要端正，千萬不要

年7、8月至西班牙旅行，透過簡訊發送向在台灣的家人報平安，也透

用火星文如「OMG! I dvrce u!」否則法官可能不會採信。律師更慎

過簡訊聯繫當地友人會面行程，簡訊明明顯示「發話成功」，卻約不

重叮嚀，寄簡訊時尤其要確認收件的電話號碼，否則簡訊送錯收件

到朋友，回台後得知家人也沒收到簡訊，調閱帳單卻發現電信業者照

人，您有可能會和未曾見面的陌生女子離婚。以簡訊斷情，輕易結

收簡訊費用共五百多元，消費者認為不合理而向消保官陳情。

束婚約，實在過於草率，也讓婚姻的價值大為降低。林某人誠摯希

林某人因電信專業，受邀參與討論。要瞭解收費合理性，得先說明簡

望電話被用來傳情而非斷情。

訊的傳送機制。簡訊的傳送的品質是所謂的「Best Effort」，亦即送

寫「電話傳情」時心中一直想到小時候看的一部電影《枕邊細

出去的簡訊，收到了算你好運，收不到也算是正常。根據我的研究統

語》(Pillow Talk) 。這部1959

計，有超過95%的國內簡訊都順利送達目的地; 有超過4%因為接信者

年發行的電影由洛赫遜(Rock

未開機而沒收到; 而電信設備出狀況無法送達的機率甚低。

Hudson; 這小子後來死於愛滋

簡訊傳送機制為兩段式。假設用戶甲經由行動電信網路A發送簡訊給

病)和桃樂絲黛(Doris Day, b.

行動電信網路B的用戶乙。在傳送的第一段，簡訊首先會送到網路A

1922; 參見圖八)主演。劇中的

的簡訊中心。簡訊中心A確認網路B可傳送給用戶乙後，就回傳「發

洛赫遜是花心大蘿蔔，天天占

話成功」給用戶甲。在傳送的第二段，網路B負責將簡訊送給用戶

電話線對女人唱情歌。清純的

乙。如果用戶乙沒有開機，網路B會告知簡訊中心A傳送失敗。簡訊

桃樂絲黛為之跳腳。桃樂絲黛

圖八：桃樂絲黛(Doris Day, b. 1922)

仍然無法送達用戶乙，則該則簡訊會被刪除。

是我喜歡的影歌星，我小時候學

不幸的是，用戶甲收到「發話成功」，就認為用戶乙已收到簡訊。

會的第一首英文歌是她主唱的

其實「發信成功」並不保證「收信成功」。而很多簡訊中心會在回

《Que sera Que Sera》。我也將

傳「發話成功」，就向用戶甲收費。這個問題在用戶甲漫遊到國外

女兒取名為Doris。

時，尤其複雜。假設用戶甲是台灣行動電信公司A的用戶，漫遊到美

[附註一] 2010年除夕，行政院消

國後，經由美國行動電信公司X送簡訊給在台灣的用戶乙(為台灣行

費者保護委員會召開會議(參見
圖九)，商討電信業者國際簡訊

動電信公司B的用戶)。此時，簡訊傳送的第一段由電信公司X執行，
圖九：(左)林某人有數次被邀請到行政院消

傳送服務之資訊揭露及傳送失敗 保會參與協調:(右)七世夫妻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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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電信公司X將簡訊由美國送給台灣的電信公司B後，任務即達

中趕到廟時，王月英已早一步離開。最後兩人相思成疾，雙雙歸陰。

成，回報用戶甲「發信成功」，就要求電信公司A向用戶甲收費。如

其實當時若有手機，撥一通電話，解釋一下就沒事啦。

果電信公司B沒送達簡訊，電信公司A就會被客訴。這筆錢很難向美

第六世是16世紀明朝宣德年間的韋燕春與賈玉珍，兩人的「藍橋會」

國公司X討回來呢。

相當有名，被編成客家戲《龍井奇緣》。這小倆口相約半夜三更於藍

平心而論，電信公司的確是有依約定將簡訊送給用戶乙，電信公司並

橋見面。韋燕春先到，未料天氣突變，雷雨交加。楞小子守信不肯離

無義務保證用戶乙一定開機。因此收費也有道理。不過消費者不清楚

去，竟為大水淹死。後來賈玉珍匆匆趕至藍橋，卻發現燕春溺死橋

簡訊的傳送機制，期待有落差，也是事實。台灣的電信業者簡訊傳送

下，乃跟隨投水自盡。和前面第三世的例子相同，若能撥通電話，改

失敗仍然收費，唯一不收費者是中華電信。當日會議在消保會吳學政

個時間地點，就不會造成慘劇啦。

組長及梁銘圳消保官曉以大義後，各家電信業者都同意向中華電信看
齊，自2011年1月1日起，失敗的簡訊不再收費，也算是電信業者送給
消費者的建國百年禮物吧。不過，消費者仍要記住「發信成功」並不
保證「收信成功」。若要確定簡訊已成功的送達收訊端，發訊用戶可
自行啟用手機之回條功能，回條通知簡訊亦不計費。一般手機都有回
條啟用功能，但iPhone尚無此功能。
[附註二]《七世夫妻》民間故事，起因於某年七夕，玉帝在天庭歡宴
群仙，金童敬酒不慎摔破酒杯，玉女見狀笑了一聲。玉帝大怒，認為
二人動了凡念，罰他們貶謫紅塵，七世苦苦相戀，雖配為夫妻，卻不
許成婚，不得結合，等到功行圓滿，才能復還本位。玉皇大帝的官
大學問大，要金童玉女「等到功行圓滿」，可整慘了這兩個倒楣的孩
子。「七世」由秦朝演到清初，整整延續了兩千年，工程真正浩大。
《七世夫妻》凸顯了電話傳情的重要性。舉例說明之。
第三世是8世紀唐朝時的郭建中與王月英，兩人相約晚上在城外土地
廟相會，王月英興沖沖的趕到廟前，卻等不到人，以為情郎背信，羞
愧地病倒在床。其實那晚郭家宴客，耽擱約會時辰，飯局結束，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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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處理之父與IBM
1890年代的美國人口普查扮演今日資訊處理革命的最大推手。

荷勒里斯的機器。機器運

當年要蒐集六千二百萬美國人口的資料，讓美國人口普查局(United

作時，裝有彈簧的釘子若

States Census Bureau)十分頭痛，經過評估，結論是以人工方式做紙本

滑過卡片上的洞，會和下

核對已不可行。在人口普查局

方的電極接觸，使電流得

尋求可行方案的過程，促成了

以通過。而機器以此辨別

早期計算機器技術的演進。當

電流無法通過的卡片，並 圖二：荷勒里斯的機器（Hollerith Electric Tabulating

中的關鍵人物是號稱全世界第

加以統計。這個龐大的電

一位統計工程師（The World's

動排序機被稱為Hollerith Electric Tabulating System，是統計應用的一

First Statistical Engineer）荷勒

大成就。《Electrical Review》報紙於1889年也以 Electrical Science in

里斯 (Herman Hollerith; 1860－ 圖一：荷勒里斯 (Herman Hollerith；1860－
1929；參見圖一) 。

1929)；圖右為其長眠之處。

System）

Census Work為標題，大幅報導荷勒里斯的發明(參見圖二)。
1886年荷勒里斯已獲得了打孔卡數據處理方面的一系列專利，

荷勒里斯在大學時代的表現優異，引起學校一位教授陶布里

成立了製表機器公司(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簡稱 TMC)，招

吉(Trowbridge)的注意，將他雇用到人口普查局當統計員。他在分

攬生意，初期已有許多應用服務，例如幫保險公司分析死亡率數據

析1880年人口數據時，就發現以人工方式蒐集和處理資訊頗有不足

(Mortality Data) ，以及提供紐約和巴爾的摩兩地間火車的運貨帳單。

之處，會產生許多錯誤。1890年時美國的人口成長超過6千萬，以

189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使用荷勒里斯的機器，很有效率的將原來人

人工方式做人口普查，計算量已達瓶頸。荷勒里斯一直在注意兩套

工統計的時間由兩年縮短為6個月。人口普查統計的方式將每一個人

系統: 查卡(Jacquard ; Joseph Marie Charles；1752 –1834)的紡織花梭

的資料分別記錄於一張40欄位的打孔卡片（這張卡片則成為那個人

機(Jacquard loom)以打孔卡片(Punched Pasteboard Card)來控制編織

的永久檔案）。所有卡片都輸入荷勒里斯的機器來計算統計。此次

的花樣，以及火車列車長將車票打孔來確認旅客及旅程的方法。根

人口普查相當成功，為納稅人省下五百萬美元。荷勒里斯的機器揚

據對這兩套系統的觀察，他開始構思人口普查的記數機器(Counting

名立萬，為全世界各國採用於人口普查。

Machine) 。

荷勒里斯志得意滿，將機器租給美國人口普查局時，在價格

1884年他申請到第一個專利"method, system, and apparatus for

上予取予求。最後人口普查局受不了，決定將1910年的人口普查交

compiling statistics"，利用卡片穿洞與架在彈簧上的釘子，設計出一種

由另一家公司承包。此項重挫導致TMC於1911年改組，和另外兩

排序技巧。人口普查人員在記錄卡片上打洞，再將整疊的卡片餵入

家公司合併，成立計算製表記錄公司(Computer Tabulating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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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簡稱CTR)以求生存。1924年CTR的總經理華生(Thomas

以IBM的打卡機做複雜的計

J. Watson)再將公司改名為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算，也加速第一顆原子彈的

Machine Corporation)，也就是今日我們所熟悉的IBM。追本溯源，查

誕生。二戰之後，IBM業務

卡的紡織花梭機激發荷勒里斯使用打洞卡片來記錄資料 (這套機械編

蒸蒸日上，發展成藍色巨

製技巧應用繁多，後來也被改良，用於紙捲鋼琴音樂盒) ，撐起IBM

人，尤其在大型資料庫的研

的一片天。IBM為了紀念查卡花梭縮機的貢獻，在1994年將其作業系

發上不餘其力。有不少廠商

統命名為OS/2 Warp（warp即是紡織布上的經線）。荷勒里斯去世後

支持IBM資料庫的應用，更 Turing Award (1973) Citation: For his outstanding

則被尊稱為資訊處理之父（Father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有人因此獲頒圖林獎 (Turing

荷勒里斯珍愛三件事物: 他的德國血統、他的隱私，以及他的貓
咪。不過他愛德國，卻被牽連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糾紛。荷勒里斯
於1910年將他的人口普查機器Hollerith Tabulator的專利特許給德國一

圖四：巴奇曼(Charles William Bachman；b. 1924)
contributions to database technology

Award)，例如巴奇曼(Charles William Bachman; b. 1924；參見圖四)在IBM
的電腦環境下，發展出先進的資料庫技術。
1962年初，IBM賣第一部電腦到台灣，為交通大學所採購，此為

家公司迪霍瑪格 (Dehomag)。納粹德國在1933年的人口普查要求國

真空管的第一代計算機，型號

民申報他們的宗教信仰，確認國民是否信奉猶太教。在1939 年的人

是IBM650。電腦海運到基隆港

口普查又要求國民填報種族出身，將具有猶太人血統的國民識別出

後，必須用氣墊車運送，以免

來。每次普查後，由荷勒里斯的機器整理歸檔，所有猶太裔的資料

震動。當時台灣沒有氣墊車，

一覽無遺，成為日後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依據。二次大戰後納粹大屠

最後決定用牛車以超龜速押運

殺調查人員布拉克(Edwin Black；參見圖三)為此狠狠數落荷勒里斯一

到新竹(參見圖五)。IBM650耗

番。荷勒里斯捲入他去世後發生

費220伏特、100安培的超大電

的事，也算是夠倒楣啦。

量。電腦首次啟用典禮，開機 大學 (IBM提供)。

圖五: 牛車由基隆港押運IBM650到新竹交通

IBM早年生產的產品種類繁

不到一小時，室溫太高，電腦的二極管陣亡一堆，無法再恢復正常

多，包括員工計時系統、啟動切

運作。IBM決定報廢，另外運送一台二代電晶體電腦 IBM 1620到新

肉機和打孔卡設備。在第二次世

竹交通大學。歷經數十年後，IBM出價百萬台幣，想由交大買回已退

界大戰期間，IBM也生產M1卡賓

休的IBM 電腦。很不幸，交大早已將之丟進垃圾桶，不知所終啦。

鎗和勃朗寧自動步鎗這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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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布拉克(Edwin Black)

1964年，IBM推出System 360 (S/360)，是世界上第一臺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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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Mainframe)，進行大量資

場的主力，也是藍色巨人的金

料處理。S/360系統是布魯克斯

雞母。有趣的是，指令精簡的

(Frederick Phillips Brooks, Jr.；b.

RISC架構，也是IBM的首創。

1931；參見圖六)的傑作。此公

IBM的寇克(John Cocke; 1925 –

完成S/360系統後，於1975年出版

2002；參見圖八)主導基於RISC

了一份專案總結報告，名為《人

架構的建置，於1975年推出

月神話》(The Mythical Man－ 圖六：布魯克斯(Frederick Phillips Brooks,
Month；參見圖七)，成為軟體專 Jr. ; b. 1931) Turing Award (1999) Citation:

IBM 801電腦。

案管理的聖經。布魯克斯以S/360

IBM也資助全世界各大學的

軟體工程上的實例，搭配發人深

For landmark contributions to computer
architecture, operating systems,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在擴大其業務的過程，
研究，保持良好互動。林某

圖八：寇克(John Cocke；1925 – 2002)
Turing Award (1987) Citation: Fo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the design and theory of
compilers, the architecture of large syst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s (RISC)

省的評論，針對大型複雜專案的

人1985年進入華盛頓大學研究所的第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就是在執

管理，提供了精闢見解。三十年

行IBM的計畫，研究如何快速排列大量的資料。成果發表於IEEE

來，《人月神話》在技術日新月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文獻一]，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

異的計算機領域持續受到歡迎，

術論文。在那個年代，大部分研究生的第一篇論文都發表於會議

因為它不僅是技術性的書籍，還

(Conference)，而我的第一次卻是登載於世界第一流的學術期刊。當

包括開發大型系統時所應注意的

指導教授Baer告訴我論文被接受時，我完全無法相信。這篇文章的

管理層面問題，使得本書涵蓋軟

撰稿經歷了70餘次修改，在研究過程，由於林某人資質不佳，更是

體、管理的層次，千錘百鍊，經

圖七：《人月神話》

挫折不斷。有一次和Professor Baer討論時，我脫口而出: 「I'm very

得起考驗。如果您從事程式設計工作，或是和程式設計者共事，或

frustrated.」Baer拿下眼鏡，很疲倦的揉眼睛，回答: 「Me too.」我

負責軟體專案的管理，甚至如果您是IT產業的領導者，您都應該閱

問他，我是否應該放棄研究算了。他很簡短有力的回答:「You will

讀這本書。

make it.」於是Baer連哄帶安慰的引領我熬過瓶頸。這篇論文發表

1968年IBM 發展出第一個層次型數據庫(Hierarchical Database)管

後，我建立了信心，相信平庸如我者，只要努力，也可以獨立做研

理系統，稱為MS V1運作於IBM 360 電腦。直到今日，仍有很多企業

究。除了感謝Professor Baer的指導外，我也很感激IBM的資助。我的

還在使用該數據庫。這麼多年來，S/360系統一直都是IBM在金融市

論文是以Codeword的方式表示記錄(Record) ，再將大量記錄以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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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Quicksort加以排序。這個方

Model of Data for Large Shared Data Banks》，首次提出關係查詢資料庫的

法曾引起不少人注意，並為以

模型理論。這篇論文是計算機科學史上最重要的論文之一，奠定了柯

色列的IBM公司採用。Quicksort

德的「關係資料庫之父」的地位。

為霍爾(Charles Antony Richard

IBM 持續研究在多用戶與大量數據的環境下，關係型資料庫

Hoare；b. 1934；參見圖九)所發

的實際可行性，對資料庫技術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1974年IBM

明，其過程也相當有趣。1960年

發表論文《SEQUEL：A Structured English Query Language》，提出

八月，霍爾負責把當時新發明

SEQUEL 語言，最後演化出SQL，成為今日廣泛為終端用戶使用的

的排序方法Shell Sort寫成程式。 圖九：霍爾(Charles Antony Richard Hoare；
他的老板對霍爾寫的程式很滿 b. 1934) Turing Award (1980) Citation：For his

非程式化查詢語言。

意。不過霍爾覺得他發明了一

Nicholas "Jim" Gray；1944–2007；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finition and
design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之後IBM 的研究員格雷(James

種更快，且不花額外儲存空間

參見圖十一)發表論文《Granularity

的排序法。 他的老板不相信，於是他們打賭6便士。雖然這個方法

of Locks and Degrees of Consistency in

很難解釋，但最後他的老板認輸，承認霍爾的方法比較快。當時霍

a Shared DataBase》，正式定義了

爾並不知道這個排序法該怎麼寫成程式。後來他在一個研討會學到

資料庫事務的概念和數據一致性

「遞迴」(Recursive)概念，當場想通將他發明的排序法寫出來，取名

的機制。格雷在資料庫交易處理

為Quicksort。

(Transaction Processing) 的發展有重 Gray;1944–2007) Turing Award (1998)

圖十一：格雷(James Nicholas "Jim"

Citation: seminal contributions to database and

有了快速的排序演算法，
資料庫的技術更是如虎添翼

大貢獻。他提出這種資料庫的處 transaction processing research and technical
理方式係經由資訊網路與資料 leadership in system implementation

般的進步。1970年是資料庫

庫或檔案的結合，以交易資料進行即時處理，有別於傳統批次處理

歷史上劃時代的一年。這一

(Batch Processing)。格雷這位電腦奇才在2007年獨自帆船出海，卻未

年，IBM的研究員柯德(Edgar F.
Codd；1923 –2003；參見圖十)
發表了業界第一篇關於關係資
料庫理論的論文《A Rel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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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柯德(Edgar F. Codd ; 1923 –2003) Turing
Award (1981) Citation: For his fundamental and
continu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 esp. relational
databases

曾再返航。
1979年IBM 的研究員西林格 (Patricia Selinger; 參見圖十二)發表
《Access Path Selection in a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完成全世界第一個關係查詢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的優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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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格因此一貢獻

西、泰國、英國、美國、澳洲等國家舉辦大型主機校園競賽。2009

當選美國工程院院

年首度在台灣舉辦，歷時兩個月，超過560位大學及研究所學生參

士。經由前述IBM

與。比賽透過三階段由易入難的關卡，讓學生從最基本的指令操作

研究員的努力，

開始熟悉，第一階段共有200多位同學成功通過。難度最高的第三階

IBM 在1983年推出

段有33位同學成功進入，考題要求參賽者解決許多IBM大型主機工程

DATABASE 2 (DB2)

圖十二: 西林格(Patricia Selinger)

使用於 MVS，是一
個長盛不衰的品牌。

師在真實情境會處理的問題。最後脫穎而出的第一名是交通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一年級的施詠翔同學。英國的IBM評審代表指出，施同學
的部分答案是IBM舉辦全球比賽中有史以來的最佳解答。施詠翔同學

回到台灣任教後，我

也參與林某人實驗室的研究。

很榮幸獲得IBM的Shared

IBM發展的技術一向用於大量資訊的處理。因此在最近走紅的

University Research Award以

「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 ，IBM亦為主要主導者之一。2010

及IBM Faculty Award。IBM

年三月IBM及天下雜誌有一個

的獲獎信函是由IBM的全

《雲端策略》(Cloud Computing

球服務副總裁Robort Morris 圖十三: 穆勒 (Karl Alexander Müller; b. 1927) 發現

Strategy)新書發表會，邀請林某

親自交到得獎者手上。而

人上台講幾句話。林某人說得

鑭－鋇－銅鹽的超導溫度為35 K。

我的學生如蘇淑茵、蔡孟勳、劉仁煌，以及李欣怡也獲得IBM PhD

口沫橫飛，欲罷不能，也儼然

Student Award。在2009年全世界所有得獎的女性研究生中，李欣怡更

成為雲端專家(參見圖十四)。

雀屏中選的成為2010年唯一的一位Pat Selinger Award得主。這個獎項

其實我哪懂Cloud，只知道畫圖

以西林格命名。IBM的獎學金，還有一個給開發中國家的研究生獎項
Alex Müller IBM Ph.D. Fellowship，以1987年諾貝爾獎得主穆勒 (Karl

時，網路往往以一朵雲代替。 圖十四: 林某人在IBM及天下雜誌發表會上班
某次我和中華電信呂學錦董事 門弄斧。

Alexander Müller; b. 1927; 參見圖十三)命名。在本文截稿前台灣尚無

長討論次世代網路(NGN)和IP多媒體網路(IMS)的技術性問題。我們

學生獲獎Alex Müller IBM Ph.D. Fellowship。希望不久的將來，台灣

拿出一張中華電信的IMS/NGN架構圖開始分析。呂董事長指著架構

的學生也能獲得此獎的肯定。

圖說，這裡的網路元件太零散了，應該用一個Cloud代替就可以。

為推廣大型主機知識、培育大型主機人才，IBM在全球包括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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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也覺得簡化後較清楚。 正要繼續往下討論時。呂董事長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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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說，你知道何時開始用

型的實驗室。IBM中國研究院著重In-market research，沒有圍牆，廣

Cloud代替網路的圖示嗎?

泛接觸市場。早期做語音研究，2002年和台灣永豐餘合作Business

我當然不知道。呂董事長

Process project。2004年後要求研究員的研究必須追隨市場需求(換言

說，這是1970年代在資訊

之，做的東西要實際，不能打高空)。2008年起進行智慧城市(Smart

理論期刊IEEE Transactions

City) 計畫，於是乎2010年6月彭明盛在上海暢談起治理地球的理念。

on Information Theory首次

林某人參訪IBM的中國研究院，看到不少實際的應用，例如遠距醫療

出現。

(參見圖十六(右))。
當IBM的研究員導覽

2010年6月，IBM在上
圖十五：(左) IBM在上海舉辦SmarterCities論壇；
(右) IBM的董事長彭明盛(Samuel J. Palmisano)

其研究成果時，林某

十五(左))。會中IBM的董事長彭明盛(Samuel J. Palmisano)給了一個專

斯大概無法想像，當

題演講：《Building a Smarter Planet, City by City》(參見圖十五(右))。

年的他所播下的「資

在演講中他講了幾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To develop a smart city is
not a technical problem; It is how you get it down.」很明顯的，他在呼籲

訊處理 」的種子，會 圖十六: (左) 林某人到北京參訪IBM的中國研究院；(右) 遠
茁壯成今日的巨樹。 距醫療應用

中國政府，不要再「坐而言」啦，趕快「起而行」吧。他更引用愛

1984年美式足球超級杯，蘋果(Apple Computer Inc.)廣告打出一

迪生的名言，說：「Vision without execution is delusion.」頗有道理。

位女郎，揮舞鐵錘敲爛科技老大哥IBM，凸顯兩家公司的兩極對頭。

不過中國政府行動謹慎，大概是怕想得不夠周延，變成「Execution

經過15年，紐約時報在2010年有篇報導，分析蘋果與IBM，寫得相當

without vision is disaster.」(這句可和愛迪生名言湊成對聯的句子可是

好，我節錄修改如下。

海舉辦SmarterCities論壇，
林某人亦受邀參加(參見圖

人不禁思索，荷勒里

林某人想出來的喔。)由彭明盛的演講，他應該是已經想透徹了。

今天，一般人認為IBM以大企業和政府為主要客戶，而且精益

他說: 「 Issues on smart city include balance between convenience and

求精，連年獲利。蘋果則被視為消費者導向，也一本萬利。其實兩

privacy. 」就是很務實的想法。

家公司都是高科技創新的兩個面相，共通之處多過一般人的想像。

2010年8月，林某人到北京參訪IBM的中國研究院(China Business

IBM重視深層科學，不斷推出新發明。蘋果則將創新制度化。蘋果和

Innovation Center; 參見圖十六(左))。院長李實恭介紹，IBM Research

IBM追求不同的市場，但策略相同。15年前，IBM大轉型，減輕硬體

不同於其他商業單位，直接向CEO報告，IBM在全世界有8個這一類

分量，朝科技服務及軟體發展，目標是以服務合約和軟體授權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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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萊和哈台
永續營收，並吸引業界

我為《閃文集》的「電影．

夥伴和軟體開發高手使

電話．戲劇人生」這篇文章畫了

用IBM科技。

勞萊(Stan Laurel；1890–1965)和哈

過去十年來，蘋

台(Oliver Hardy；1892–1957；參見

果策略與此大同小異，

圖一及圖二)的肖像，覺得有抓到

蘋果的夥伴和軟體開發

神韻，還挺滿意的。我將原稿拿

群利用iPhone和iTunes
軟體，並且和蘋果分享

給助理Erine掃描，還老王賣瓜，
圖十七: 賈柏斯(Steve Jobs；1956–2011)

iStore音樂和軟體應用的進帳。這些互補效應形成良性循環，推高蘋果

自賣自誇的問她：「我的模仿畫 圖一：林某人模仿畫勞萊(Stan Laurel; 1890–
像不像勞萊和哈台的本尊？」沒 1965)和哈台(Oliver Hardy；1892–1957)

硬體的銷售量，自成財源。兩家公司都以其核心產品為主軸，創造由

想到Erine竟然回答：「誰是勞

夥伴和開發者構成的生態系統。 賈柏斯(Steve Jobs；1956–2011；參見

萊和哈台啊？」勞萊和哈台這

圖十七) 1997年重返蘋果時，蘋果製造效率不彰、成本控制鬆懈、庫存

麼有名的喜劇演員，竟然有人

消化不良，當年就虧損十億美元。賈柏斯從康柏電腦挖來營運專家庫

不知道？太離譜，太離譜 ! 我

克。庫克曾在IBM任職12年，成為蘋果營運長後，使出的法寶與IBM相

再問另一位助理，她也沒聽

同：精實和效率。一切以行銷為主，以客戶滿意為成功之道。

過。我才驚覺到，勞萊和哈台

兩家公司最大差異在「研究」。IBM實驗室遍全球，研發費每

是19世紀黑白(甚至默片)電影

年60億美元，在計算、材料科學、數學方面帶來全新的進步，產生

時代的人物，這群小女生助理 圖二：(左) 勞萊和哈台是世界喜劇電影史上

的專利數目也傲視全球企業。 蘋果專注於產品創新，有利於公司產

1980年代才出生，從小看彩色 林。在戲劇中，勞萊總演到處闖禍的傻瓜，
電視長大，難怪不認識這兩位 哈台則演自以為是的喜劇性莊重人物，他們

品的研究才做，也就是偏重消費者的「行為科學」，不做基礎科學
研究。 兩家公司萬變不離其宗，永續之道都是「創新」。
[文獻一] Baer, J.-L. and Lin, Y.-B. Improving Quicksort Performance
with a Codeword Data Structure.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15(5):622－631, May 1989.

最出名的二人組合，曾從師於喜劇之王卓別

這種喜劇模式風靡全球，競相仿效。1932

喜劇泰斗。令我不得不承認， 年，他們的影片《八音盒》獲第5屆奧斯卡最
佳喜劇短片獎，1960年這兩位搭檔因其成功
我已是LKK。

的合作獲得了奧斯卡特別獎；(右)林某人與勞

《勞萊和哈台》是我小時 萊哈台的廚師造型合照。

候最喜歡的喜劇影集，甚至看到著迷，不惜翹課逃學。這部影集最
「經典」的橋段是勞萊做錯事，被哈台追著打。小學時代的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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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調皮搗蛋，惹老師生氣。老師要打人時，我就學《勞萊和哈台》

通。他由幾何的觀點來解釋，說微分不是零也不是平常的數，而是

當中追逐的戲碼，跑給老師追[附註一]。逃跑時還可以裝出「勞萊

兩個無限接近的點，在橫座標及縱座標的差。萊布尼茲據此寫出了

式」的滑稽動作，回頭頂嘴，令老師看了又好氣又好笑。如今身

許多論文來解釋dx/dy的意義，可是都很曖昧，越描越黑。伯努力

為人師，碰到犯錯的學生，既不能鞭，又不能打，頂多口頭訓誡一

(Bernoulli Daniel Bernoulli) 讀得滿頭霧水，說：「與其說是解釋，還

番，還真羨慕當年老師可以追著學生打的日子呢。

不如說是猜謎語。」[文獻一]

勞萊和哈台就像中國人常提的「哼哈二將」，焦不離孟，孟

攻擊牛頓最兇的是柏克

不離焦[附註二]。勞萊和哈台的造型一瘦一胖，相當具有互補性的

萊主教(George Berkeley 1685

喜感。我個人的想像，勞萊的第一個字母「L」代表瘦長(Long) ，

－1753；參見圖四(左))。這

而哈台的第一個字母「H」代表肥胖 (Heavy) 。於是在讀到一些歷

位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論哲

史人物的故事時，我會突發奇想，想以胖瘦造型將他們配對成「勞

學家著有《Essay Towards a

萊」和「哈台」。我大學一年級唸微積分，就想將17世紀出生的兩

New Theory of Vision》一書

位人物配對：德國的萊

(參見圖四(右))，信奉「存在

布尼茲 (Gottfried Wihelm
Leibniz; 1646－1716；參見圖

即被感知」(Epistemology)。 (右) 他揚名立萬的著作《Essay Towards a New
他 的 哲 學 目 的 是 要 論 證 上 Theory of Vision》

三(左)) 及英國的牛頓 (Isaac

帝的存在，但觀點特異，受到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的激烈攻擊。然

Newton；1642－1729；參

而柏克萊的理論在邏輯上實在難以駁斥，讓這群法國哲學家恨得牙

見圖三(右))。當年這兩位

癢癢的，卻又莫可奈何，只好悻悻然的說柏克萊是「人類智慧的恥

數學大師建立微積分體系

辱」。柏克萊本人雖然頗受爭議，他批評牛頓的微分概念，可也毫

時的苦思過程，讓我感到 圖三: (左) 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helm Leibniz;
「勞萊和哈台」的喜感。 1646－1716); (右) 牛頓 (Isaac Newton; 1642－1729)

不手軟。他挑戰的說:「∆x趨近於0到底是啥意思？如果是0，∆x和∆y

牛頓解釋如何從∆y/∆x得到導數，卻難圓其說。因為∆x趨近於0時，

論7=9。」他更進一步的嘲諷，如果∆x和∆y不是0，那麼它們變成無

∆y也趨近於0。他以不同觀點，一直想說服他人，∆x趨近於0時∆y/∆x

窮小，不就是「量的鬼魂」？如果數學家們相信「鬼魂」的存在，

會趨近於一個定值。但他並未能成功的給定一個明確的觀念。而萊

就更應相信上帝的存在。對於柏克萊的攻擊，牛頓實在難以招架。

布尼茲則利用微分(differential) dx及 dy的觀念，八仙過海，另顯神

牛頓是相信上帝的，大概也只好阿Q式的自我解嘲: 上帝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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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量的鬼魂」也存在，於是乎

參見圖七)的老師，和拿破崙交情很好，當

∆y/∆x也存在，會趨近於一個定值。

過拿破崙政府的高官。不過他是一個政治投

讀者諸君大概難以想像最早發展微

機者。當時的法國，政黨輪替如走馬燈，無

積分，引起神學觀點的辯論。

論那個黨得勢，拉普拉斯都去逢迎。因此被

我將萊布尼茲畫成勞萊，於是

拿破崙譏笑，並予以革職。不過，在科學的

出現了「瘦長形」的萊布尼茲 (參見

討論上，他可不甩拿破崙這個皇帝。有一次

圖五(左))。我將牛頓畫成哈台，於 圖五:「勞萊哈台式」的萊布尼茲及牛頓

拿破崙發現《天體力學》整本書隻字未提上

是出現了「肥胖型」的牛頓 (參見圖

帝，就問拉普拉斯理由安在。拿破崙說: 「拉 Bonaparte；1769 －1821)

五(右)) 。牛頓的貢獻巨大，但曾說:

普拉斯先生啊，你的著作為何沒有提到上帝? (I found no mention of

「If others would think as hard as I did,

God in your treatise, Mr. Laplace)」拉普拉斯很自滿的回答：「我不需

then they would get similar results. 」

要那個假設(I had no need for that hypothesis) 」。以往人們崇敬天體的

這句話是否對我們有所啟發呢?

運行，認為是上帝的旨意，即使牛頓亦不例外(參見《科技人的宗教

另外兩位被我配對成「勞萊」

圖七：拿破崙(Napoleon

信仰》一文 [文獻二]) 。而拉普拉斯的天體力學認為只要在地球上做

和「哈台」的人物是18世紀出生 圖六: (左) 拉普拉斯(Pierre-Simon,

一些必要的觀察，就可以人定勝天，預測行星運行的位置。

marquis de Laplace;1749 –1827)； (右)
高斯 (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ss;；
1777－1855)

卻也免不了會凸槌(因為觀察點在地球)。於是乎拉普拉斯得用「誤

見圖六 (左))和德國的高斯 (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

差函數」 (Error Function)來校正。誤差函數又稱為「高斯誤差函數」

參見圖六(右)) 。拉普拉斯發明了拉普拉斯變換和拉普拉斯方程，在

(Gauss Error Function) ，是高斯的創新。這位德國科學家在近代數學

數學和物理學方面有重要貢獻。這些工具，林某人進行電話效能評

歷史上影響巨大。1818年至1826年間，高斯主導了漢諾威(Hannover)

估的研究，常常會使用到。在天文物理方面，拉普拉斯因為他的巨

公國的土地丈量工作，在其間發展並應用了許多數學定理。漢諾威

著《天體力學》，而被譽為「法國的牛頓」(他和牛頓的忌日相差近

公國的土地丈量工作至1848年結束，是那個年代的巨大工程。高斯

一百年)。他提出著名的拉普拉斯定理，證明了行星的軌道有週期性

死後22年，漢諾威王為他做一個紀念獎章。上面刻著：「漢諾威王

變化。世人紀念他，將小行星4628號取名為「拉普拉斯」。

喬治五世 獻給數學王子高斯」，自此之後，高斯就有了「數學王

於法國的拉普拉斯(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1749 –1827；參

拉普拉斯曾經當過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1769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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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拉普拉斯宣稱他的公式不需要上帝的加持，他預測的位置

子」的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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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也把數學應用於天文學，

間的相互影響。拉普拉

自然有機會將「不需上帝加持」的

斯把牛頓的定律應用到

拉普拉斯天文公式修補一番。我將

整個太陽系，在1773年

拉普拉斯和高斯配對，因為他們的

解釋木星(Jupiter；參見

成果有不少糾結，例如拉普拉斯－

圖九(左)) 軌道為什麼不

高斯運作元(Laplacian of Gaussian

斷地收縮，而同時土星

Operator)，當中的技術細節按下

圖八：「勞萊哈台」式的拉普拉斯及高斯

圖九：(左) 木星；(右) 土星

(Satune；參見圖九(右))

不表。圖八的畫中扮演「勞萊」的是拉普拉斯，而「哈台」則為高

的軌道又不斷地膨脹。

斯。我每次用到拉普拉斯－高斯運作元時就會想到他們的「勞萊和

他以數學證明行星平均

哈台」配對。

運動的不變性，這是著

圖十: 天王星(左) 、海王星(右) ，與Voyager 2

有名的人在臨死時，常被要求說些不朽的名言。我高中一年級

名的拉普拉斯定理，開啟了太陽系穩定性問題的研究。以往天文學家

時讀《數學傳播》(1976年 8月號) ，有一篇文章提到拉普拉斯臨死

要尋找新的星體，必須長時間以望遠鏡巡視星空。運用拉普勒斯的天

前說: 「一切數學都是假的，只有愛情是真的。」我當年不諳愛情事

體力學，則可經由數學計算，推測未知星體的位置。當時歐洲有幾位

體，也讀不懂當中的微言大義。日後想搞懂拉普拉斯的說法，找遍

天文學家，就嘗試以天王星(Uranus；參見圖十(左))運行時所受到的干

所有的英文文獻，卻沒有任何記錄顯示，他有說過這句話。據說拉

擾(稱之為「攝動」)，預測在天王星外還有行星，並算出其運行軌跡。

普拉斯的「正港」遺言是: 「我們所知道的太少，而不知道的卻無限

依據這個軌跡推算點，天文學家用望遠鏡搜尋附近的星空，於1846年

多。」狄摩根(Augustus De Morgan；1806 –1871)則宣稱，拉普拉斯的

的9月18日「獵捕」到海王星(Neptune；參見圖十(右))。

最後遺言是「人只是追隨虛無」。

其實我小時沒見識過萊布尼茲、牛

上述配對的人物都屬於同一年代，而且是彼此相識的人物。其

頓、拉普拉斯，及高斯這些科學家。深

實我也曾經想過跨越一百年，將牛頓和拉普拉斯配成一對。連結這

烙腦海的是天天被教導要尊稱為民族救

兩位科學巨人的是「萬有引力定律」。1687年牛頓發表 《Philosophiae

星、世界偉人，出生於19世紀的人物蔣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提到星球的移動，但未曾解釋星球間

介石總統(1887－1975；參見圖十一 (左))

相互影響的微妙效應(Subtle Higher-order Effects)。而根據牛頓提出的萬

。而和他配對的不二人選自然非毛澤東

有引力定律，拉普拉斯發表了《天體力學》，終於能更深入解釋星球

主席(1893－1976；參見圖十一 (右))莫 圖十一： (左)蔣介石(1887－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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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這兩位歡喜冤家，為了爭取中國正統，

因為我坐在椅子上，不能像勞萊一樣到處亂跑。下課後，林某人行動力

漢賊不兩立，吵吵鬧鬧數十年，不也像是勞

高，閃躲能力就遠勝於上課時。高一時我被編入放牛班，頗自暴自棄，

萊與哈台的「追逐戰」嗎? 我的想法在以前

好勇鬥狠，有一次曾被拿武士刀的幫派份子追殺，仍以勞萊式的跑法逃

威權時代不敢說出來，怕被抓去槍斃。如今

命，最後躲在台中女中的廁所，避過一劫。三十年後，每當台中女中邀

事過境遷，我也撥冗畫出他們的「勞萊哈

請我演講，我再忙都會撥空演講，因為台中女中廁所曾經救過我一命。

台」造型(參見圖十二)。希望未來大家可以

圖十四(右)是林某人高一時的長相。

和平共處，不要再打打殺殺啦。
我也給自己畫了「勞

圖十二：民族救星、世界偉人
的「勞萊哈台」造型

[附註二] 哼哈二將亦即密跡金剛(Guhyapada)和那羅延金剛（Narayana），
如同勞萊哈台，成雙出現。林某人於2010 年10月 28日造訪日本東京成田

萊哈台」造型，搏讀者諸

山新勝寺。依照日本寺廟建築慣例，在連接寺廟前的長階梯中點有一座

君一笑(參見圖十三)。

仁王門（Deva gate;參見圖十五）。這座仁王門係於1830年（文政13年）時
建立，被列為國家重要文化財。仁王門相當於一般寺廟中的「山門」，

[附註一] 我的國小同學

內奉密跡金剛和那羅延金剛，是寺院的守護神，根據《佛說仁王護國般

黃偉立說我太會搗蛋，

若波羅密多心經》的記載，兩金剛因護持佛法有功被封為仁王。常見的

因此老師將我調到第一
排座位，就近管束。偉
立說: 「一平被老師調

兩位金剛雕像，閉嘴的是密跡金剛，張口的是羅延金剛，和媽祖兩側的
圖十三：林某人的「勞萊哈台」造型

到第一排位座後，在隨時被老師打的氛圍下，反而激發他靈活的身
手與反應，我多次為老師無法一擊
而中，暗自讚佩他的機靈!」林某人
小時候其實是很斯文的(參見圖十四
(左))，為何老師喜歡教訓我，真令
我百思不解。我躲老師的招式是由
《勞萊與哈台》影片學來的，不過
課堂上我的功力只能躲過老師第一
次或第二次的攻擊，再來就不成了。 圖十四：(左)我的國小畢業時長相；(右)
我的高一時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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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順風耳相仿（我猜是道教的千里眼、順風耳模仿佛教兩金剛；
參見《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一文[文獻三]）。

圖十五：林某人留影於成田山新勝寺的仁王門。門上的紅燈籠重達800公
斤，兩側為密跡金剛和那羅延金剛。由於光線昏暗，林某人只拍攝到他
們的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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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得風
[文獻一] Kline M. 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伏得風 (Vodafone)為全球最大電信聯盟，在世界六十餘國皆有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see also魏慶榮教授科普紀念

參與電信投資或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這家電信公司相當年輕，於

文集）

1984年時由Sir Gerald Whent (1927－2002)創立，為英國瑞卡爾電子

[文獻二]《科技人的宗教信仰》,《閃文集II》第235頁

(Racal Electronics Plc.)的附屬公司。1991年脫離其母公司，改名伏得

[文獻三]《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閃文集II》第140頁

風，成為一間獨立公司。Vodafone是由Voice (語音)、Data (數據)，以
及Fone (電話)三個字湊合而成。1997年伏得風採用了「講話商標」
(Speechmark Logo; 參見圖一)，是一個大紅引號，代表對話。英文的
文章中，對話是以
（雙）引號框起來
的，早在十八世紀就
已普遍使用。
伏得風的另一位

圖一：伏得風的「講話商標」

創立者是宏史密斯 (Sir
Julian Horn-Smith; 參見
圖二(左))，負責市場的
拓展，訂定全球策略，
參與許多伏得風的重
要變革，包括1999年與 圖二：(左) 宏史密斯 (Sir Julian Horn-Smith)；(右) AirTouch
AirTouch通訊公司的合併。這項合併將伏得風推向全世界前25大企
業。伏得風的發展戰略是先收購行業內主要公司的少量股權，然後
漸進增加持股權，以達到控股目的。這個策略相當成功，直到收購
中國移動股票時才碰壁。伏得風購買3.5%中國移動股票，擁有一席
董事，卻不能介入經營。
1999年伏得風與AirTouch (參見圖二(右))的合併過程，林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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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頗知曉。當時經濟部無線顧

預備，將地球儀上的台灣放大數

問群主席李建業博士（參見圖

倍，Richard Daly閉上眼睛都不會

三(左)）在AirTouch任職，合併

插錯地方（參見圖四）。

後成為伏得風的副總裁兼首席

林某人曾拜訪伏得風的英國

科學家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倫敦總部，入口接待區相當寬廣

Scientist of Global Technology for

舒適（如圖五(左)所示）。因客
人一踏進公司便面對接待處，所 圖四：呂學錦與Richard Daly插旗結盟。

Vodafone)。沒有多久他就辭掉
圖三：(左)2002年在舊金山開會時，我和
一群朋友為李建業博士做壽（參見《電信
國家型計畫第一期與無線顧問群》[文獻
一]）；(右) Richard Daly在第15屆台英商務
聯席會議介紹伏得風時，林某人曾和他深
入交換意見。

以該處的流年風水方位很重要。就風水而言，接待處若對準公司大

2009年中華電信加入伏得風通信聯盟，開拓國際漫遊市場。中

品。伏得風入口接待區的格局完全避開這煞氣，因伏得風的商標就

伏得風的工作，因為當時他得在
美國、英國，及台灣間奔波，
實在辛苦。李建業博士現在是
GoAnywhere的總裁。

門，且外面是長走廊，則易形成煞氣直衝接待處。例如「三碧是非
星」降臨，會令人心浮氣躁、多生是非，接待客人亦會不周。其化
解方法為：宜在此位置裝上一盞長期亮著的紅色燈或多用紅色物

華電信董事長呂學錦表示：「中華電信與Vodafone的攜手，…是中華

是大紅色，三碧是非

電信提供台灣企業海外營運通信的重要象徵。以國際漫遊為起點，未

星就避掉啦（有夠八

來中華電信與Vodafone之合作也將擴及聯合採購終端設備等面向，期

卦吧）。不過在櫃台

待以跨全球的服務網路，服務廣大中華電信客戶，同時也成為企業

兩側邊都放有滅火

客戶最有力的電信夥伴。」伏得風全球合作市場執行長Richard Daly
（參見圖三(右)）則表示：「台灣擁有吸引人的美麗風土人情，更是

器，不知伏得風為何 圖五：(左)伏得風的英國倫敦總部入口接待區；(右)走道上
對滅火那麼感興趣。 的牆壁擺飾相當有創意。

國際商務經營亞洲市場不可或缺的營運要道，我們很榮幸能夠與台灣

大樓第一層都是會議

最大電信品牌中華電信合作，以最高品質的服務來滿足聯盟會員國所

室，人煙鼎盛。走道

有行動客戶或企業客戶在台灣的國際漫遊需求。」

擺設頗具特色（參見

某次聊天，Richard Daly告訴我，伏得風每和一個國家的電信

圖五(右)），還有小

業者結盟，就會在一個大地球儀上的該國地圖插旗。有時在地球儀

廚房，提供不少點心 圖六：(左)走道旁的小廚房；(右)台英會談時，Vodafone方

上找不到該國，不知旗插何處，那就萬分尷尬。中華電信大概早有

（參見圖六(左)）。 時拼命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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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Jonathan Kriegel 及 Chloe。Kriegel相當認真，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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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人和伏得風的代表人員

發展與合作高峰論壇」演講，呼籲中國移動支持交通大學在台灣建

（參見圖六(右)）交流討論時，感

立TD-LTE手機測試認證實驗室，希望能擴大台灣手機製造業的商機

覺到他們頗有危機意識，不因其行

（參見圖八(右)），製造兩岸雙贏的局面。中國移動的李正茂副總裁

動電話業務的龍頭地位而滿足，反

亦很友善地公開正面回應，表示願意支持。伏得風和中華電信未來

而積極介入固網寬頻市場。為了鞏

則會採用(FDD)LTE的技術，彼此有合作的空間。

固客源，並對付蘋果iPhone的App

身為大企業，伏得風在

圖七：(左)「Vodafone 360」專用手機；
(右)伏得風工程師展示應用。

國際上長期贊助F1 McLaren

360」服務。這項服務以電話號碼簿 (Address Book)為基礎，推出社群

Mercedes車隊（參見圖九

應用（參見圖七），藉此擴大上網的客源。整個設計的特點，是鎖

(左)）以及世界級音樂活

定沒有上網經驗的用戶（伏得風宣稱這類人的數目，多到讓林某人

動，對企業形象頗有加分效 圖九：(左)伏得風贊助F1 McLaren Mercedes
果。台灣的電信業者也有類 （Vodafone友人Chloe送給我的Vodafone McLaren

Store，伏得風推出了「Vodafone

嚇一跳），「教育」他們上網，之後伏得風才有機會下猛藥，對這
群用戶推銷更先進的加值服務（才能賺更多錢）。

Mercedes MP4-23模型）；(右)中華電信贊助上海世

針對未來的全世界布局，伏得風很重視印度以及非洲市場的開

似活動。例如遠傳電信曾贊 博會台灣館（林某人2010年6月時拍攝）
助太陽馬戲團在台灣的演出（參見《喜悅 (Alegria)的創意》一文 [文獻

發。新市場的開發其實很辛苦的。相對而言，中國的電信業者在現

二]），而中華電信則是上海世博會台灣館（參見圖九(右)）的主要

階段，則以鞏固國內客源為主。例如中國移動的王建宙總裁在2010

贊助商。在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的牽線下，中華電信也每年贊助台

年某次座談會中（參見圖八(左)），曾盼顧自雄的說：「中國移動每

灣網球好手盧彥勳200萬元。盧彥勳在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打敗美國名

個月增加五百萬用戶！」

將羅迪克這一役，繡在他運動衫上的「中華電

而台灣的電信，內需不如

信」商標不斷播送，等於替在美國發行海外存

大陸，外擴又不如伏得風

託憑證 (ADR)的中華電信，做了一次成功的形

這麼國際化，如何走出一

象廣告。

條自己的路，是值得深思

伏得風也選拔伏得風女郎 (Vodafone Girl)，2009

的。2010年10月20日，林 圖八：(左)林某人參加IBM在上海舉辦的SmarterCities
某人在上海的「海峽兩岸 研討會，聆聽中國移動總裁王建宙暢談理念； (右)

年的伏得風女郎是Matthea Mercieca，就像活潑健康

TDD寬帶移動通信技術

推廣的活動。中國的「女郎」們，穿著又有很不同 有Vodafone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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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0日，林某人在上海的「海峽兩岸TDD
寬帶移動通信技術發展與合作高峰論壇」演講。

的鄰家女孩(參見圖十)，主要任務是幫公司做一些

圖十：伏得風女郎的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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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商標(LOGO)
的風格。圖十一中的中

2010年9月11日我參加

興電信女郎、大唐電信

張進福政務委員率領的「台

女郎，以及中國普天女

灣雲端運算產業聯盟參訪

郎，包得像粽子似的，

團」，至加州訪問Google及

不太有「Show Girl」的

Intel總部（參見圖一）。當

味道。

天晚上和Intel的朋友共進晚

台灣的「Show Girl」 圖十一：(左)林某人與中興電信女郎；(中)大唐電信女郎；
則大方露肩，會在肩

(右)中國普天女郎

餐，酒過三巡，菜過五味， 圖一：(左) Intel在Santa Clara的總部 ; (右) Intel 在台
大夥閒聊，提及各家公司 灣推廣WiMAX (林某人拍攝)

膀和胸部上方打上公司的

的商標(Logo)設計。我

商標（顯然女郎胸部人人

就談到伏得風「講話商

會看，廣告效果最大; 參見

標」的源由，稱讚其設

圖十二）。中華電信的女

計采頭甚佳。接下來天

郎不出名，打響名氣的是

馬行空的提到當年朗訊

「中華電信女籃」（參見圖

圖十二: Show Girls: (左)遠傳; (右)台灣大哥大

圖二：(左)Intel名片上的 Logo；(右)三星Logo

(Lucent)的「零蛋」Logo，大夥都一致的事後諸葛，認為朗訊的設計

十三）。

不好，也難怪公司運勢較辛苦。Intel的朋友如數家珍的談及Intel Logo

[文獻一]《電信國家型計畫第一期與

的變化，自我解嘲的說，新Logo（參見圖二(左)）的形狀和三星Logo

無線顧問群》,《閃文集》

（參見圖二(右)）很像，都是公司英文名稱被橢圓的藍圈包住。當

第113頁

Intel員工拿出名片時，常常被人調侃：「三星的名片何時在左上方截
角啦？」（Intel員工的名片左上方是圓弧狀。）

[文獻二]《Alegria: 太陽劇團與網通
技術》,《閃文集II》第55
頁

圖十三：中華電信女籃

這番聊天，讓林某人對公司Logo的形成及演進，有莫大興趣。
9月13日，參訪團由加州飛往西雅圖，我們下飛機後有點空閒，就到
西雅圖的派克市場 (Pike Place Market)逛一逛。該市場成立於1907年，
是美國最早的魚市場之一。市場最受人矚目的是星巴克 (Starbucks)的
本店，該店於1971年在西雅圖的西街 (Western Avenue)開張，之後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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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到派克市場（參

作都是以美妙的歌聲來勾引並坑殺船員。很顯然的，以這種暗示性

見圖三）。

誘殺的圖案來當作星巴克的Logo，似乎不太妥當。於是乎星巴克決

1985-1990年期

定採用神話中「好美人魚」梅

間，林某人在西雅

露莘 (Melusine) 的造型。梅露

圖求學，造訪派克 圖三：(左)星巴克的本店擠得人山人海；(右)店門口有街頭藝
市場無數次，從未 人表演。

莘是兩條尾巴的美人魚，最早

正眼看過這家星巴克店，因為當年的星巴克相當小尾，籍籍無名。今日

示）。這個造型的問題是肚子

的星巴克炙手可熱，成為參觀派克市場的必訪景點。「星巴克」語

太大，身材不佳，而且露出不

出梅爾維爾 (Herman Melville；1819－1891；參見圖四)的《白鯨記》
(Moby Dick)。咖啡店三位創立者中有一位《白鯨記》的書迷，建議

甚雅觀的性器官。於是星巴克 一個Logo的造型
將之瘦身整容，面帶微笑，就

將咖啡店命名為書中的捕鯨船「皮庫

成了圖五(右)的模樣。

記載於15世紀（如圖五(左)所

圖五：(左)15世紀的梅露莘造型；(右)星巴克第

特」(Pequod)，但另一位創立者反對，

星巴克的Logo一路演進，最

因為這個字的發音太接近「在監獄撒

後的線條變得更柔和，兩條尾巴

尿」(Pee-quod)。後來他們挑選了皮庫

僅僅象徵性的出現（如圖六(左)所

特號的大副Starbuck的名字。有人說，

示）。而星巴克廣告更出現了辣

選擇Starbuck是因為這位大副喜歡咖

妹版的梅露莘（參見圖六(右)）。 圖六：(左)星巴克今日的Logo；(右)星巴克
星巴克的咖啡杯頗有特色，在不 廣告中的辣妹版梅露莘

啡。然而林某人翻遍《白鯨記》，沒 圖四：梅爾維爾 (Herman Melville;
找到Starbuck愛喝咖啡的佐證。
星巴克本店很有特色的保留它最
早的Logo，和其他星巴克店面不相同。
林某人好奇的查詢其典故。這個Logo

1819－1891)；《白鯨記》多次被退
稿，勉強在1851年出版，第一年只
賣出5本。梅爾維爾一生默默無聞，
直到死後三十年，《白鯨記》才重新
獲得評價，被視為美國文學史上最偉
大的小說之一。

來自於希臘神話中的「塞壬」(Sirens)，最早是半人半鳥的女海妖，
以歌聲迷惑水手，誘使船隻遇難。後來也衍生出半人半魚的塞壬，
稱為美人魚 (Mermaids)。無論是「美人魚」或「美人鳥」，她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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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市販賣，都具有該城市
的風格。林某人也收藏兩個
杯子，都是友人贈送 (參見
圖七 (左))。星巴克也賣蛋
捲，很受我家貓咪喜愛。
2011年1月5日星巴克公

圖七: (左) 林某人珍藏的星巴克咖啡杯; (右) 我家貓

布新的商標設計，只留下女 咪賴在星巴克蛋捲禮盒旁，喵喵叫，想嚐鮮。
閃文集 Ⅲ

149

海妖，沒有星巴克字樣。星巴克將公司名稱從商標上拿掉，目的是

一般而言，英文應該只有在10的3次方倍數才有名稱，例如 Thousand、

想打入新市場，將觸角伸向茶、冰沙、食物等其他產品，並投入競

Million、Billion。Googol是萬進制（10的4次方倍數）的名稱，屬於中國式

爭激烈的雜貨和音樂市場。 然而，並不是所有消費者都認同。新設

的「萬、億、兆、京、垓、杼、穰、溝、澗、正、載」族群。若採西洋

計公布幾小時後，星巴克的網站以及Facebook等媒體平台上立刻出現

的千進制，應以googol代表10的 99次方。年幼的西羅蒂應該不知中國的萬

不滿的嗆聲。

進制，隨口說說罷了。

2010年9月11日早上我們參訪位於加州聖塔克拉拉 (Santa Clara)山

據說谷歌原本想將公司的名字登記為Googol，但是筆誤為

景市 (Mountain View)的谷歌 (Google)總部Googleplex（參見圖八）。

Google，就將錯就錯，沿用至今。谷歌雖然想以Googol表示數量之

谷歌這家公司的Logo更是搞

大，其實這個數目遠小於佛教的「不可說」。《華嚴經》將「不可

怪，係來自「googol」這個

說」定義為10的 4652297985247205555163324710981206016 次方，

字，代表10的100次方，大約

遠大於Googol。《華嚴經》阿僧只品第三十：「世尊，諸佛如來，

等於70的階乘(70!)。這個數值

演說、無量、無邊、無等、不可數、不可稱、不可思、不可量、不

在電腦中需要333 bits（約42

可說、不可說不可說。」提到的都是極大的數目。谷歌公司的總部

Bytes）來容納，顯示出谷歌

取名為「谷歌布萊克斯」(Googleplex)，係抄自Googolplex，代表10

希望能無限量容納搜尋資料

的Googol 次方。換言之Googolplex是在10的次方放一千個0，這個數

的企圖心。
據交大資訊學院的蔡文

圖八：林某人參訪谷歌總部最深刻印象是，到
處都是吃的東西，杯盤狼藉，堆到垃圾桶外。

目就遠大於《華嚴經》中定義的最大數值「不可說不可說」。以往
「佛曰不可說不可說」，因為數字太大，一說就錯。現代的佛教人

能教授告知，googol 這個單字首

士應順應潮流，改講「佛曰Googleplex」，看看谷歌願不願意捐點香

次出現在《數學與想像》一書

油錢（不必多，捐個「無量」就可讓大夥吃喝不盡）。

(Mathematics and the Imagination；

谷歌怕大家在電腦上打錯字，也把 gogle.com及 gooogle.com都註

參見圖九)。作者卡斯納 (Edward

冊了，一網打盡。谷歌首頁面的Logo偶爾會於特定時日出現應景的

Kasner；1878－1955)在書中提到

變化（這樣的logo稱為doodle）。我曾在《閃文集》的《改造名畫》

1938年時他的九歲侄子西羅蒂

一文提到，谷歌在2009年孟克 (Edvard Munch；1863-1944)的生日時，

(Milton Sirotta)創造了這個字。不過
此字不符合西洋的千進制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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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數學與想像》(Mathematics and
the Imagination)

採用《吶喊》(Skrik)的變形Logo [文獻一]。我也在《電報的故事》一
文提到 [文獻二]，谷歌在2009年摩斯 (Samuel Morse；1791－187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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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態度
伏得風推出「Vodafone 360」
服務，鎖定沒有上網經驗的用
戶，讓他們體驗上網的好處，
這是對的做法。服務商在推銷
應用時，應該好好考慮，是否
符合用戶需求。帕卡德 (Vance
圖十：在谷歌總部時，林某人拍下幾張Google Logo的變形。

Packard；1914–1996；參見圖一)

生日時，採用摩斯碼的變形Logo。在參訪谷歌總部時，林某人拍下

在1957年的暢銷書《隱形的說

幾張Google Logo的變形（參見圖十）。

客》(The Hidden Persuaders)中抨擊服務商用誘導手段向消費者兜售他

[文獻一]《改造名畫》，《閃文集II》第32頁
[文獻二]《電報的故事》，《閃文集II》第106頁

圖一：帕卡德 (Vance Packard; 1914–1996)

們並不真正需要的產品。帕卡德說：「1955年，汽車製造商鍾愛大膽
的色彩，1956年則強調柔和的顏色。1956年出產的打字機和電話五顏
六色，大概是為了讓消費者對自己使用的樸素老氣的黑色款式感到不
滿。」換言之，賣家常會利用「心理淘汰」、或改變產品的顏色和式
樣，來說服消費者他們正在使用的東西已經過時，該換新產品，以此

圖二：(左)2010年9月13日「台灣雲端運算產業聯盟參訪團」至西雅圖訪
問微軟總部時林某人的留影；(右)微軟會議室牆壁寫的一句話，發人深省
（左一為英業達董事長李詩欽，左二為凌群總經理劉瑞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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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買氣。這種誘導手段是不

有電話，很難申請，就向山西同

對的。服務商應該針對客戶的

鄉的監察委員買了電話，從一而

真正需求來提供服務。在微軟

終的沿用到今日。楊秉彝又經由

(Microsoft)總部的會議室牆壁寫

這位監委老鄉向名書法家于右任

了一句話：「When faced with

(1879–1964; 參見圖四)請託，求

a tough decision, we just need to
ask what is best for our customers –

一幅「鼎泰豐油行」書法來當招
圖三：(左)鼎泰豐的服務員待客周到；(右)林某
人喜歡吃的鼎泰豐餛飩麵

牌，四十多年來一直懸掛在信義

then the decision is simple!」（參

店鼎泰豐的入口處。于右任精通

見圖二）。這的確是值得服務商深

書法，首創「標準草書」，被譽 圖五：鼎泰豐新竹店掛了一幅于右任書法。

思的一句話。

為「近代書聖」，能求得一幅他的墨寶可不簡單。鼎泰豐新竹店也掛

能實踐微軟這句話的企業有

了一幅于右任簽名的書法（參見圖五），不知是否為真跡。

一個很好的例子：鼎泰豐。2010

1972年罐裝沙拉油問世，油行的生意越來越差，楊秉彝改賣小籠

年9月，林某人一家人到鼎泰豐

包。憑著真材實料，受到美食家唐魯孫稱讚，於1982年撰文加持。唐

新竹店用餐。一進門，服務員就

魯孫評論鼎泰豐的蟹粉小籠湯包「鵝黃溶漿，湯腴味正」。唐魯孫是

笑容可掬的接待客人（參見圖三 圖四：于右任 (1879–1964)一生清廉，長

旗人，據說是光緒珍妃的姪子，博學多聞。他有一項本事，無論是大

(左)），說明菜色時，也能根據客

餐廳的華筵餕餘，或是夜市路邊攤的小吃，他都能品其精華、食其精

人的需求推薦，不會特意推銷昂
貴的菜單。餐點清新可口（參見
圖三(右)），場地乾淨寬敞。林某
人2010年8月剛去過北京的東來順

期歷任政府高官，去世時沒有留下任何
財物，隨身的小箱空空如也。他曾書囑蔣
經國：「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年
名」。于右任有民國第一美髯之喻，鬚髮
如銀之相貌已成其註冊商標。他看到人隨
處小便，提筆寫下「不可隨處小便」，因
墨寶珍貴被人蒐藏；後人將這幅字新組裝
成「小處不可隨便」。

及全聚德，覺得新竹的鼎泰豐，整體格調高於北京的百年老店。
鼎泰豐的創辦人楊秉彝早年在台北「恆泰豐」油行當送貨員。

髓，寫出不少美食評論著
作。鼎泰豐受其褒揚，生
意大好。
1990年代楊秉彝兒
子楊紀華接班，將鼎泰
豐管理流程標準化（參

1958年恆泰豐倒閉，楊秉彝自行創業，向「鼎美油行」批油。他將

見圖六），發展出中央 圖六：(左)鼎泰豐服務員接收客人點餐後將之輸入電

「鼎美」和「恆泰豐」擷頭取尾，取名為「鼎泰豐」。當時做生意要

廚房，麵糰做好超過一 師傅據此出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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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一號、二號、三號
小時沒用完就要丟棄，

2008年派拉蒙和Marvel動漫製片推出《鋼鐵人》(Iron Man)。這

蒸籠由電腦控制，因此

部電影是由道尼(Robert John Downey Jr)及派特羅(Gwyneth Paltrow)主

品質穩定。鼎泰豐百分

演，敘述一位軍火商兼天才發明家(道尼飾演;參見圖一(左))，以承包

之八十以上的產品仍然

美國政府尖端武器為業，賺進億萬財產。他在一次武器測試時，遭

靠手工，其中最具代表

到攻擊，傷及心臟，並被一群暴徒挾持淪為人質。暴徒強迫他在山

的是21公克、18摺小籠

洞建造一具毀滅性的飛彈。

包（參見圖七(左)）。 圖七：(左)聞名天下的小籠湯包；(右)鼎泰豐師傅做餐點

不過，他暗中違反命令，反

師傅們認為十八摺不

而發揮他的設計天份，以暴

過程嚴謹，整個過程透明化，客人可經由大櫥窗戶觀
看。

論在外觀或口感上都最恰當。鼎泰豐師傅做餐點過程嚴謹，整個過

徒提供他的材料，製作保護

程透明化，客人可經由窗戶觀看（參見圖七(右)）。號稱「廚藝界莫

心臟的維生系統，並打造一

札特」的義大利名廚Massi曾到鼎泰豐學習怎麼摺小籠包。大概因為

套鋼鐵衣，大戰暴徒，逃出

手指比較大，包得歪七扭八，像是小水餃。鼎泰豐師傅不禁莞爾的

他們的魔掌。這番經歷讓他 圖一: (左)《鋼鐵人》道尼(Robert John Downey Jr)
決定要打擊罪惡勢力，在女 劇照; (右) 《鋼鐵人》派特羅(Gwyneth Paltrow) 劇照

說：「包出來的成品像是剛來幾個禮拜的學徒的水準！」
1993年李安拍《飲食男女》，請楊紀華做男主角郎雄的替身，

助理「小辣椒」(派特羅飾演;參

表演做包子的過程。同年鼎泰豐被美國紐約時報選為世界十大美食

見圖一(右))的協助下，著手開

餐廳。2007年「黑門山上的劇團」演出舞台劇《天下第一包：鼎泰

發更先進的鋼鐵衣。這是由經

豐秘笈》。如此盛譽，楊紀華反而憂心忡忡的對員工叨唸著：「媒

典漫畫改拍成的科幻高科技電

體報導，客人愈多，我們就愈要注重服務品質。」楊紀華的作法，

影，加上打打殺殺的戲碼，雖

正是電信業應有的品質要求。鼎泰豐亦可稱為電信等級的餐館。

然大部分情節違反物理定律，
林某人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圖二: (左)《鋼鐵人》漫畫; (右) 休斯 (Howard

雖是漫畫水準，導演法瑞 Robard Hughes, Jr.; 1905 –1976) 是美國建國
(Jon Favreau)倒也不是粗俗草 以來第一位億萬富翁。他11歲就會自組收音
機，13歲拼裝出一部摩托車，15歲學開飛

包 。 我 讀 《 鋼 鐵 人 》 漫 畫 ( 參 機。長大後成為航空業鉅子、好萊塢大製片
見圖二(左))，故事的地點主要 家、賭城拉斯維加斯的飯店經營大亨，也是
屢創紀錄的英勇飛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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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和《超人》的同質性太高，難免落入同一類型的窠臼。而

(參見圖四(中))登場，擁有820萬畫素，超越EOS-1D的超快拍攝反應，

《鋼鐵人》電影版本的場景則刻意換到美國西岸的洛杉磯，比較

可在一瞬息之間，捕捉每個精彩鏡頭。而長江後浪推前浪，Canon

有變化。法瑞說：「我覺得在洛杉磯拍攝容易令人聯想到霍華休斯

超級旗艦機 EOS-1D Mark III推出(參見圖四(右))，更升級至1010萬畫

生活的世界及其影響力。…影片中常出現的兩個平台景觀跟霍華休

素。Canon相機改良的幅度，如同電影的「鋼鐵衣」一般驚人。

斯都有歷史淵源。」當初創造《鋼鐵人》漫畫時，作者的確是以休

林某人最早聽過的馬克一號、二號、三號，是艾肯(Howard

斯 (Howard Robard Hughes, Jr.；1905 –1976；參見圖二(右)) 為男主角

Hathaway Aiken；1900 –1973)在哈佛大學研發的電腦(參見《資通訊的

的藍本。法瑞能考慮到這一層淵源，也算不俗。在電影劇情中，主

科技預測》一文[文獻二]) 。1944年艾肯設計的馬克一號是全世界第

角製造好幾個鋼鐵衣的雛型。第一套是他被囚在山洞時做的，相當

一部「萬能通用」且全自動化的計算器(Universal and Fully-Automatic

粗糙，但也頗能表現其豪邁粗曠的一面。這套鋼鐵衣稱為「馬克一

Calculator) ，一旦啟動一個計算程序，不需任何人工操作，可自動完

號」。

成。這部機器使用765,000個零件、800 公里的電線，總重量4500公

男主角回到他的尖端實驗室後，改造他的鋼鐵衣，當然是越做
越精密，也越來越流線。這些改良版分別是馬克二號與馬克三號(參
見圖三)。鋼鐵衣的雛型以馬克系列編
號，相當有趣。

斤。馬克一號可以執行四則運算、三角函數及對數的演算法。不過
這部機器有點龜速，做一次乘法需要3-5 秒。
1947年艾肯完成改良的馬克二號，以快速的電磁式繼電器(Electromagnetic
Relay)取代馬克一號的機電式的計數器(Electro-mechanical Counter)，做一次乘

其實有很多研發產品，都是以「馬

法耗時0.75秒，比馬克一號快八倍。馬克一號和二號都是儲存程式型電腦

克」命名。讀者諸君如果玩過Canon相機，

(Stored-program Computer)，將數據(Data)及指令(Instruction)區隔，這是有名的哈

一定知道EOS 1D系列相機，也是如此命

佛架構( Harvard Architecture)，不過在此硬體架構下，寫程式不太容易。1947

名。在Canon相機的命名方式，「1D」系 圖三：鋼鐵衣馬克三號 [文獻一]
列代表專業、堅固，與頂

年馬克二號成員由電腦移除一隻

級。Canon EOS-1D Mark I

蛾，是全世界第一次書面記錄

(參見圖四(左))是400萬畫

電腦抓蟲(Computer Debug；參見

素的數位單眼相機，出品

《寫程式的的女將軍》) 。

時具有世界最快的連拍表
現。之後 EOS-1D Mark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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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Canon EOS 1D相機；(左)馬克一號；(中)林某
人與馬克二號；(右)馬克三號

導致繼電器(Relay)故障的2英吋飛

1949年艾肯完成馬克三

圖五: (左)1950年1月23日的時代雜誌以漫畫版

號(參見圖五) 。這部機器使用 的馬克三號電腦為封面； (右) 范紐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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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個真空管和1,500 個二極體，做一次乘法僅需0.44 秒。馬克三號

國對外宣稱海軍在製造水槽(Tank) ，因此

仍然採用哈佛架構，最後被范紐曼架構(von Neumann Architecture) 打

後世將戰車稱為「坦克車」。坦克車由農

敗，走入歷史(參見《誰是「電子計算機之父」》一文) 。

業機械專家堤列頓(William Ashbee Tritton；

就林某人認知，「馬克」系列命名，最早應該出現於第一個坦克

1875－1946) 和工程出身的海軍上校威爾

車系列的命名。或許(純屬個人猜想)，在此之後的哈佛電腦及鋼鐵人

森(Walter Gordon Wilson；1874–1957)共同

是仿照坦克車，沿用這個名字命名。為何是Mark? 這個字源自於拉丁

設計製造。

圖八: 索姆河戰役

文Marcus，和羅馬字Mars同源，戰

基本而言，坦克的設計是一種履帶

神的意思。將坦克車命名戰神，

牽引車，必須能跨越壕溝、抵擋輕型武

應屬合理。最早描述坦克車這種

器的火力、運輸補給品及軍艦的槍炮，

概念的文字記載，出現於威爾斯

並能捕捉敵人堡壘的主力。在經過一連

(Herbert George Wells；1866 – 1946；

串的雛型研發經驗累積，終於在1915年

參見圖六)的短篇小說《The Land

集大成於所謂的「馬克一號」(Mark I)。 圖九: 坦克車的馬克系列: Mark IV

Ironclads》，發表於1903年12月的 圖六:威爾斯 (Herbert George Wells；1866 –

堤列頓和威爾森都畢業於倫敦國王學院

《Strand Magazine》。該車可以輕而 他對自己文章的創新性很有信心，曾向朋
友誇口: 「我50年前寫的論文，如果今日重
易舉的跨越敵營的壕溝。

(King's College London)，堤列頓因為發展坦克車的貢獻於1917年受封

1946)以大頭聞名於世，帽子得特別訂製。

最早的戰車，是英國海

新刊登，可以一字不改，也不會過時。」

[文獻三]

為爵士。
當年的坦克車由海軍研發，因此借用了許多「海軍名詞」。例

軍(Royal Navy)在第一次世

如最初坦克的雛型有「軍艦砲塔」(Gun Turret)，置於「船身」(Hull)

界大戰時期的傑作，由當時

之上，導致坦克的重心不穩。經過改良，將之裝置於「船舷」側面

的第一海軍大臣(First Lord of

(Sponson)。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會戰是1916年9月15日的索

the Admiralty)邱吉爾(Winston

姆河戰役(Battle of Somme；參見圖八) ，英軍祭出坦克車這個秘密武

Churchill; 1874–1965;參見圖七)

器（實際參戰僅18輛），配合步兵進攻，推進了4至5公里。這個龐

所主導。主要目的是要克服敵 圖七: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

然怪物，讓守備的德國步兵心理產生了巨大震撼，嚇得放棄陣地，

人在西線(Western Front)的戰壕

不戰自退。馬克一號在許多方面的設計相當成功，然而它仍然有許

障礙。為了避開敵人耳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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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
–1965）同年出生，性格相反，卻是交往60多
年的老友。邱吉爾去世時，毛姆說: 「你死了，
我也不存在了。」果然也在同一年去世。

多的先天限制。英國一共生產150輛馬克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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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型坦克車在實際戰爭的迫切需求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良

來) 、長話要短說，等等。讀者諸君看美式軍事動作電影，一定聽過以

(圖九為馬克IV)，而最需要改進的項目，當然包括通訊設施。馬克一

下無線電對話用詞：OVER (我講完啦，等你回話)、OUT (會談結束，

號車內有四位成員，由於空間限制，彼此只能有極少的通訊互動。

你不必回話) 、ROGER (我聽懂你剛剛在講啥) 、WILCO (聽懂且遵命)

車長一般以敲打駕駛員左右肩膀的方式，指揮行進方向。對外界則

、READ BACK (請複誦) 、RADIO CHECK (告訴我訊號清晰度;以1到5區

全無通訊，主要靠手語及旗語(Semaphore Flags)。必要時則跳下車去

分) 。為了讓英文字母的發音不會被誤認，會以「字」代替「字母」，

對方的坦克車說話。若要向總部報告，則由坦克車的視窗裂縫放出

例如Alfa代表A、Bravo代表 B、Charlie代表C ，等等。 關於PTT通訊，

通信鴿。馬克系列的通訊方式，十餘年來，一直無法突破。

可以採分散式的自動化協調。林某人曾做過相關研究，發表於國際期

1930年至1950年這段期間，坦克車的通訊方式開始大幅度改進，

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文獻四] 。

終於有內部通話的對講機裝置，並且有無線電可對外和步兵連繫。這

戰爭緊急狀況，通訊品質往往無法控制，必須再三確認對方聽

要歸功於美國通訊部隊少校阿姆斯壯(Edwin H. Armstrong；1890 –1954；

得見。當對方要求RADIO CHECK時，你會憑主觀感覺聲音清晰度，

參見圖十)。1930年代初期，阿姆斯壯研發出FM (Frequency Modulated)無

回覆說：「Receiving you strength 2」(表示通訊品質不佳) 。其實，

線電技術，很有效的將車輛

聯合國電信組織已訂定電話語音的品質的指標MOS (Mean Opinion

無線傳輸的噪音濾掉。這項

Score) 。該指標考慮設備及損傷 (Impairment)參數，能由人耳感知，

技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

主觀的量化語音傳輸的品質。MOS 的數值共有五級， 1 代表最差

使用於美國陸軍，自然也包

(Unacceptably bad) 、2 代表貧乏(Poor) 、3 代表尚可( Fair) 、4 代表極

括坦克車通訊。

佳(Good) 、5 代表優異 (Excellent)。MOS值可經由演算法來模擬人耳

坦克車大致會配備二到 圖十: 阿姆斯壯 (Edwin H. Armstrong；1890 –1954)

的聽覺，自動算出語音線路的通話品質。經由行動台灣(M-Taiwan)計

三套無線通訊管道。然而目視通訊仍然還被使用，因為坦克車內的格

畫建置的WiMAX網路都要測試，MOS值要達到3.5才算合格(其實就

格聲響如果太大，還是會吵得讓無線電毫無用武之地。為了提升通話

電信等級而言，這個標準並不高)。林某人也曾以MOS值量測並評估

品質，坦克車內的通話過程仍必須嚴格遵循所謂的「無線通話程序」

加密過後無線通訊的語音品質，發表於《IEEE Internet Computing》

(Radio Voice Procedure)。軍事行動時的通話，不會採用一般電話點對點

[文獻五] 。

的方式，而是許多人可以同時參與的對講機 (Push-to-Talk簡稱PTT)模

山朋(Katherine Abbott Sanborn; 1839-1917) 出版一系列的陽光日曆本

式。PTT通訊有協調通話的必要，因此無線通話程序有如下的規則: 講

(Sunshine Calendar)，每一頁放一則美國著名人物的名言(參見《尋找蒙

話前先聽 (不要搶話)、講話時要慢且清晰(戰況火燒屁股時可能慢不下

娜麗莎》[文獻六])。我由2008年起，仿造山朋，每年製作一本《交大

162

閃文集 Ⅲ

閃文集 Ⅲ

163

由賈柏斯談起
資工筆記本》，每一頁畫一位歷史人

首創萬維網(World Wide Web)

物。第一本的名稱是「CS Note」，並

概念的科幻大師克拉克(Arthur

未標明第一冊，因為當時不曉得會再

Charles Clarke；1917 –2008；參

做第二本。沒想到隔年又製作了第二

見圖一)曾說: 「任何堪稱先進的

冊「CS Note II」。2010年底開始製作

技術，都和魔術難以區分 (Any

第三冊「Cat'S Note III」(CS Note III； 圖十一: CS Note 一號、二號、三號

sufficiently advanced technology is

參見圖十一)，完成前已離開資訊學院院長職務。以後大概不會有機會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agic) 。」在 圖一: 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

為學生製作第四冊筆記本啦。有分教：「凡事不過三」，誠天意也。

資通訊領域，能像魔術般引導先 Odyssey》兼具想像力和實際的可實施性 (換
進技術的人，在我心目中第一個 言之，他的故事內容是有所本的，並非一派

[文獻一]資料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sgt_
spanky/2470700936/
[文獻二]《資通訊的科技預測》,《閃文集II》第26頁
[文獻三] 資料來源: http://www.brusselspictures.com/cinquantenaire/
musee-royal-de-larmee/
[文獻四] Gan, C.-H., and Lin, Y.-B. Push-to-Talk Service for IT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8(3): 391-399,
2007.
[文獻五] Sung, Y.-C., and Lin, Y.-B. IPsec-based VoIP Performance in
the WLAN Environment, IEEE Internet Computing, 12(6): 7782, 2009.
[文獻六]《尋找蒙娜麗莎》,《閃文集II》第293頁

–2008)的硬派科幻小說《2001: A Space

想到的是賈柏斯。

胡言的幻想)，啟發後世許多科幻創作。

2009年12月某天我和中華電
信的呂學錦董事長開會，談到賈
柏斯(Steve Jobs；1956 –2011；參
見圖二)。呂學錦對他讚不絕口。
被譽為CEO of the Decade的賈柏
斯，主導了四次產品革命: 個人
電腦、動畫、音樂，以及行動

圖二: 賈柏斯(Steve Jobs；1956 –2011)

電話。大家講起賈柏斯，都非常佩服。在台灣，電信運營商(Telecom
Operators)一向主導電信營運的應用服務，製造業只能被動追隨。但製
造業出身的賈柏斯卻以iPhone建立起電信服務的一整套生物鏈，不得不
令我輩折服。賈柏斯將事物連結起來的想像力異於常人，而這種超乎
常人的「覺察」能力是區別創新者與模仿者的關鍵。
賈柏斯於1985年被排擠出蘋果電腦時，很多人都認為他不會有更
大的作為了。套一句作家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參見《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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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一文[文獻一]) 的說法：「在美國，不會有第二次機會。」

型手機iPhone，一直到iPad，不僅外觀設計具時尚感，而且操作簡易，

但賈柏斯畢竟有能力突破，並一再超越自我。即使在IBM PC 銷售大

大受歡迎。2010年蘋果推出新版iPhone及iPad，在美國以外開賣，氣勢

賣時，《紐約時報》仍有文章對蘋果電腦的麥金塔大加讚揚，批評視

看漲，股價再度超越微軟，象徵在數位時代最重要的科技產品不再是

窗95笨拙：「當你能聽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參見圖三(左)）

桌上型軟硬體，而是手持裝置。

唱歌時，為何要去聽小考尼克（Ｈarry Connick Jr.）呢?」當中的差別

在提升電話和手機「使用便利性」方面，賈柏斯之前也曾有許多

在於「創意的品味」。賈柏斯堅持將產品設計得很高雅，連蓋茲(Bill

人的努力。我們首先談有線或無

Gates；參見圖三(中))都說，沒有賈柏斯，就沒有麥金塔。其實賈柏

線電話不可或缺的零件: 麥克風

斯的創意，源自於體會使用者的感覺。大部分工程師不懂「苦民所
苦」，只知道拼命增加功能，絞盡腦汁，想將電話和電視遙控器這類
產品變成電腦，實際操作卻比電腦困難，也難怪無法獲得「庶民」的
青睞。《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 女演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參
見圖三(右))就曾無奈的說：「我是古板的女人，對電郵沒興趣，我寧
願依照傳統方式來打或掛電話( I don't believe in e-mail, I'm an old-fashioned
girl. I prefer calling and hanging up) 。」賈柏斯厲害之處是在iPhone提供電

(microphone)。這個語音輸入裝置
是貝里納(Emile Berliner；1851–
1929；參見圖四)的發明。早期
麥克風用於錄製黑膠唱片。貝里
納創立留聲機公司(Gramophone
Company) [附註一]，以畫家巴勞

腦功能，卻不增加

的作品《His Master's Voice》作為

操作的複雜度。

商標(參見圖五)。1901年貝里納

蘋果電腦市

圖四: 貝里納(Emile Berliner; 1851–1929)

在美國成立勝利唱機公司(Victor

圖五: 勝利唱機公司的商標是畫家巴勞

微軟，但是在十

Talking Machine Company)，亦即 (Francis Barraud)的作品《His Master's
後來的RCA (Radio Corporation of Voice》，畫中的小白狗名叫Nipper。Nipper

年前，蘋果的市值

America) 。

值在1989年曾超越

跌到只剩五十億美

某次發現了一部留聲機，充滿疑惑，歪著頭
打量。巴勞捕捉情景畫了下來。

麥克風技術的後續精進，可歸功於在電磁學有貢獻的休斯

圖三:(左)辛納屈（Frank Sinatra；1915 –1998）；(中) 蓋茲 (Bill
元 ， 岌 岌 可 危 。 Gates； b. 1955)；(右) 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

(David Edward Hughes；1831–1900)。他在1878年大幅改進愛迪生麥

2010年這一年來，蘋果股價大漲百分之九十五。蘋果近年來氣勢如

克風的音量，申請專利。這個發明一直到1920年代時仍持續改良，

虹，從數位音樂播放器iPod、輕筆記型電腦MacBook、觸控式智慧

成了我們今日使用的碳粉式麥克風。身為音樂家，休斯的麥克風發
明，還拯救了長笛在爵士樂的的地位呢。長笛的音量小，和其它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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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如小喇叭或薩克斯風一起演奏，會被掩蓋。因此只能擔任跑龍套

至是中文輸入。而輸入裝置，則是傳承於電腦，將之鍵盤簡化。最早有

的腳色，吹吹高音域如第三個八度音，勉強讓聽眾察覺它的存在。

打字鍵盤的手機是Nokia的產品 (參見圖七)。剛推出時，GPRS正要起飛，

藉由麥克風，長笛的可用音域，顯著擴大，終於能在爵士樂演奏中

鍵盤成為行動數據應用的

大顯身手。

重要輸入工具。其實該鍵

雖有麥克風輸入語音，仍然需要各種技術來提升手機的音效。

盤太小，不易使用。

早期的手機並不重視音效，就林某人記憶所及，最早的「好聽鈴

打字鍵盤雖是手機

聲」，是英業達的點子，也讓該公司的手機在早期大賣。我曾在

的豪華配件，卻是電腦最

《閃文集》的「手機音樂與卡農」一文提及饒仲華和我寫的論文有

基本的配備，這是向打字

設計手機音樂語言，可以調整手機音律。我並提及帕海貝爾(Johann

機借用的點子。打字機是

Pachelbel；1653 –1706；參見圖

密爾(Henry Mill；1683 –

六(左))的《卡農》(Canon)很適

1771) 於1714年的發明。百

合當作手機音樂。

年後休列斯(Christopher Latham

音律的原理是誰發明？應

Sholes；1819－1890；參見圖八)

該是十六世紀朱載堉（1536－

將之商業化。休列斯原本是美

1610；參見圖六(右)）吧。朱載

國密爾瓦基(Milwaukee)的報紙

堉是明宗室鄭恭王朱厚烷嫡子，

編輯。某次印刷廠的排字工人

圖七: 第一個有打字鍵盤的手機(Nokia提供)

發明演算法將八度音切割為十二 圖六: (左) 帕海貝爾(Johann Pachelbel；1653

罷工，讓休列斯傷透腦筋，想

等分，並製造出新法密率律管及

要做出自動排版的機器，最後 1819－1890)
意外搞出商業化的打字機。

–1706)； (右) 朱載堉（1536－1610）

新法密率絃樂器，是世界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樂器。理論很難，做法

圖八: 休列斯(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

卻簡單。在調整琴弦時，將第一音弦的長度除以密率(亦即二的十二次

當時打字機被稱為「文學的鋼琴」(Literary Piano)，因為第一代

方根)，就可得到第二音弦的長度。以此類推，到達第十三次時，就會

的雛型按鍵就像是鋼琴，有黑白鍵。這雛型並無阿拉伯號碼0 與 1，

得到一個完全的八度音。

而是由英文字母 O與I 代替。改進版的打字機於1874年生產販賣，

接下來談鍵盤輸入(Input)。手機的輸入，承襲傳統電話，自然是阿

標價125元美金，共賣出5000部。早期由兩隻手指打字。1878年隆列

拉伯數字的鍵盤。而要發展行動數據服務，就必須有英文字母輸入，甚

(Margaret Elizabeth Vater Longley；1831－1912)發明十指打字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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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目視，加速輸入，結果

前在拍賣場的標價高達7.5萬美金，因為上面有馬

卻欲速則不達，造成卡

克吐溫的親筆簽名。不過該簽名被證明是菲爾德兒

鍵 (圖九(左)中的早期打字

子的偽造，引起簽名書市場不小風波。

機，顯然很容易卡鍵)。

以往辦公室職場都是男人天下。有了打字機

在英文教師迭士謨

後，大量女性打字員被雇用。因此打字機對女權的

(Amos Desmore；1825 － 圖九(左) 早期打字機容易卡鍵；(右) 迭士謨(Amos
1898；參見圖九(右)) 的協助 Desmore；1825 －1898)

提倡有莫大功勞。這是休列斯在進行打字機商業化

下，休列斯將按鍵重新

對打字機的讚揚：「全人類的福音, 尤其女人類 (a 圖十一: 《湯姆歷險
blessing to mankind, and especially to womankind)。」 記》(The Adventures

組合成有名的QWERTY

時料想不到的。多年後休列斯很高興的接受人們

排法，讓打字速度減

打字機的魅力是很驚人的。

慢。經過百年的技術演

英國劇作家艾克邦(Alan Ayckbourn；

進，「卡鍵」不再是問
題，大家又拼命想點子

of Tom Sawyer)

b. 1939；參見圖十二)六歲時，母親
圖十: (左) 馬克吐溫 (Mark Twain)

送他一部打字機。他很興奮的用兩

增加打字速度。1984年IBM為其個人電腦發明新的字鍵安排(Layout of the

隻手指打出故事。打了63年的字

Selectric™ typewriter)，提升打字速度，卻不受青睞。原因是大多數使用電

後，艾克邦變成他的世代中最多

腦的人並不是打字專家，也不須加速字鍵的排列方式。直到今日，大家

產的劇作家。他的劇作被演出的

仍使用可笑的QWERTY 排法。

次數是有史以來第二多的。演出

馬克吐溫(參見圖十)對新科技一向喜愛。1874年他買下打字機，

圖十二:艾克邦(Alan Ayckbourn; b. 1939)

次數僅次於莎士比亞。

成為第一位以打字機完成小說的作家。有人說這部小說是《密西西

林某人國中時開始接觸英文打字機。每次打字，都會著迷，停不

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另一批人則堅稱第一部以打

下來。手機和打字機最大不同之處，在於「送出」鍵。打字機沒這玩

字機完成的小說是《湯姆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參

意兒，而手機的「送出」鍵被按到了，可能就「駟馬難追」。美國新

見圖十一) 。無論如何，馬克吐溫對打字機的推廣頗有影響力，殆無

聞工作者西埔里(David Shipley)說：「只要沒按"送出"鍵，壞事就不會發

疑義。打字機公司也以馬克吐溫大做廣告。馬克吐溫曾將《湯姆歷

生 (Nothing bad can happen if you haven't hit the Send key)。」勸導人們按鍵

險記》的首版贈送給他的朋友菲爾德(Eugene Field)。這本書於數十年

時要三思而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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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的鍵盤是Soft

此問題的反應笨拙，最後轉變為公關災難，被戲稱為「天線門事件」

Keys，只能以一隻手指輸

(Antennagate；圖十三(右))。為了這件事，蘋果負責iPhone和iPod硬體的

入，每按到一鍵時，該鍵會

資深副總裁佩珀馬斯特(Mark Papermaster) 下台走人，他任職蘋果的時間

放大，林某人對此輸入設計

才一年四個月呢。這是所謂的蘋果門(Applegate)事件。

相當滿意，覺得比一般手機

觸控技術普遍用於智慧型手機後也逐漸被電腦採用。然而今日電

的Hard Keys好用多了。唯

腦週邊的基本輸入設備仍然是滑鼠(Mouse) 。該裝置以游標指出螢幕

一遺憾是沒為左撇子特別 圖十三: (左) 右撇子手機的耳機線向左轉；(右) 賈伯
設計。林某人是左撇子[附 斯「說明」天線門事件

的位置，早期技術以按鍵和滾

註二]，因此也關心什麼樣的手機鍵盤最適合左撇子使用。目前世界上

這個偉大的裝置是恩格爾巴特

大約有13％的人習慣用左手，甚至將8月13日訂為「國際左撇子日」。

（Douglas Englebart；b. 1925；

然而市面上的全鍵盤手機的方向導航鍵，普通放在右邊，對於習慣用

參見圖十四）在英格里西(Bill

左手的朋友來說，並不方便。又如圖十三(左)所示的手機，耳機線沿插

English；參見圖十五)的協助

頭左方延伸，左撇子拿手機時手掌容易壓線。林某人找到一款諾基亞

下，於1963年的發明。

輪裝置對游標位置進行操作。

N97，採用了側滑鍵盤設計，可翹起的螢幕和全鍵盤在使用起來非常

1965年英格里西在其著作 圖十四: 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lebart;

方便，並且很貼心的將方向導航鍵放在左邊。在本文我曾提到iPhone

《Computer-Aided Display Control》 an inspiring vision of the future of interactive

的設計一向很人性化，很可惜2010年推出的iPhone 4卻不方便慣用左手
的人使用。出問題的是該款手機創新的外露框架型天線設計。這種設

首度提出「滑鼠」這個名詞。滑 to help realize this vision.
鼠其實是恩格爾巴特一

計將天線線路繞在手機的框架上，再將天線電鍍，讓手機外框成為可

個大計畫的一小部分。

以接收訊號的天線，好處是節省空間，外型美觀。不幸的是，人體會

1968年恩格爾巴特在某

傳導訊號，以左手握住機身時會改變天線的長度，讓接收訊號衰減，

次IEEE會議上展示這項

收訊大打折扣。而賈伯斯在第一時間點的回覆還挺差勁的。他說：

大計畫的成果，於是世

「希望消費者儘量避免以左手接電話。」換言之，左撇子要用iPhone

界上第一個滑鼠首度公

4，就要改變習慣。要不然，就得去購買一個能包覆整個手機外框的塑

開露臉。它是一個木質

膠、橡皮套，這樣才能避免掌心觸碰到兩根天線之間的缺口。蘋果對

的小盒子，盒子下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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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互相垂直的輪子，每個輪子帶動一個機械變阻器獲得X、Y軸上的位

帕洛奧多實驗室發展出個人電腦的

移。在盒子的上面則有一個按鈕開關控制信號連線。這款滑鼠的鼻祖與

天才是蘭普森(Butler W. Lampson；

今天的滑鼠結構大不相同，甚至還需要外置電源來供電才能正常工作(參

b. 1943；參見圖十七(左))及薩克

見圖十六(左))。無論如何，這項發明仍是相當偉大。英格里西事後回憶

（Chuck Thacker；b. 1943；參見圖

恩格爾巴特這次的展示，道：「他在一小時內，為現代化程式輸入做了

十七(右) )。他們於1973年4月設計

詳細的說明。」恩格爾巴特未曾由滑鼠的發明賺到錢，卻因為這個貢獻

奧圖電腦。1974年大約生產了四十

而於1998年獲得世界電腦界最權威的圖林獎(Turing Award)。1981年，第一

部奧圖電腦。這是第一部具體的個 圖十七: (左) 蘭普森(Butler W. Lampson;

隻商業化滑鼠誕生，廣泛應用於蘋果的Mac個人電腦(參見圖十六(中)) 。
1983年，台灣的羅技

人電腦，放在辦公桌上讓一個人使 Fo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用，並且與其他的奧圖電腦相連 distributed, personal computing environments

(Logitech)發明了第一

接。蘭普森是1992年圖林獎得主， workstations, networks, operating systems,

款光學機械式滑鼠，

而薩克亦於2009年獲得圖林獎。

and the technology for their implementation:

成為業界的標準。

電腦或手機最重要的輸出裝置

2009年，Apple
推出新滑鼠Magic
Mouse (參見圖十六

b. 1943) Turing Award (1992) Citation:

是螢幕(Screen) ，其技術由早期的
圖十六: (左) 第一個滑鼠; (中) 第一個滑鼠商業化滑鼠; (右)
Magic Mouse

CRT (Cathode Ray Tube)演進到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LED (Light-

programming systems, displays, securit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右) 薩克（Chuck
Thacker; b. 1943) Turing Award (2009)
Citation: For his pioneering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Alto, the first modern personal
computer, and in addition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Ethernet and the Tablet PC.

(右))，能以兩指操作更多手勢功能。該滑鼠採用iPhone、iPod Touch、

Emitting Diode)，氣體電漿顯示 (Gas Plasma) 或其他影像投射技術。早

MacBook的多點觸控技術，把所有滑鼠按鍵、滾輪都拿掉，只利用一整

期CRT 的技術是德國物理學家布勞恩(Ferdinand Braun；1850 –1918；參

片多點觸控板，就能提供一般滑鼠的左、右鍵，以及360度滾輪功能。

見圖十八(左)) 於1897年的發明，亦稱為布勞恩管(Braun tube) ，最早用

伴隨滑鼠，密不可分的是視窗作業系統。這個作業系統是由全錄
(Xerox)的帕洛奧多 (Palo Alto)實驗室(PARC)發展出，被蘋果發揚光大。之

於示波器的顯示。在德國，CRT被稱為Braunsche Röhre，而日本則稱為
Buraun-kan。這個技術應用了一百餘年才被平面顯示技術取代。

後蓋茲 (Bill Gates) 再據以發展出Windows 95。為此賈柏斯諷刺微軟視窗是

布勞恩在發明CRT技術的期間也研究二極體(Crystal Diode

抄襲蘋果的「灌水麥金塔」。而蓋茲則反駁道: 「賈柏斯，你說錯了。

Rectiﬁer)，並在1898年發明了我們俗稱的貓鬚(Cat's Whisker Diode)。在無

事實是，我們都住在一位叫做全錄的有錢鄰居旁邊，你闖進去偷電視，

線通訊的研究上，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 「借用」了不少布勞恩的

發現我早了一步，拿走電視，卻說不公平，宣稱原來是該你偷的。」在

成果，後來兩個人於1909年共同獲頒諾貝爾物理獎(參見圖十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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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俄國科學家

手機，皆採用先進的平面觸控螢幕。3D的顯示

羅辛(Boris Lvovich Rosing；

螢幕亦已有產品。

1869–1933；參見圖十九)將

在蘋果公司的食物鏈中，最有創意的是

CRT用來接收並顯示影像訊

App Store，提供商場，讓賣家將軟體產品上

號，發明了電視機。羅辛

架，而買家可經由iPhone(或iPod Touch及 iPad)

持續改進電視機的技術直
到1931 年。這一年他因為

圖十八: (左) 布勞恩(Ferdinand Braun；1850 –1918)；
(右) 馬可尼和布勞恩共獲諾貝爾物理獎。

反革命被放逐到科特拉斯(Kotlas)，政府不准他再做研究。他於1933年
因為腦溢血死於放逐流離之時。

的iTunes付費採購。這種方式能吸引軟體業
者、開發者、廣告主等相關業者加入，很有效
的形成軟體商店相關產業生態。
在台灣，遠傳電信最早著手推動軟體商

圖二十: 尼波隆(Paul Julius
Gottlieb Nipkow；1860 –1940)

羅辛的發明其實是延伸了德國科學家尼波隆(Paul Julius Gottlieb

店至國外市場，而中華電信

Nipkow；1860 –1940；參見圖二十)設計的旋轉鏡片及鏡子的機械系

亦隨即投入手機軟體商店戰

統。羅辛使用機械式的攝影機拍攝影像，再以 CRT接收。在1970年代

場，推出Android手機專用

初期， CRT開始被當作電腦螢幕來顯示文字。1981年，IBM 推出四種

Hami App手機軟體商店，提

顏色的彩色顯示器(Color Graphics Adapter；CGA) ，並於1984年將顏色增

出相關軟體上下架、付費、

加到16種。到

廣告機制。Hami Apps正式宣

了1990年就有

布商業運轉時，林某人有幸

全彩的高解析

參與(參見圖二十二) 。當場 圖二十一: 蘇德蘭(Ivan Edward Sutherland；1938)

度銀幕。

有展示小姐演示Hami Apps的 visionary contributions to computer graphics, starting
手機操作(參見圖二十三) 。 with Sketchpad, and continuing after

Turing Award (1988) Citation：For his pioneering and

關於顯示
器技術，早在
1968年就很先

圖十九: 羅辛(Boris Lvovich Rosing；1869–1933)

Hami Apps初步提供250款手機軟體，由中華電信負責軟體審核上
架，並且針對免費軟體嘗試推動軟體廣告機制。目前軟體商初步推出

進，由美國ARPA信息處理技術辦公室主任蘇德蘭(Ivan Edward Sutherland；

包括學習、生活工具、遊戲、休閒娛樂等類別之付費或免費手機軟體

1938；參見圖二十一)建立了「達摩克裏斯之劍」頭盔顯示器，被公認為

（約各佔一半比例）。Hami Apps提供軟體下載排序、軟體評分、搜尋

是世界上第一個頭盔顯示器，能顯現二維圖像。今日iPhone及其他智慧型

等功能。Android手機用戶可選擇帳單付費，非中華用戶則可使用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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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支付。Hami

is how to remain an

Apps與S Market

artist once he grows

這類服務的推

up. 」當我正在思

廣，受到終端裝

索畢卡索的藝術境

置極大的影響。

界時，碰巧收到

蘋果電腦的iPad

中華電信的慶祝

出現後，讓Apps 圖二十二: Hami Apps開幕記者會，林某人是左撇子，下意識舉
有 了 新 面 相 的 起左手比大拇指。

15周年邀請卡(見 (右) 畢卡索作品
圖二十五)，邀請欣賞

詮釋。iPad改變使用行為

「世紀畫家－畢卡索特

與經驗，例如上網，iPad

展」。中華電信要發展

讓網頁瀏覽的這個使用經

創新應用服務，畢卡索

驗變好了，到哪裡都可以

的精神是應該學習的。

看，不用鍵盤滑鼠，這是
由行動電話手機延伸出來

圖二十三: 中華電信小姐展示如何使用Hami Apps (林
某人拍攝)。

的概念，而提供比手機更好的使用經驗。iPad並非筆記型電腦，至少現

圖二十四: (左) 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

此刻收到中華電信邀請

圖二十五: 中華電信慶祝15周年，邀請欣賞「世紀畫

卡，望著卡片上畢卡索 家－畢卡索特展」。
的畫作，不禁莞爾。

階段iPad的設計並不能完全取代筆電。畢竟在「內容製作」上，筆電

在台灣如何提供發展環境，以創造出有品味的電信應用服務的

的鍵盤、滑鼠，以及專業的軟體，還是比較符合一般工作使用。iPad

境界? 2011年7 月5日中華電信舉辦15周年慶的記者會，宣誓打造數位

是一個接收內容的裝置，適合各種訊息、網路、社群服務上的互動。

雨林的前瞻願景，包括建設寬頻網路的活水沃土、致力節能減碳的

然而如何為這些行動終端寫出好的應用服務? 宋徽宗趙佶(1082－1135)

綠能永續發展、提供數位內容與軟體業者更完善的發展環境、並啟

曾出考題：「萬綠叢中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好的應用服務就

用大容量雲端服務創作平台，與產業共同投入雲端運算創新服務的

應該符合趙佶這個考題的精神(趙佶當皇帝治國不及格，對藝術品味的

開發。董事長呂學錦承諾會持續配合「國家寬頻發展政策」，打造

境界卻高人一等) 。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捕捉到有品味的境界，只是如

十倍速成長的寬頻上網基礎環境作為產業發展的活水沃土，推展台

何一直擁有並維持這種境界，就不簡單。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

灣寬頻傳輸速度從50M、100Mbps進入Gbps時代，並推動管道共同建

1881－1973；參見圖二十四(左))說：「Every child is an artist. The problem

設、調整互聯介接費用、協助有線電視數位化，共同加速建設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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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基礎設施。在場的交通部毛治國部長(參見圖二十六(中))以大股

很難維持樂團的基本開銷。1952年楊三郎和好友那卡諾(《望君早歸》

東的身分期許中華電信打造數位雨林，要讓數位生活成為國民的基

的填詞者)等人籌組「黑貓歌舞團」，以日本「寶塚松竹歌舞團」為標

本權利、成為企業客戶更有效率的營運夥伴，同時發揮廣納百川的

竿。黑貓歌舞團成為楊三郎的創作平台，和周添旺等作詞家合作，創

精神，結合產業界力量共同成長，落實政府相關產業推動政策。我

作出《秋風夜雨》及《港都夜雨》這些膾炙人口的歌曲，印製成歌譜

個人也相當期待，台灣數位雨林能讓資通訊的應用服務真正落實。

(參見圖二十七(左))，在各地演出，形成人人傳唱的風尚。黑貓歌舞團

音樂的熱帶雨林早在1950年代就曾在台灣出現過，亦即「黑貓歌

這個創作平台相當嚴謹，

舞團」。創辦人楊三郎早年家境貧窮，在一家舞廳當「電梯童」，但

以嚴格的考試篩選及集訓

極有音樂細胞，偶然被一位日本藝人發掘，推薦給知名音樂家清水茂

的方式，反覆進行歌唱及

雄，至日本接受三年的正統音樂教育。楊三郎有作曲天分，處女作

戲劇的練習，直到技術純

《望君早歸》在1940年代的台灣造成轟動。二戰期間許多台灣人至南

熟之後才正式登台表演。

洋一帶充作軍伕，戰後親人期盼這些軍伕回歸的心情清楚地在《望君

電視興起後，許多黑貓

早歸》描繪：
「每日思念你

歌舞團的成員被挖角到電 圖二十七: (左) 黑貓歌舞團的歌譜；(右) 白香蘭及黑貓
視台，導致歌舞團大量失 歌舞團的故事在2011年8月登上國家戲劇院演出。

一人，昧得通相

血。這些藝人包括文英、戽斗、白香蘭(參見圖二十七(右))等，都成為

見，親像鴛鴦水

當時台語鄉土電視劇中的重要人物。黑貓歌舞團在電視高科技以及黃

鴨不時相隨，無

色脫衣歌舞團夾殺下，觀眾流失，終於沒落。今日中華電信打造數位

疑會來拆分離。

雨林，提供雨林所需的沃土，當務之急是尋找到具有楊三郎天分的園

牛 郎 織 女 因 兩 圖二十六: 交通部長毛治國與各界貴賓和董事長呂學錦及總經理
人 ， 每 年 有 相 張曉東啟動邁向雲端服務儀式；前排由左至右: 張曉東、黃明和

丁，才有可能耕耘出果實累累的數位應用。

會，怎樣你若一

(秀傳醫院總裁)、劉瑞隆(凌群電腦總經理)、毛治國、顏慶章(元
大金控董事長)、張明正(趨勢科技創辦人)、林一平、呂學錦。

拉克所說的，已和魔術難以區分。再這樣下去，電腦和手機的操作

去全然無回，放捨阮孤單一個。…阮只好來拜託月娘，替阮來講給伊

會越來越簡便，大概會如同建築大師萊特 (Frank Lloyd Wright; 1867

知，講阮每日悲傷流目屎，希望你早一日返來…」。

–1959;參見圖二十八)的預測，「人類除了按鈕的手指，全都會萎縮

為了加強宣傳自己的作品，楊三郎組成了克難的小型樂團，在台

科技的演進，尤其在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這方面，的確如克

(If it keeps up, man will atrophy all his limbs but the push-button ﬁnger) 。」

北露天賣歌。當時的小歌譜每本只收錄八至十首歌，賣不了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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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此時人心惶惶，《Gramophone》經營發生問題。英國政府認為音
樂唱片對於處於戰爭中的人心有調解及舒緩的作用，必須維持，由政府
出面資助這些唱片公司以及《Gramophone》雜誌（英國政府真是有錢有
閒）。《Gramophone》雜誌撐過二次大戰後，更是欣欣向榮，變成採購
音樂產品的權威指標。
[附註二] 慣用左手或右手，對手機設計的影響，林某人有深刻印象，因
為我是左撇子(參見圖三十)。小時候被要求承接姊姊的舊衣服，我都穿
得很高興，原因是女生衣服的鈕扣縫在左邊，適合慣用左手的人穿著。
圖二十八：萊特 (Frank Lloyd Wright；1867 –1959 )的肖像出現在新竹科學園區生活館
外的廣告看板，林某人模仿畫出。

[後記]

在這篇文章在《NTP簡訊》發表後3個月，賈柏斯因胰臟癌
過世。

[附註一] 貝里納的貢獻在於留聲機（而非手機），引導了後來黑膠唱
片的產業。林某人大學時代買了一大堆黑膠唱片，常閱讀一份雜誌叫
《留聲機》，在此野人獻曝，介紹一番。話說1897年貝林納成立「英國
留聲機公司」後，開始發展世界黑膠唱片的市場。27年後市面上的唱
片種類繁多，消費者往往事先不知每張唱片的內容（當時的唱片是不
能試聽的）。因此購買唱片就像在賭博，買回去拆開，一翻兩瞪眼，
才知道售價昂貴的唱片是啥內容。愛音樂的英國作家麥肯齊（Edward
Montague Compton Mackenzie; 1883 –1972；參見圖二十九（左））深受其
擾，走訪了當時英國的所有的唱片公司，拿到了他們的發行目錄，免
得花冤枉錢。麥肯齊將這些心得寫下來與讀者分享，發表在《每日電
訊報》（Daily Telegraph），是為最早的唱片評論。1923年麥肯齊乾脆創

為何男女衣服的鈕扣釘法不同？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有裝鈕扣的衣服
很昂貴，是給有錢人穿的。貴婦人
穿衣服都由僕人幫忙扣鈕釦，因此
鈕扣縫在左邊，方便慣用右手的僕
人做事。男人是自己穿衣服，因此
鈕扣縫在右邊。
2010年8月，林某人小女兒到日本

圖二十九：（左）麥肯齊（Edward Montague

東京觀光，抱怨走路會撞到人(參 Compton Mackenzie；1883 –1972)；（右）
見圖三十一)。在台灣，我們都靠 《留聲機》雜誌

右走，在東京，行人則靠左走。導遊的說法是，過去日本浪人將武士
刀掛在左腰，若靠右邊走路，刀鞘會和對向行人相撞，容易惹事生
非。因此江戶時代的武士養成習慣，靠左邊走，以免擦槍走火。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麥克阿瑟一度對日本施壓，要求日本車子
靠右邊走。桃太郎們打死都不從，最後不了了之。

辦第一本專業的唱片評論雜誌《Gramophone》（留聲機; 參見圖二十九

在古希臘、埃及和羅馬時代，戰車和軍隊都靠左邊走，遇到來襲的敵

（右））。1939年9月，二次大戰爆發，唱片市場開始顯現出一片蕭條的

人時，才可以很順(右)手地拔劍迎戰，準確刺殺對手。18世紀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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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子的拿破崙下令軍隊行軍時靠右

[文獻一]《教授的「利是」》,《閃文集II》第174頁

邊走，之後法國的人、車也一律遵
行。歐洲大陸被他征服的國家，都
奉命改採靠右邊走的交通規定。英
國和歐陸隔離，並沒有受到拿破崙
的改變，因此一直保留靠左走的傳
統。日本「明治維新」以英國政體

圖三十: 林某是左撇子，2004年在揚州以

為師，自然也認同靠左行，和方便 左手揮毫。
武士刀出鞘的習慣不謀而合。

1927年，歐陸各國的汽車一律遵行將駕駛座置於左側，靠右行駛。堅
持傳統的英國則採用右駕
左行的設計，唱起反調。
但英國首創道路中央分道
標線，隨即為各國所仿
效。中國自八國聯軍之役
後，列強分據各租界，於
是左駕右行、右駕左行，
各式汽車橫行國土。直到
1944年，美國政府贈送五

圖三十一: 在東京，行人都靠左走。

萬輛各型車輛，都是左駕右行的設計，因此交通部牌照管理處定下
「中國境內車輛靠右」的規則，全國人車皆靠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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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流量工程之父
丹麥人耳朗 (Agner Krarup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ies of Significance in Automatic Telephone Exchanges》。他

Erlang；1878－1929；參見圖

提出完整電話流量的分析論述，發明了有名的耳朗公式(Erlang's formula)來

一(左))是第一位研究電話網

計算電話交換機忙線的機率。美國貝爾實驗室的研究員為了能夠讀懂耳

路流量的專家。耳朗是天才

朗的原始論文，還特別去學丹麥文呢。

兒童，小學畢業後，以高分

由於耳朗在排隊理論(參見《閃文集》第154頁)及流量工程

通過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

(Teletrafﬁc Engineering)有極大貢獻，因此在1944年，流量的量測單位

of Copenhagen)的入學考試
Præliminæreksamen。因為當時

圖一: 耳朗 (Agner Krarup Erlang; 1878－1929)；
(右) 耳朗14歲

以「耳朗」命名。將指數(Exponential)變數相加的新分布也以耳朗命
名，稱為Erlang Distribution。

他年僅14歲(參見圖一(右))，大學當局考慮半天，還是決定不讓他入

瑞典電信大學創造一種電腦語言Erlang Programming Language。

學。耳朗只好摸著鼻子回家，直到18歲時，再度贏得獎學金，進入哥

這語言後來移轉到瑞典電信巨擘易利信（Ericsson）的開放電信平

本哈根大學。他專精數學、天文學、物理，及化學，並於1901年順利

臺實驗室，之後又被釋出成為開放源碼的計畫。易利信採取這個名

畢業。他講話精簡，不善交際，喜歡當一個旁觀者，因此他的朋友暱

字，還有另一個原因：Erlang也是Ericsson Language的簡寫。這個語

稱他為「Private Person」。

言精簡好學，很符合開發大型工業用即時系統(large industrial real-time

耳朗於1908年加入哥

Systems)的分散式、容錯、多核心軟體的需求。Erlang有一特點，

本哈根電話公司(Copenhagen

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和互動，進而寫成程式。它的程式碼可以「熱

Telephone Company)，開始研

抽換」(Hard Standby；亦即可以一邊執行一邊升級，不用先暫停服

究電話交換機的效能。耳朗

務)，如果移到多核心處理器的環境中執行，速度會自然變快（甚至

將機率理論應用於電話流量

圖二: 丹麥的人孔蓋相當漂亮。

有可能達到線性加速，n個核心就提升n倍）。電信公司如T-Mobile，

(Telephone Traffic)分析，在1909年發表第一篇相關論文，證明隨機的電話

都使用Erlang開發分散式系統。 除了電信系統外，Erlang也被用來開

(Telephone Calls)到達電話交換機的時間，遵循普以松的分布法則(Poisson's

發財務系統或各種伺服器系統。不過Erlang占用的空間較大(40－50

Law of Distribution)。他為了研究一個鄉村的電話交換機運作過程，親自帶

MB) ，且不支援Unicode。

著梯子在哥本哈根街頭趴趴走。他以梯子，經由街道的人孔蓋(Manholes;
參見圖二)，爬入地底下的機房進行量測工作。
耳朗最重要的成果發表於1917年的論文《Solution of some Proble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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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的通信
1684年英國人胡克 (Robert

費太高，1805年後的賽末

Hooke；1635 –1703；參見圖

風興建及維護逐漸減少。

一) 用各種顯明的符號懸掛於

這套系統延續到1830年後

高盧(Gaule)，是為旗語。旗語

壽終正寢。今日各國童軍

是17、18世紀間的一種主要軍

所使用的英文旗語即由賽

事通訊方式。

末風變通而來，中文旗語

1793年，法國人卻柏(Claude

則是由英文雙旗語的數字旗

Chappe；1763 –1805；參見圖二) 圖一: 胡克 (Robert Hooke；1635 –1703)在物理學
改善胡克的通訊方法，以十字 研究方面有傑出表現，提出了描述材料彈性的基

式加以演化(參見圖三)。

架兩端木臂上下移動的位置，

法在夜晚或大霧等視線不良

代表不同字母，名叫「賽末
風」(Semaphore)。賽末風模仿人
的兩隻手臂，兩手執訊號旗的
擺動。擺動的角度以45度為單
位，足以表示數百種訊號。
1791年3月 3日賽末風在
法國的兩個城市Brûlon及Parcé

圖三: 雙旗語

本定律－胡克定律。他和牛頓彼此存在著敵意，
兩人一直爭論。牛頓算是胡克的晚輩。胡克早在
1663年就成為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此時牛頓還
是劍橋的大學生。1672年牛頓被選為皇家學會
會員。他給學會寄去一篇論文，做為入會的見面
禮。文中提出光是由粒子所組成，證明白光是不
同顏色光的混合。胡克猛烈抨擊牛頓的論文，因
為他支持光波理論。之後兩個人就不停的鬥來鬥
去。牛頓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更遠一點的話，
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被人引用為座
右銘。其實這是牛頓打筆戰時嘲諷胡克身材不
高、駝背得很厲害。

賽末風最大的缺點是無
的情況下使用。而這項缺點
對法國歷史造成影響。1815
年3月 1日，拿破崙(Napoleon 圖四: 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1769 －1821)
在學生時代時就顯現出數學天份。學校督學報

Bonaparte；1769 －1821；參見 導說：「拿破崙的數學才能很適合於海軍工
圖四)從放逐的厄爾巴島逃回 作。」但是最後結論是，他應該嘗試當砲兵，更
能展開他的數學技能。據說拿破崙還是學校孩童

巴黎，由於大霧，賽末風於3 時，就發現了所謂的《拿破崙定理》(Napoleon's
月 5日才將訊息傳給路易十八 theorem)：假如我們在任一三角形上的每一邊上
畫一個等邊三角形(全部向外或全部向內) ，則這

做距離14公里的測試。1794年

（Louis XVIII of France) 。路易 些等邊三角形的中心點會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

7月16日，官方正式啟用佈建

十八來不及派兵攔截拿破崙，只好倉皇逃離巴黎，宣布退位。

於巴黎到里爾(Lille)間的賽末

軍隊的正式通信編制是由美國人邁爾(Albert James Myer；

風系統。不到數年，法國就

1828－1880；參見圖五) 所催生。邁爾十三歲時曾經擔任電報報務

以533個賽末風建設了5000 公

員，後來學醫，1851年由醫學院畢業。之後擔任軍醫時，根據他早

里的通訊網路，聯繫法國境

期的電報經驗，發明Wigwag旗語進行軍事通信，亦即所謂的Aerial

內的主要城市。由於營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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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拿一支旗子，朝三個方向揮

戰爭的國家領導人。

舞，代表不同字母。

在他之前，國家領導

1859年邁爾說服軍方在紐約

人都無法在第一個時

港口測試他的旗語系統。由於實

間點指揮戰場上的將

驗相當成功，邁爾於1860年被任

軍。因此有人說，一

命為全世界第一位專職通信長

旦發生戰爭，戰場上

(Signal Officer)。自1860年至1861

的指揮官擁有近乎上

年，邁爾被派到新墨西哥州，參 圖五: 邁爾(Albert James Myer；1828 －1880)

帝的權勢(Field commanders

加圍剿納瓦荷(Navajo)印第安人，在戰役中再次成功試驗他的旗語系統。

had been the closest things to

有趣的是，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 (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首

living gods)。例如1847年史

先採用邁爾這套通信系統的，竟然是和邁爾敵對的南軍上校(Confederate

考特將軍(General Scott)進

Captain) 亞歷山大(Edward Porter Alexander) 。亞歷山大曾經參與紐約港口的

攻墨西哥市，國家領導人

旗語系統測試，是邁爾的部下。1861年，邁爾拿到Wigwag旗語方法的專

事後才得知; 甚至有將軍會

利，不知道他是否控告亞歷山大侵犯智慧財產權。
1862年邁爾引進第一部可攜式的軍用電報機Beardslee Telegraph。

發下豪語: 「將在外，君命 亞金科戰役紀念幣
有所不受。」 正因為如此，一國之君常常得親自披掛上陣，御駕親

這部機器需要許多人來伺候。它安置於馬車中，電報線由馬車中拉

征，以確保指揮權。有名的例子是貴為英王的亨利五世（Henry V；

出，架在由士兵們一路「種」下的電線桿。由於手搖發電，電力不

1386 –1422；參見圖七(左)），在亞金科戰役（Battle of Agincourt；

足，傳輸距離不遠，同時操作也相當繁複。不過這部電報機在菲德

參見圖七(右))時仍得親自率領不到6千人來對抗3萬名法軍。差勁一

立堡戰役( Battle of Fredricksburg)立了大功。當日起大霧 ，視線不

點的皇帝如宋高宗，不知岳飛在搞啥玩意，只好十二道金牌將之召

明，南軍的旗語通信一籌莫展，毫無用武之地，而Beardslee電報則不

回，免得岳飛獨斷獨行，尾大不掉。

受天候影響，幫助北軍達成通信任務。1864年初，這部短命的電報
機退出戰爭舞台。

圖六: 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 –1865)

圖七: (左) 亨利五世（Henry V；1386 –1422）; (右)

而藉由當時的高科技「電報」，林肯革命性的改變了國家領導
(National Leadership)的本質。林肯於1861年入主白宮時，南北戰爭爆

大家都同意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 –1865；參見圖六)是一

發，當時白宮沒有電報連線。四個月後，林肯還是只能坐在他白宮

位偉大的總統，但很少人知道他是第一位能以遠端遙控方式，指揮

的椅子上乾著急，聽著距離不到三十英里，敵軍的隆隆加農砲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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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切的體會到，他和戰場指揮官之間必須有即時的溝通管道。林

米亞戰爭士兵的郵票。1857年到1858年間的印度軍隊嘩變（The Indian

肯決定採用電報這項通訊新科技。13個月後，他利用電報獲得前線

Mutiny；圖九(左)是印度紀念嘩變的百年紀念郵票），電報則充分發揮

的最新戰況，並以電報下達命令，將整個南北戰爭的情勢改觀。南

其通訊功效。這次發生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的民族起義，反對英國殖民

軍發現狀況不對，想辦法將北軍高級將領和白宮的電報線切斷。林

統治。英國人在電報傳送軍情下，成功的鎮壓印度人，事後很殘忍的

肯無法聯絡上他的將軍，就近找到另一條電報線，指揮起低階將領

屠殺俘虜，而電報也成為幫兇。

豪普(Herman Haupt；1817 –1905；參見圖八(左))上校。林肯和豪普間
的往返電報，成為戰爭成敗的關鍵。對林肯而言，電報除了能有效
下達命令外，更能快速收集情報，讓他做的決定比在前線的將軍更
精準。林肯不寫日記，但他擔任總統的期間發出將近1000封電報。
由這些電報，我們可以發現林肯對自己越來越有自信，而終於成長
為真正的領導者，也贏得了美國的內戰。
1840年代英國的電報技術比美國領先(參見《電報的故事》[文獻
一])，因此這項通訊技術也比美國早10年運用於戰場。在1853年至1856
年間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英國首度應用電報。電報傳送軍

圖九: (左) 印度紀念反抗英軍的嘩變百年紀念郵票; (右) 裘爾(Oleda Joure) 是很有才華的
女孩，除了當接線生外，也教授鋼琴。

1865年邁爾拿到第二個專利，叫做邁爾碟(Myer's Disk) ，可將傳送
的電報訊息加密，只有行家經由拼湊幾個碟子，才知道隱藏密碼的意
義，不知情者只會看得霧煞煞。1867年，通信部隊的編制已趨完備，
除了視覺信號(Visual Signaling)外，軍隊也將電報當作通信的主要方式，
並在美國西部架設約 4千英里的電報線。1870年，邁爾的通信部隊更
負責了佈達全國的氣象新聞。直到1891年，氣象播報工作才轉移到新

圖八: (左) 豪普(Herman Haupt；1817 –1905)；(右)英國紀念克里米亞戰爭士兵的郵票

成立的農業部氣象局(Weather Bureau)。邁爾被尊稱為「美國氣象局之

情是否有功效，看不太出來，但用來做新聞報導，倒是成就了全世界

父」，並於1880年晉升陸軍准將(Brigadier General) ，兩個月後去世。

首創的戰地記者。在此戰爭的某次行動，由於一位英國軍官的烏龍錯

1945年美國海軍將一艘電纜舖設船命名為「邁爾號」 (T-ARC-6)以紀念

誤，在20分鐘內，報廢900名英國騎兵。這條新聞經電報傳送，當晚

邁爾對軍事通信的貢獻。

《倫敦時報》就有報導，引起英國民眾撻伐。圖八(右)是英國紀念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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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通信部隊開始提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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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及電報的有線及電纜通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部隊的男

1965年遷入桃園中壢山子頂，林某人在此服兵役，官拜少尉通信官

性通信兵，因為沒有耐心，無法長時間坐在交換機前面轉接電話，

(參見圖十 (左))，曾經掛上通信兵徽章(請參見圖十 (右)) ，覺得相當

常常凸槌。美國陸軍通信部隊提出緊急呼籲(Emergency Appeal)，

拉風。

徵召貝爾電話公司的女性接線生(那個年代尚無男性接線生; 參見

在陸軍通校服役時，印象最深刻的是以「登高板」(參見圖十一

《Hello Central》一文) 。1917年有許多婦女宣誓參加陸軍，擔任電話

(左))爬電線桿的訓練。爬桿需要兩塊登高板。使用時，揹著一塊板

交換機的接線生，男性通信兵則被趕到前線去拉電線。這群婦女相

子，抓住另一塊板子的鐵鉤，環繞電線桿，並鉤住前面的麻繩，之後

當年輕，例如裘爾(Oleda Joure;參見圖九(右)) 16歲時就在貝爾電話公

雙腳踩上板子。站上第一塊板子後，將第二塊板子往電線桿更高的地

司受訓，十八歲時進入通信部隊。這群女接線生，被美國大兵暱稱

方掛，再爬上第二塊板子。最困難的動作是，取下第一塊板子再往上

為「Hello Girls」。由於Hello Girls娘子軍的支援，後方的指揮官可以

爬。取下面板子時，以右手握住麻繩，要有相當的握力，支撐全身的

直接打電話給前線的作戰官兵，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創舉。不過她

重量。然後兩腳擺成很奇怪的姿態(事隔二十餘年，我已忘掉如何擺姿

們初期沒有受到平等待遇，除役後未能享受退伍軍人的福利，因為

勢了) ，面孔朝地面，以左手

根據當時陸軍規定，只有男性能夠宣誓入伍(因此也只有男性才能退

將下方的麻繩取下(參見圖十一

伍)。經過奔波爭取後，這種不平等的規定終於廢除。

(右))。然後重覆先前的步驟往

在美國成立「Hello Girls」的1910年代，中國的通信兵種也正在
萌芽，乃是「陸軍通信電子資訊學校」(簡稱陸軍通校)的前身。陸軍
通校的歷史可追溯到1911年，當時中國成立陸軍，仿照日本軍隊制

上爬。我記得我的動作和別人
相反，因為我慣用左手。
通信兵的訓練要求，是三

度，將通信歸屬於工兵技術勤

個板子爬上桿，兩個板子下地

務，規模不大。1928年創辦「軍

面。在陸軍通校訓練時，必須 (右) 登高板之操作

事交通技術學校」，通信兵脫

在45秒內完成，我從來沒有及格過。我當時練到手都破皮，最好的

離工兵而與運輸合稱為交通

紀錄是2分鐘，爬上桿就已經花2分鐘，下地面0秒，其實是直接跌

兵。1934年「通信」再度脫離交

到地面(參見《閃文集》第231頁)。陸軍通校的教官嚇唬我們，說野

通兵而正式稱為通信兵科，總

戰通信兵都必須在20秒內完成，否則掛在桿上，無法閃避，往往變

算自立門戶。1936年「陸軍通信
兵學校」成立於南京丁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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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左) 林某人服役於陸軍通信電子資訊學
校時的菜鳥相; (右) 通信兵徽章

圖十一: (左)登高板(保存於上海電信博物館);

成敵人的活靶。823砲戰時傷亡最多的是通信兵，每次查線，出去一
個，就撂倒一個，非死即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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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隊的登高板技術不是

了。好在大地一片白茫茫，雪深

自創，就是從日本學來的，絕對

及腰，別說無法行走，即使大地

不是美國技術。美軍的登高設備

上出現任何一點和白雪相異的色

包括一個皮帶和登高鞋(參見圖

點，都會成為最顯著的射擊目

十二)。皮帶圈住腰部和電線桿，

標，閉著眼睛也會打中！」

登高鞋的鞋跟有馬刺，可咬住木

有線通信兵的工作讓人體力

製電線桿，藉以向上爬升。如果

圖十二:登高鞋

電線桿是水泥材質時，馬刺派不

透支，而無線通信兵也不輕鬆(參

圖十四: (左) 二次大戰的蘇聯通信兵；(右)

上用場，電線桿必須打洞插入鐵棒，讓人當

見圖十四)。無線通信兵機動性 蘇聯軍事通信紀念郵票
高，是指揮官耳目，也是敵人第一個要消滅的

階梯踩踏。

目標。1942年的第厄普突擊戰(Dieppe Raid)，

當年我在陸軍通校受訓時，通信兵

德國狙擊手就專挑加拿大部隊的無線通信兵下

區分為有線、無線，及載波三類。我是

手，打得加拿大部隊七零八落。我們那個年代

倒楣的有線班，負責爬電線桿架線。有
線通信兵行軍時，背上都揹著一個被覆

圖十三: 電話線的手搖收線機 (收
藏於高雄科工館)

的臺灣無線通信兵都揹過「拐拐」(AN/PRC77;參見圖十五)這種以色列研發的無線電機。

線絞線盤。架線時，揹著絞線盤的人只管往前走，聽口令行動，被

營測驗時，三、四天的任務，忙到連睡覺都沒

覆線有時掛在牆角或樹枝、電線桿上，大都打個活結了事。收線也

有空卸下「拐拐」。其實機身還算輕，沉重的 77)

是麻煩事，僅以簡單工具輔助(參見圖十三) 。

是有如大磚頭的電池。

圖十五:「拐拐」(AN/PRC-

當過通信兵的「代馬輸卒」張拓蕪回憶，當年軍隊經費拮据，

通信兵的分工還挺細的。例如話務通信兵負責發送訊號，而電譯通

通訊被覆線都是舊品或廢品，破損的，臨時接上的，因此常常接不

信兵負責接收訊號。在體制上雖然是不同功能，但作戰時，可沒有那麼

通。有線通信兵最好別得罪人，否則仇人拿大頭針插入電話線，接

講究排場，話務和電譯就由同一位通信兵包辦啦。這個兵種往往腦力操

通了也會有雜音，聽不清楚。這時候你只好一寸一寸摸電線，找

勞，要背誦一堆編碼，防止通信的內容被竊聽。而如何想出讓敵人無法

大頭針。張拓蕪回憶他當年在蘇北如皋縣打仗，大雪冰封，電話線

破解的密碼，更是兵家必爭。第二次大戰時，德國使用Enigma加密機(參

斷，任誰也無法可想。他說：「電話線斷，通信排長該負責修復，

見圖十六(右))，配備於 U-boat 潛艇，行跡飄忽不定，在大西洋擊沉大量

然而通信排長有何辦法？要槍斃？那也只得任憑上級長官怎樣施行

英美船隻，急得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直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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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謹慎，以免引起敵方的戒心，換成新密碼。密碼一換，破解原來密碼
的工夫就白費了。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有時明知敵方的行動卻故意
不防備，讓敵人得逞而不懷疑其密碼的安全性。傳說邱吉爾由「Ultra」
情報，知道德國空軍將於1940年11月空襲英國製造業城市哥本特利
(Coventry)，卻為了不讓德軍起疑，不下防備命令，導致該城損失慘重。
圖十六: (左) 「巨像」(Colossus)電腦；(右) Enigma加密機

又據說日本偷襲珍珠港時，中國的戴笠諜報系統已獲得情報，
告知美國。結果珍珠港仍然被炸了，但是所有的主力航空母艦，

Enigma加密機是1918年由德國工

「恰巧」都在外執行任務，逃過一劫。這種結果相當耐人尋味。盟

程師謝爾必斯(Arthur Scherbius；

軍為了保障破解「Enigma」的機密，自然也做出不少「必要的」犧

1878–1929；參見圖十七(左))發明。

牲。戰爭時兵不厭詐，你破解對方的密碼，要假裝沒破解。你知道

1926年，德軍正式採購，陸續生產

對方破解你的密碼，要假裝你不知道被破解。林某人不禁感慨，這

超過10萬部。

時「誠實是最好的策略」這句話可派不上用場。浮上腦中的是英國

Enigma最後由圖林(Alan Turing；

著名的幽默小說家傑羅姆 (Jerome Klapka Jerome；1859 – 1927；參

1912–1954；參見圖十七(右))發展出 圖十七: (左) 謝爾必斯(Arthur Scherbius；
的「巨像」(Colossus；參見圖十六 1878–1929)； (右)圖林(Alan Turing)

unless, of course, you are an exceptionally good liar.」在戰爭時期，你必

(左))所破解。「巨像」是希臘著

須是exceptionally good liar，否則欺敵不成，比不說謊還糟糕。

見圖十八(右))說的話：「It is always the best policy to speak the truth,

名的銅像，用雙腳踏在海口的兩

除了靠機器加密外，美國也採用所謂的「說碼人」(Code Talkers)。

岸(參見圖十八(左)); 圖林的故事

說碼人其實是話務/電譯通信兵，不同之處是他們像中國以前秘密幫

參見《資訊情人夢》一文。譯解

派，會中兄弟談機密時，就說起「幫派切口」，旁人聽不懂。第一次

「Enigma」作戰行動的情報一直

世界大戰時，美國採用巧克陶族的印第安語(Choctaw)傳送機密軍事訊

被列為「Ultra」等級(英國情報的
分級方式為Ultra、Pearl、Thumb三
級，當中Ultra是最秘密的情報來
源)。運用破解密碼得到的情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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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很成功的攻擊德軍。德、日兩國學到教訓，在第一次大戰後送一
圖十八: (左) 希臘神話中的「巨像」
(Colossus)； (右) 傑羅姆 (Jerome Klapka
Jerome; 1859 – 1927) 是英國著名的幽默小
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

堆學生到美國學習各種印第安語如Cherokee、Choctaw，和Comanche。
美國軍方發現此一現象後，擔心德、日兩國有能力解碼，曾經考慮
放棄「說碼人」制度。此時一位工程師，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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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軍人江士頓 (Philip

軍方必須全力保護「加解密

Johnston；1892–1978；

機」，可是當說碼人這個「人

參見圖十九(左))建議

肉加解密機」有落入敵人手中

以鮮為人知的納瓦荷

的疑慮時，必須先行毀滅。奉

語言來編碼。

命執行毀滅任務的同袍如何下

江士頓從小生長
在納瓦荷印第安保留

圖十九: (左)江士頓 (Philip Johnston；1892–1978)；(右) 納
瓦荷族的地標Shiprock Peak

區(參見圖十九(右))，和納瓦荷族人交往，熟悉納瓦荷語言及習俗。

得了手？這個矛盾成為電影詮
釋的重點。
我國國軍早年曾派兩名通 圖二十一: 1944年在塞班島的納瓦荷族說碼人

納瓦荷的語言結構複雜，較以前的印第安語言更適合用於加密。經

訊軍官進駐利比亞。1969年

過江士頓展示後，美國海軍陸戰隊決定採用這個提案，立即徵召29

時，擔任中校通信營指揮官的

名納瓦荷族原住民，由他們開始進行編碼工作，總共使用411個字

格達費(Moamer Kadhafi; 1942－

彙。海軍陸戰隊在第一層編碼上再以字詞取代 (Word Substitution) ，

2011；參見圖二十二)發動革

做第二層的加密，例如「Gini」這個納瓦荷字翻成英文是「Chicken

命推翻王室，要求這兩名通訊

Hawk」，而真正的的軍事用語是「Dive Bomber」。第二次大戰期間

軍官配合，關閉了全軍通訊系

美國總共動用400 位納瓦荷族的說碼人(參見圖二十)，這個密碼一直
到大戰結束，都未曾被破解。很諷刺的是，

統，才使格達費革命成功，由 圖二十二: 格達費(Moamer Kadhafi；1942－2011)
此可見軍事通訊的重要。然則仍有人不太仰賴通訊就能打勝仗。早期

1861年時，美國白人將最早的旗語通信用於

的中國軍隊通訊設備不佳，打仗往往要靠推理，猜測敵人的動向。民

和納瓦荷族的作戰，而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卻

國成立到抗戰期間，不依賴通訊設備，最擅長推測敵人動向的將領是

靠納瓦荷族來協助美軍進行作戰通信，編入

李宗仁 (參見《閃文集II》之「指揮(Conductor)的重要」一文)。

美國海軍陸戰隊(參見圖二十一)。

另一位善於領兵的軍人是張靈甫（原名鍾麟；1903－1947；參見

2002年吳宇森(John Woo)導演《獵風行

圖二十三），他集結臨時拼湊的雜牌部隊74軍，將之訓練成為一支

動》(Windtalkers)，敘述1944年，美軍在太平

鋼鐵部隊，蔚為傳奇。張靈甫即使沒有良好的通訊設施，也能靈活

洋賽班島(Saipan)戰場上，納瓦荷族說碼人的
故事。這部電影點出了很基本的人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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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部隊。日軍又恨又畏地稱之為「支那第一恐怖軍」。張靈甫不
圖二十: 400 位納瓦荷族的
說碼人的名單

太依賴通訊設施的原因是，身為主帥，他總是身先士卒，跑在最前
閃文集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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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因此部隊跟著跑就是，部下們也不必通訊

(Fraudulent Users) [文獻二]。認證的程序一般都會利用「金鑰」來打

找主帥啦。張靈甫知道他的軍隊無論在通訊及

「通關」(Pass)，詳細內容可參閱拙著[文獻三]。軍隊崗哨尤其常以

武器裝備皆遠遜於日軍，因此決定夜間作戰。

打「通關」來確認敵我，以對話的方式來確認身分。林某人在服役

黑暗中，現代化設備不易使用，日軍的優勢大

時，有位長官是《紅樓夢》迷，打通關竟然要我們背賈寶玉和林黛

打折扣，勝負就靠拼命的膽識，誰狠誰就贏。

玉的對話(參見圖二十四)，真是整人。當乙兵要認證甲兵時，先吆

然而張靈甫並非鬥狠莽撞之徒，作戰之前，很

喝: 「口令!」接下來則是文謅謅的對話如下:

細心的熟讀地圖，進攻及撤退的路線都背得

寶玉(甲兵)：「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滾瓜爛熟，因此夜間遇困，都能安然脫險。 圖二十三:張靈甫（原名
反觀日軍，深入中土，人生地不熟，夜間作 鍾麟；1903－1947）

黛玉(乙兵)：「瓢之漂水，奈何？」

戰，即使有先進的通訊設備，軍隊調度仍然不如張靈甫靈活，難怪

黛玉(乙兵)：「水止珠沉，奈何？」

落於下風。由此可知，軍事通訊不只是「通訊」，更需要位置資訊

寶玉(甲兵)：「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

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才是致勝的關鍵。然而神準如張靈甫也

黛玉(乙兵)：「佛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

知道，當通訊完全中斷時，亦是兵敗之日。他和共產黨在孟良崮作

寶玉(甲兵)：「有如三寶。」

戰，在通訊中斷、彈藥用盡後，知道氣數已盡，飲彈自裁。張靈甫

上述文言文對話比江湖黑話、幫派切口還難記，如果略加翻譯，讀

被人稱為「黃埔第一美男子」，是北京大學歷史系高材生，擅長書

者諸君比較容易了解:

法，連書法名家于右任都稱讚。張靈甫因繳不出學費，輟學加入黃

寶玉: 「不管世間多少美女，我只愛妳一人。」

埔軍校，帶兵極為彪悍。有一次他以為他的美女老婆劈腿，就一槍

黛玉：「要是你身不由己，不能自主，怎麼辦？」

斃了她，又娶了另一位16歲女孩。他的第二任夫人王玉齡19歲時成

寶玉：「要愛哪個人，由我決定，不會受到別人影響。」

為寡婦，直到今日已是80高齡。

黛玉：「要是我死了，你怎麼辦？」

本文提到軍隊通訊加解密，避免被敵人竊聽。通訊安全有另一
層次，亦即「認證」(Authentication)。認證的目的是要確認和您對談

寶玉(甲兵)：「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

寶玉：「如果是這樣，我出家的心意就像柳絮沾了泥一般堅定，不再
飛揚，即使聽到鷓鴣叫，我也不會想再找別的女人成家。」

的另一方身分。在商業化的行動通信系統，認證尤其重要。當電話

黛玉：「你不可以說謊話哄我。」

公司提供服務給用戶前，一定要先認證他(她)是「真的」用戶，否

寶玉：「我以佛教三寶之名起誓，絕對真心。」

則服務被盜用，收不到錢。林某人有多篇論文探討如何偵測盜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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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問候語
《紅樓夢》，很容易就過關了。林某人背上述《紅樓夢》通關時，

「Hello」一字是大家耳熟

還被長官訓了一頓。因為我將「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

能詳的電話問候語。據說這個

鴣」唸成「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被長官指謫其實

字源自於法文holà。而在美國，

蠻冤枉的。我背的才是原句，是蘇東坡的和尚朋友參寥寫的。蘇東

「Hello」首次出現於1833年的一

坡惡作劇，叫了一位妓女去向參寥討首詩，想看看和尚的反應。參

本書《The Sketches and Eccentricities

寥寫的七言絕句是：「寄語東山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

of Col. David Crockett, of West

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將和尚送妓

Tennessee》[文獻一]。書中第

女的句子移花接木，轉送給林黛玉。

144 頁敘述，美國西部拓荒的傳 圖一: 克拉克(David Crockett；1786－1836)的故

[文獻一]《電報的故事》,《閃文集II》第105頁

奇人物克拉克(David Crockett； Wild Frontier》，由Fess Parker主演，林某人小
1786－1836；參見圖一) 當年在 時候看過，印象深刻，旅美期間特別買了一卷

[文獻二] Lin, Y.-B., Chen, M.-F., and Rao, H. C.-H. Potential Fraudulent Usage in

事被華德迪斯尼於1955年拍成電影《King of the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IEEE Transactions on Mobile

密西西比河畔以「Hello」和人

Computing, 1(2): 123-131, 2002.

打招呼。1860年後

[文獻三] Lin, Y.-B., Chang, M.-F., Hsu, M.-T., and Wu, L.-Y. One-Pass
GPRS and IMS Authentication Procedure for UMTS.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23(6): 1233-1239, 2005.

錄影帶，保存至今，已超過20年。

Hello這一字就常常出
現在文獻中。
電話的發明，提
供人們不必面對面的
談話方式。然而當你
面對電話筒時，如何

圖二: 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 –1922)

開口講第一句話？當時有人建議比較正式的問候語，例如「What is
wanted? 」或者是「Are you there? 」，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
圖二十四: (左)賈寶玉和林黛玉；(右) 黛玉葬花

1847 –1922；參見圖二) 最早用「Ahoy-hoy」這個字。「Ship Ahoy」
是水手呼喊其他船隻的聲音，意思是「喂，那條船呀」。大概感覺
電話的兩方距離甚遠，就如同呼喚遠方的船吧? 然而愛迪生(Thomas
Edison；1847 –1931；參見圖三) 對「Ahoy-hoy」這個字相當不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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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想以「Hello」

在日本打電

一字取代。

話，起頭會說「摩

愛迪生採取一

西、摩西」(もし

個很聰明的策略，

もし) 。我們老中

於1877年寫信給中央
區電報公司(Central

圖三: 愛迪生(Thomas Edison；1847 –1931)

則是說「喂」(拉長
音)。其實中國古代

District and Printing

是「唱喏」。《水 圖五：馬克吐溫(Mark Twain；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Telegraph Company；
就是現在的美國電

滸傳》中人物一見 酒兩杯，並要求酒保在帳單上記「兩個標記」(mark twain)。但
面，常會「唱大大 流傳更廣的說法是，馬克吐溫早年水手生涯，常常會喊「兩個

話公司Verizon )總

一個肥喏」。顧野 西西比河的領航員，在1859年拿到領航員執照。他的小說描述

裁大衛(Thomas B.

王的《玉篇》說： 吐溫－誰會不喜歡他呢？即使是上帝，亦會鍾愛他，賦予其
「喏，敬言也。」 智慧，並於其心靈裡繪畫出一道愛與信仰的彩虹。」

A. David)，說服他

1835 –1910)這個筆名據說源自其在西部流浪時，經常在酒店買
標記」(亦即水深兩潯)，此為輪船安全航行的深度。馬克是密

不少密西西比河的事物。海倫•凱勒曾經說過：「我喜歡馬克

圖四: 普斯卡斯(Tivadar Puskás；1844－1893)

認同「Hello」。他說：「大衛老友，你瞧，喊Hello時聲音至少比Ahoy-hoy

如何「敬」法，實在是莫宰

多傳10至20英呎，你甚至可以省掉電話鈴聲(Call Bell)的費用呢。」同年，

羊。陸游(1125 –1210；參見圖

發明人工電話交換機(Switchboard) 的匈牙利人普斯卡斯(Tivadar Puskás; 1844－

六)的《老學庵筆記》說多人

1893; 參見圖四)首度在波士頓用其新發明試打電話。他的第一句是匈牙利話

唱喏如「一群白項鳥，但聞

「Hallom」，意思是「我聽到了」。「Hallom」發音極類似「Hello」，影響

啞啞聲」，好像不太好聽。

到大眾。從此以後大家就採用「Hello」，不再Ahoy-hoy般的「叫船」啦。

到了元朝，蒙古人不太講禮

這場電話問候語的拉鋸戰，最後由愛迪生勝出。

貌，唱喏就失傳啦。

圖六: (左)陸游(1125 –1210)；(右) 《老學庵筆記》

另外有一種說法，1880 年時因為馬克吐溫(Mark Twain; Samuel

中國末代皇帝溥儀(1906－1967；參見圖七(左))使用電話的起

Langhorne Clemens；1835 –1910；參見圖五)的《A Telephonic Conversation》

頭語最為有趣。我讀溥儀的回憶錄，上頭寫著1921年，溥儀15歲，

一文使得Hello成為公認的電話問候語。馬克吐溫是很能接受新科技的的

因為好奇，要求內務府在紫禁城的養心殿給他安裝一具電話。溥儀

人，率先使用剛發明的產品，如打字機及電話。在使用過程，自然也會

第一通電話打給京劇名角楊小樓，他學京劇裏的道白腔調，拉起嗓

以作家的社會學觀點，建議使用新科技的恰當禮儀。

子唸道：「來者可是楊—小—樓啊？」對方哈哈大笑問：「您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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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子與諾基亞
呀？」溥儀連忙把電話掛上。

電導(Electrical Conductance)

溥儀後來也用電話，約見了

是電阻的倒數。電阻的單位是歐

「白話文運動」的主將胡適。

姆(Ω) ，而電導的單位則是西門

我在《Hello Central》[文

子（SI；Siemens），用以紀念西

獻二]一文提到早期打電話

門子公司創辦人維爾納．馮．西

到總機，起頭都會說「Hello

門子(Werner von Siemens；1816

Central」。我也曾提到，在
第一次大戰時大兵打給總機

圖七: (左)溥儀(1906－1967)； (右) 林某人與
Hello Kitty

– 1892；參見圖一)。西門子一 圖 一 ： 維 爾 納 • 馮 • 西 門 子 ( W e r n e r v o n
家有十四位兄弟，當中維爾納

Siemens；1816 –1892)

小姐會說「Hello Girl」。經由電話應用的推廣，「Hello」一字已成

(Werner)、威廉(Wilhelm )，以及海因里希(Heinrich)都有一身驚人業藝，

為友好的問候語。1973年秋天埃及和以色列嚴重衝突，引起世人的

在電信產業佔有一席之地。西門子家境貧窮，維爾納沒完成學業就加

省思，決定將11月 21日訂為世界哈囉日(World Hello Day)，希望解

入軍隊，正好有機會接受軍事工程訓練。他在軍隊的表現不錯，贏得

決事情時能以溝通來取代衝突，這不也是通信的主要目的嗎？而以

不少獎章。戰爭之後解甲歸田，開始進行科技創新。

「Hello」為名的著名商品，則非「Hello Kitty」莫屬，給人活潑及快

1847年，維爾納發明有別於摩斯電碼的指針方式，來辨別電報接

樂的形象(參見圖七(右)) 。

收的字母。他以此技術為基礎，成立了西門子－哈爾斯克電報機製造

[文獻一] 資料來源: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David+Crockett

公司(Telegraphen-Bauanstalt von Siemens & Halske)，為西門子公司的前

[文獻二]《Hello Central》,《閃文集II》第40頁

身。圖二(左)是今日西門子在德國慕尼黑的國際總部。這家德國公司在
1848年建造第一條歐陸電報線，連接分隔500公里的柏林和法蘭克福。
1867年，西門子完成了從印度加爾各答到倫敦的印歐電報線路鋪設。
1853年將電報系統擴
展到俄羅斯。1877年
研發電話系統，並於
1881年在德國設置第
一套人工電話交換

圖二: (左) Seimens在德國慕尼黑的國際總部；(右) 德國第一

機。這套交換機的容 套小容量電話交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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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大，由接線生手持接線話繩，一端插接主叫的用戶，一端插接被
叫的用戶，進行電話的接線與掛線(參見圖二(右))。

維爾納另一位幫手是弟弟海
因里希．西門子(Carl Heinrich von

Siemens & Halske公司也跨足其他電機相關產業，於1880年建

Siemens；1829 – 1906) 。1855年海

造全世界第一部電梯。1877年維爾納發明動圈變換器(Moving-coil

因里希在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建

Transducer；參見圖三(左))，在1920 年代經貝爾電話系統改進，採用

立了一個新的Siemens & Halske分

為擴音喇叭。維爾納也發明電車巴士(Trolleybus)，在1882年進行場

支機構，和俄國簽約，架設電報

測，因此被稱為電車巴士之父。西門子公司後來還兼營燈泡。世界

網路。在哥哥維爾納去世後，海

上的第一條電燈街道坐落於英國小鎮戈德爾明，其照明動力來源是

因里希成為Siemens & Halske的總 1823 – 1883)
裁，一直做到1904年才退休。

水車。這也是西門子的力作。除了專注本業外，維爾納對文物保存

圖四: 威廉．西門子(Carl Wilhelm Siemens；

也不遺餘力。1876年－1877年間，德國發現了最完整，亦是第一個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間，Siemens & Halske開始生產收音

有整個頭顱骨的始祖鳥（Archaeopteryx；參見圖三(右)）標本。發現

機、電視機，和電子顯微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Siemens &

者將它交換了一頭牛，之後該

Halske資助興起的希特勒，並協助德國的秘密戰備。2002年，媒體

標本輾轉於1881年拍賣。在維

BBC News報導了Bosch (博世)西門子「齊克隆」(Zyklon) 的商標爭

爾納的資助下，最後由洪堡德

議。Zyklon B是氰化物殺蟲劑，但被納粹當作毒器瓦斯，在集中營

博物館成功收購。

進行大屠殺。西門子有點頭殼燒壞，竟然想在美國以「齊克隆」申

維爾納對德國工業有重

請其家電產品如瓦斯烤箱(Gas Oven)的商標，難怪美國猶太人跳腳大

大貢獻，於1888年封爵，名

罵。西門子發言人趕緊滅火，說「The ﬁrm had never used and had now

字中增加了「von」這個尊
貴的標記。維爾納的事業能

圖三:(左)動圈變換器的橫切圖；(右) 始祖鳥
（Archaeopteryx)

no intention of using the name in the US.」(但好像沒有保證不在美國以
外地區使用) 。

做那麼大，得力於他兩位弟弟的幫忙。1850年，弟弟威廉．西門子

日軍侵略中國，於1937年至1938年間，進行南京大屠殺。當時

(Carl Wilhelm Siemens；1823 – 1883；參見圖四) 在倫敦設立Siemens

德國西門子公司駐中國公司員工拉貝(John Rabe；1882－1950；參見

& Halske代表處。威廉在英國相當活躍，為英國女王封爵。他在

圖五)以納粹黨員的特權身份，在南京建立戰時安全區(Nanjing Safety

1859年發明電報電纜線，並於1871年創立電報工程師學會(Society of

Zone)，保護了約25萬中國平民。拉貝與南京居民有深厚情誼，他

Telegraph Engineers)，成為首任會長(President) [附註一]。

說：「...there is a question of morality here...I cannot bring myself for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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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億歐元並註銷了
總值為1億歐元的
資產。在這一次交
易，西門子獲得了
明基5％股份(約為
圖五：拉貝(John Rabe；1882－1950)

to betray the trust these people have put in me, and it is touching to see how
they believe in me. 」他散發財產，資助650名中國難民。1938年拉貝
返回德國，寫信給希特勒，呼籲德國影響日本，勿再有類似暴行。
蓋世太保(Gestapo)將他逮捕審訊，最後經西門子公司斡旋，救出拉
貝。二次大戰後拉貝生活極為貧苦，他的家庭也一度陷入困境。
中國政府感激拉貝在南京大屠殺時的人道善行，按月資助拉貝的
家庭。1997年拉貝的墓碑由柏林迎奉到南京安置，永久紀念。2009
年，加倫柏格（Florian Gallenberger）將拉貝的故事拍成電影，由圖
克爾(Ulrich Tukur)主演。
西門子由通信起家，如今已是一家跨越全球百餘國、擁有45萬
名員工的綜合工業集團。在行動電話的生產，西門子也有幾項世界
紀錄。例如1997年的Siemens S10是第一個彩色銀幕手機，1999 年
的Siemens SL10是第一個滑蓋手機(Slider Phone)，2000 年的Siemens
SL45是第一個有 MP3 播放器及記憶卡的手機，2005 年的Siemens
SXG75是第一個內建GPS的手機。
2005年，台灣的明基電通(BenQ)收購陷入財政危機的西門子公司手
機部門，改名為BenQ-Siemens (參見圖六)。在轉讓之前，西門子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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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萬歐元)。

圖六: BenQ-Siemens商標及其產品E-61

我記得明基電通於2005年6月7日無預警宣佈併購西門子的德國手
機部門。那一天李建業博士的無線顧問群正在經濟部技術處召開會議
(參見《閃文集》第114－116頁) ，當時的經濟部長何美玥也很關切，詢
問此一事件之影響。當時我們都了解BenQ希望急速提高其全球1%的手
機市場佔有率，但也覺得明基電通下了一招險棋，可能全盤皆輸。不
幸而言中，明基在併購西門子的第一年就虧損新台幣350億元。2006年
9月28日，明基宣佈不再投資其德國手機子公司，申請無力清償保護，
進入法定接管程序。明基西門子破局的原因複雜，除了東西方文化的
差異，造成產品開發不順之外，西門子手機部門的巨額虧損，亦遠超
過明基最初評估的100億台幣。這次併購無法圓
滿落幕，相當令人遺憾。
2006年諾基亞與西門子共同成立諾基亞西

圖七: Nokia Siemens

門子網路公司（Nokia Siemens Networks；參見圖 Networks 商標

七）成為全球第二大無線電信設備製造商。2010年更宣布支付12億美
元，收購美國手機大廠摩托羅拉（Motorola）旗下大部分的無線網路資
產，以拓展在北美與日本的市場。不過這項併購華為(Huawei)有意見，
直到2011年3月，摩托羅拉仍然無法併入諾基亞西門子。諾基亞西門子
和摩托羅拉就像一對未婚夫妻正在舉行結婚典禮，當牧師問有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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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時，在觀禮席的華為舉手反

月的時程，將交通大學的TD-LTE系統

對，讓未婚夫妻尷尬不已(參見圖

以寬頻連線由新竹接到香港。而中國

八)。直到2011年 5月，諾基亞西

移動則將上海世博會的TD-LTE系統由

門子終於以9億7千5百萬美金併

上海接到香港。兩岸的TD-LTE連線在

購摩托羅拉的無線網路資產，對

香港會合，完成全世界第一通跨海峽

整個行動通訊產業生態有很大的

的TD-LTE寬頻連線(參見圖十 (下))。

影響。

2010年5月17日兩岸首度進行TD-

2010年2月28日諾基亞西
門子網路公司陳培煌找林某人
洽談，簽署合作備忘錄(參見圖

LTE高解析度互通視訊電話。台灣端
圖八: 諾基亞西門子和摩托羅拉結婚，華為
鬧場。

在新竹的交通大學(圖十一(左))，大陸 圖十: (上) 部分TD-LTE設備；(下) 兩岸
端在上海世博會，在車上繞行世博會 的TD-LTE寬頻連線架構圖

九)，建置台灣首座TD-LTE實

場(圖十一(右))。

驗網路，由交大執行NCP的TD-

2010年6月8日吳

LTE入網測試計畫(林寶樹教授

靜雄教授帶領

主持)，諾基亞西門子則提供可

NCP團隊參訪上

支援TD-LTE的新型基地台，中

海世博會，林某

華電信也配合NCP支援寬頻專

人則坐鎮新竹，進行第二次視訊連線。大家玩起「遠距拍照」的遊戲，

線架構。有媒體報導，「從此
刻開始，台灣WiMAX網路發展
已面臨LTE的直接挑戰！因為

圖九: (左) 諾基亞西門子台灣暨香港區域總經
理王建亞；(中)林某人；(右) 諾基亞西門子大
中國區副總裁潘波

像小孩一般，拿起相機，在上海經由TD-LTE視訊拍照新竹。
和中國移動
的合作愉快，雙方

TD-LTE網路即將在台灣落地生根！」這則新聞可害慘林某人，因為

互動密切，2011年

我還在搖旗吶喊，推廣WiMAX呢。不過，交通大學拔得頭香，第一

3月21日早上由林

個在台灣測試 TD-LTE技術，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寶樹教授率團到北

諾基亞西門子動作迅速，很快在交通大學完成TD-LTE系統架設(圖
十 (上)為部分設備) ，我透過陳元凱博士在中華電信的協助下，以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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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全世界第一通跨海TD-LTE寬頻視訊電話

京拜會中國移動通 圖十二: 2011年3月21日 拜會中國移動通信研究院；林某人左
信研究院(參見圖 側為中國移動通信研究院的黃宇紅副院長，右側為林寶樹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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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當天晚上和諾基亞西門子討

TD-LTE寬頻視訊

論合作(參見圖十三)，成果豐碩。

電話，津津樂道。

2011年6月22日諾基亞西門子通

而林某人更

信與國立交通大學攜手建置全台首座

受到諾基亞西門子

TD-LTE測試中心，吸引國內外兩岸

通信的邀請到其

三地電信業以及終端產品業者贊助與
合作，包括中華電信、中國移動、美
商高通、廣達電腦、工研院資通所、

圖十三: 2011年3月21日晚上和諾基
亞西門子討論合作：林某人左側為潘
波，右側為王建亞。

Marketing Forum 2011
發表交通大學的LTE

圖十四: 4G測試中心啟用剪綵

經驗(如圖十五所示)，參與廠商包括

安捷倫、羅德史瓦茲、聯發科以及晶復科技，積極帶動4G商用發

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威寶電信、

展，協助台灣產業搶進4G商機。中心主任是林寶樹教授(參見圖十四

大眾電信、全球移動等，相當熱鬧。

(右五))。當天有NCP的大家長吳靜雄教授蒞臨(參見圖十四(左五))，

[附註一] 威廉．西門子是電報工程師

場面蓬蓽生輝。媒體如此報導: 「交通大學副校長林一平表示，這

學會的首任會長。該學會後來改名為

次在TD-LTE技術的雙邊合作，積極帶動台灣在行動寬頻上的未來發

電機工程師學會(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展。交大正式啟用的4G Testbed將協助台灣通訊終端裝置和晶片設計

Engineers；簡稱IEE) ，亦即今日的工 Marketing Forum 2011發表交通大學的
程與科技學會(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LTE經驗。

廠商加速產品研發時程，以利產品輸出至中國大陸與國際市場。」
當日大陸工信部副部長奚國華(參見圖十四(左四))亦赴交大參加
TD-LTE測試中心落成典禮。奚國華表示，他碩士學位在上海交大完

圖十五: 林某人在諾基亞西門子通信的

and Technology；簡稱IET)。我因為行動網路研究的貢獻，有幸於2005年
成為IET會士。

成，因此，來到交大特別感到親切。他表示，兩岸應該發揮優勢互
補，共同搶進世界的商機，也期望兩岸在LTE產業可以制訂共同的
標準，有了統一的標準，雙方更可以攜手合作，發揮互補優勢來搶
攻全球的生意。他指出，中國大陸最大的優勢就是擁有13億人口，
而台灣則是在技術及製造有優勢。TD-LTE中國大陸目前已有6座城
市開始測試，預計今年底可以完成商業運轉的準備。當天中國移動
副總裁李正茂(參見圖十四(右四) ) 亦提及一年前我們共同完成的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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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程式的的女將軍
寫電腦程式，如有錯誤，就必須診錯。診錯又稱為「抓蟲」

繼電器(Relay)故障的2英吋飛

(Debug) 。電腦出錯，我們說電腦有蟲(Computer Bug)，典故為何，不甚清

蛾。哈普說：「From then on,

楚。但這個詞兒確定是因為美國海軍的女將軍哈普 (Grace Hopper；1906－

when anything went wrong with a

1992；參見圖一)

computer, we said it had bugs in.」

的宣傳而眾周所

替電腦抓蟲的說法，因此廣為

知。哈普是最早

人知。

期的電腦軟體工

雖然因工作優異被記功，

程師，修改程式，

海軍仍然暗示哈普，說她40 圖二: 艾肯(Howard Hathaway Aiken；1900 –1973)

替電腦抓蟲，是

歲後還在當兵，年

家常便飯。然而
軟體工程師如何

圖一: 哈普 (Grace Hopper；1906－1992)；右圖是哈普80歲時
的照片 [文獻一]

紀未免太大了。哈
普只好離開海軍，

當上女將軍？哈普是耶魯大學的數學博士，由於出身軍人世家，嚮往軍

於1949年加入剛成

旅生涯，因此在1943年投筆從戎。當時哈普34歲，體重105磅。對於這位

立的埃克特－莫奇

超齡超重的女生，美國海軍勉為其難的讓她加入後備役中心(United States

利電腦公司( Eckert-

Navy Reserve)受訓。結訓後，掛階成為海軍上尉，和Mark I電腦的主要

Mauchly Computer

設計者艾肯(Howard Hathaway Aiken；1900 –1973；參見圖二)[文獻二] 一

Corporation；參見圖三) ，為 UNIVAC I電腦寫出全世界第一個編譯器

起工作。哈普回憶她第一天到職時，艾肯的歡迎辭是: 「Where the hell

(Compiler)。

圖三: 埃克特與莫奇利電腦公司( Eckert and Mauchly)

have you been? 」然後指著Mark I電腦說：「Here, compute the coefﬁcients

哈普說她發明編譯器，因為她很懶惰，不想寫機器碼，希望「the

of the arc tangent series by next Thursday.」於是她成為Mark I的第三位程

programmer may return to being a mathematician. 」有人開玩笑的告訴哈普：

式設計師，主要工作是在不同的天候，24小時不停的校正海軍砲管的

「But Grace, then anyone will be able to write programs.」換言之，當一般

瞄準角度。哈普顯然很耐操，艾肯指定的任務她都能使命必達。「電

人都能寫程式後，這群寫機器碼的專家，還有工作嗎？哈普設計的第

腦抓蟲」的第一次書面報告是由哈普所記錄。「蟲」(Bug)一詞很早就

一個編譯器將數學公式翻譯為機器碼。她接下來想將英文指令(English

被工程師用來敘述難以捉摸的瑕疵。例如1878年愛迪生就以「蟲」來

Commands) 翻譯為機器碼。大家都認為她的想法太瘋狂，不切實際。

形容不易診錯的硬體設計。有一次Mark II的成員由電腦移除一隻導致

結果她成功了，發展出商業化的FLOW-MATIC 編譯器。這個編譯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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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影響到後來廣為金融商務使

准將(Rear Admiral)。哈普做事大開大闔，不像一般拘謹的軍人只會以服

用的電腦語言COBOL (Common

從命令為天職。軍隊的說法往往墨守成規: We've always done it this way。

Business-Oriented Language；參

哈普對這種說法很不以為然，故意讓她的時鐘反方向走，以示抗議。

見圖四 (左)) 的設計。在哈普的

她認為只要是對的，做了再說。她還很頑皮的講道；「It's easier to ask

創見後有人陸續在編譯器的發

forgiveness than it is to get permission」。

展進行研究，例如波黎士 (Alan
Jay Perlis；1922–1990；參見圖四
(右))因為在編譯器研究的貢獻成
為第一位圖林獎(Turing Award)的
得主。

哈普有好幾個「第一」的記錄。姑且不論她在電腦專業領域發明了
圖四: (左) COBOL； (右)波黎士 (Alan Jay
Perlis；1922 –1990) Turing Award (1966)
Citation：For his influence in the area of
advanced programming techniques and
compiler construction

第一個編譯器，她是美國海軍的第一位女性准將，也是年紀最大的現役
軍人(80歲)。哈普去世後，美國海軍為了紀念她，將一艘戰艦命名為USS
Hopper (DDG-70；參見圖六) 。這艘戰艦曾經參與波斯灣之役，戰功彪
炳，而哈普大概是全世界唯一被用來命名戰艦的電腦軟體工程師。

而在程式編譯過程，亦有

哈普成為許多

技術可以驗證程式是否錯誤(Code

女性計算機科學家的

Verification)，這方面研究的先驅者

標竿。例如伯格(Anita

為伯努力(Amir Pnueli；1941 –2009；

Borg；1949 –2003；

參見圖五) 。有了伯努力的理論，

參見圖七)成立Grace

後來的軟體工程師就不需像早年的

Hopper Celebration of

哈普那麼辛苦的抓蟲啦。
哈普於1967年回鍋到海軍
工作，擔任程式語言小組(Navy
Programming Languages Group)的

圖五: 伯努力(Amir Pnueli；1941 –2009) Turing
Award (1996) Citation： For seminal work
introducing temporal logic into computing
science and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program and systems verification.

Women in Computing，
是專門為女性設立的技術論壇。
伯格致力推廣女性參與計算機
科學領域。Google推崇伯格，

主任，並因功被升為上校。自1967年至1977年期間她將海軍所使用的

評論道：「Her capacity to mix

COBOL 語言標準化。她很早就有遠見，將電腦系統的測試標準化，其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a relentless

功效在早期的程式語言如FORTRAN及COBOL最為顯著。最後更融合

vision inspired, motivated and moved

主要電腦製造商之間的互通標準。1985年，哈普授階為一顆星的海軍

women to embrace technology in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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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USS Hopper [文獻三]

圖七: 伯格(Anita Borg；194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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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電子計算機之父」?
of avoiding or ignoring it.」Google

厄蘭發明蒙地卡羅方法時(參

成立了伯格紀念獎學金(Anita

見《計算機模擬》一文[文獻一])，

Borg Memorial Scholarship:

電子計算機技術正在美國開始萌

Taiwan)。我的學生梁睿珊贏

芽。眾所公認，最早成熟的電子計

得2011年的伯格紀念獎學金

算機是 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參見圖八)，另一位學生張

Integrator And Computer)，但「電

郡庭則是2012年的獎學金得

子計算機之父」的頭銜卻爭議不 圖一: (左) 莫奇利 (John Mauchly；1907－

主，我很高興，也希望同學 圖八: 交通大學吳妍華校長(左)表揚梁睿珊(中) 贏得

斷，最後由法院裁決才定案。一 1919－1995)
切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說起。當時美國陸軍軍械部(Army Ordnance

們能更努力，學習哈普及伯

2011年的伯格紀念獎；林某人站在最右邊。

1980)；(右) 埃克特 (J. Presper Eckert；

格的典範，更上一層樓。

Department)為了量測槍砲的彈道，出資給賓州大學的摩爾學院(Moore

[文獻一] 右圖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Grae_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研製能進行大量計算的機器，填寫

Hopper.jpg

彈道表格。當時軍方的聯絡人是茍斯汀 (Herman Goldstine)少尉，而

[文獻二] 《資通訊的科技預測》，《閃文集II》第26頁

賓州大學的計畫主持人是布萊耐得教授 (John G. Brainerd)，團隊成

[文獻三] 左圖資料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USS_Hopper_

員包括兩位學生莫奇利 (John Mauchly；1907－1980；參見圖一(左))

DDG-70.jpg；右圖資料來源: http://upload.wikimedia.org/

以及埃克特 (J. Presper Eckert；1919－1995；參見圖一(右))。關於布

wikipedia/en/b/b4/Crest_ﬁnished_2.gif

萊耐得教授對ENIAC的貢獻，鮮少人提及。IEEE有文章溢美布萊耐
得，說；「Under Dr. Brainerd's inspiration, leadership, and supervision
the ENIAC was conceived and built.」但是其他的文件卻顯示布萊耐得
曾阻撓ENIAC的發展。
莫奇利首先於1942年提出程式(Program)這個名詞，並寫了一份7頁
的提案 《The Use of High-Speed Vacuum Tube Devices for Calculation》，建
議發展電子設備(Electronic Device)來取代機械式的計算設備 (Mechanical
Calculation Device)，認為可藉此大幅加速計算。然而布萊耐得懷疑其
可行性，將之存檔，束之高閣。幸好茍斯汀看到了這份報告，直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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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莫奇利正式提案，由軍方提供經費。1943年，發展ENIAC的計畫由

和埃克特的部分刪除(大概嫌他們不夠大牌)。讀到這份范紐曼報告的人，

莫奇利主導觀念性的設計，而埃克特則負責硬體工程。這個計畫被列

對於報告中EDVAC這種創新的計算機架構都大感驚豔，稱之為范紐曼架構

為最高機密，代號為「PX」。ENIAC由18,000 個真空管及1,500個繼

(von Neumann Architecture)。現代的

電器組成，重量約 30 公噸，佔地1,500平方呎，消耗140千瓦電力，需

計算機的設計幾乎都遵循范紐曼

要兩部12匹馬力的吹風機散熱。ENIAC程式設定為外接式，全由手工

架構。例如劍橋大學的威爾克斯

在接線板上設定完成之。圖二是茍斯汀在「寫程式」(設定ENIAC功

(Maurice Vincent Wilkes；b. 1913；參

能表的開關)。ENIAC的高速計算能力遠勝於過去機械方式，可以在

見圖三)根據這份報告造出第一部

一秒鐘內做5,000個加法或357 個十位數的乘法運算。除了用來計算彈

儲存程式的計算機EDSAC(Electronic

道外，ENIAC也用於發展原子彈的計算。傳說這部機器一運轉，費城

Delay Storage Automatic Calculator)。埃

(Philadelphia)西

克特和莫奇利吃了悶虧，沒有得 1913) Turing Award (1967) Citation:Professor

區的燈光會變
暗。維持此機器

到應有的功勞。不過范紐曼非掠 designer of the EDSAC, the first computer with
奪之人，從未宣稱他是這個架構 an internally stored program. Built in 1949, the

正常連轉著實不

的發明人。

Wilkes is best known as the builder and

易，大約每兩天

埃克特和莫奇利申請

就有一個真空管

EDVAC專利，並在同年成立全世

故障。ENIAC服

圖二:茍斯汀 (Herman Goldstein)在設定ENIAC功能表的開關。

役十年後，於1955年10日月2日正式退休。

擔任總裁。他們將EDVAC做了商業化的改良，稱為UNIVAC (UNIVersal
Automatic Computer；參見圖

EDVAC。埃克特發明一種特殊的記憶體「水銀延遲線」(Mercury Delay Line

四)。然而EMCC的財務狀

Memory)來同時儲存數據(Data)及程式(Program)。這是一個創新的做法。此時

況不佳，旋即於1950年被

數學奇才范紐曼來賓州大學擔任顧問，參與EDVAC計畫的相關討論。范

Remington Rand公司收購。

紐曼寫了一份EDVAC的內部報告《First Draft of a Report on the EDVAC》。因

首部UNIVAC則於1951誕

為范紐曼是超級大牌人物，茍斯汀將這份報告送到和范紐曼往來的軍事單

生，安裝在美國人口普查

位，以宣傳EDVAC計畫的卓越。問題是，茍斯汀刻意將報告中提到莫奇利

局，運轉了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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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AC used a mercury delay line memory. He
is also known as the author, with Wheeler and
Gill, of a volume on "Preparation of Programs for
Electronic Digital Computers" in 1951, in which
program libraries were effectively introduced

界第一家電腦公司EMCC (Eckert-Mauchly Computer Corporation)，由莫奇利

1945年，ENIAC升級改善，增加程式儲存的功能(Stored-Program)，命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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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特和莫奇利於1947年申請的EDVAC專利一直到1964年才通

辯正。嚴格而言，范紐曼架構

過。這個專利最後屬於ISD (Illinois Scientific Developments)，用來控告

運用到的理論，早就由圖林

其他電腦公司侵權，賺取特許使用權利金 (Royalty Payment)。這種作

提出。圖林在1945年寫出ACE

為引起許電腦公司的恐慌，趕緊在1967年請出阿塔納索夫(John Vincent

(Automatic Computing Engine)報

Atanasoff; 1903－1995；參見圖五(左)) 來證明EDVAC專利無效。這場官

告，而ACE計畫也由威金森

司一直打到1973年，共請來77位證人，舉行了80場宣誓做證，並動用3

(James Hardy Wilkinson；1919

萬件證物。最後法官拉森 (Earl R. Larson)宣布EDVAC專利無效。

–1986；參見圖六) 承續圖林進

阿塔納索夫是何方神聖？他是愛荷華州立大學教授，和他的
助理貝里(Berry)設計出數位化電子設備Atanasoff -Berry Computer

行。威金森因為數值分析的貢 圖六: 威金森(James Hardy Wilkinson; 1919
獻在1970年獲頒圖林獎。

–1986) Turing Award (1970) Citation:For his
research in numerical analysis to facilitate the use
of the high-speed digital computer, having received
special recognition for his work in computations in
linear algebra and "backward" error analysis

(ABC；參見圖五(右))。他曾於1940年在費城告知莫奇利ABC的細

計算機能變得很好用，

節。1941年莫奇利到愛荷華州訪問，親自參觀ABC這部機器。阿塔

編譯器(Compiler)及作業系統

納索夫花四天的時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向莫奇利解釋ABC的

(Operating System)的發展功不可沒。編譯器的故事請參見《寫程式的

設計及實作細節。1943年莫奇利更多次請教阿塔納索夫的創新計算

的女將軍》一文。

機理論，但不曾透露他自己也在進行電子計算機的計畫。

電腦作業系統的故事也相當有趣，我在《閃文集》第180頁曾

有上述事實，法院最後判定阿塔納索夫才是「電子計算機之

提及，再詳述如下。1965年時，貝爾實驗室(Bell Labs) 、奇異電子

父」。但當時正值尼克森的水門案件爆發，醜聞吸引大部分人的目

(General Electric)和麻省理工學院(MIT)合作建立一套多使用者(Multi-

光，不知電子計算機之父已換人。許多電腦歷史書籍仍認定ENIAC是

user)、多工(Multi-processor)、多層次(Multi-level) 的作業系統，稱

第一部電子計算機，讓ABC徒呼負負。有人為阿塔納索夫抱屈，寫書

為MULTICS， 主要貢獻者是「分時處理作業系統」之父柯巴托
（Fernando José "Corby" Corbató；b. 1926；參見圖七）。因計畫的工
作進度太慢，MULTICS在1969年終止。
當時參與計畫的湯普森(Ken Thompson; b. 1943；參見圖八(左)) 在
MULTICS寫了一個電動遊戲程式「星際旅行」。在MULTICS打烊後，為了
能繼續玩這個遊戲，湯普森找來瑞奇(Dennis MacAlistair Ritchie；1941－2011；

圖五: (左)阿塔納索夫 (J. V. Atanasoff；1903－1995)；(右) Atanasoff-Berry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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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後來成為主流，廣泛的

第17位華人獲此殊榮者，深感

被各種電腦採用。

榮幸。

在湯普森及瑞奇

電子計算機發展歷史的

獲得圖林獎的次年，貝

一項重大里程碑是超級電腦。

爾實驗室的技術期刊

誰又是超級電腦之父？利用超

(AT&T Bell Laboratories

級電腦提供「高速計算」(High

Technical Journal)編輯了一

Performance Computing)，肇始自

期特刊，專門討論UNIX 圖七: 柯巴托(Fernando José "Corby" Corbató; b. 1926)

於1964 年 Control Data Corporation 封面； (右) 目錄
(CDC；參見圖十(左))首席設計

Turing Award (1990) Citation: For his pioneering work

系統(參見圖九(左))。 organizing the concepts and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1984年這一期特刊，具 of the general-purpose, large-scale, time-sharing and
有紀念性，成為我的珍

resource-sharing computer systems, CTSS and Multics.

圖九: 林某人珍藏的貝爾實驗室技術期刊；(左)

師克雷（Seymour Cray；1925－
1996；參見圖十(右)）推出的

藏版。為此特刊撰文的作者都

CDC 6600。克雷於1950年代就

赫赫有名(參見圖九(右))。當

進入計算產業。1960年代他加

中寫序文的 Robert L. Martin 是

入CDC，很成功的發展出 CDC

我在Bellcore時的大老闆，而

6600及 CDC 7600等大型電腦。

Robert H. Morris則為現任IBM

1960年代末期CDC的財務發 （Seymour Cray；1925－1996）
生問題，於是克雷在1972年離開CDC，成立克雷研究公司(Cray Research

的全球服務副總裁，他於2010
年來台灣，頒發IBM Faculty
Award 給林某人(參見《資訊
處理之父與IBM》一文)。
我們再回來談莫奇利。

圖八: (左)湯普森(Ken Thompson; b. 1943) ; (右)瑞
奇(Dennis MacAlistair Ritchie; 1941－2011) ; Turing
Award (1983) Citation: For their development of
generic operating systems theory and specificall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X operating system

圖十: (左) 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右)克雷

Inc.)，總部位於美國西雅圖，以製造超級電腦及提供相關服務為主。
1976年克雷推出向量(Vector)運算的CRAY-1(其產品商標參見圖
十一(左))，每秒可執行八千萬個指令。據說克雷親手設計CRAY-1全
部的硬體，而作業系統更是他用機器碼一行一行硬碰硬寫出來的，

他一直活躍於電腦界，是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的共

沒有出過任何錯誤，功力相當驚人。同一年，他在科羅拉多州的國

同發起人，後來並成為ACM的總裁。林某人因為資訊技術(Information

家大氣研究中心對軟體工程師發表演說，介紹CRAY-1如何運算氣

Technology)的貢獻，有幸於2003年被選為ACM的會士(Fellow)，為全球

候模型，準確預測未來的氣象。演說結束，台下鴉雀無聲，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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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克雷離去以

憶道: 「我第一次在那麼大的場面講話，英文說得結結巴巴。」

後，大氣研究中心

陳世卿於2009年7月訪問交通大學，我有幸與他共處一段時間，

電腦部門主管不太

受益良多(參見圖十二)。他提到，超級電腦能為社會做許多事。有一

高興，質問大家

年超級電腦預測美國佛羅里達州將會有大雪霜。這個訊息提早在兩

為何沒有把握難得

圖十一：(左)Cray X1商標；(右)Cray-2超級電腦 [文獻二]

周前傳達給佛州果農，預先準備，救了那一整年的橘子收成。當年

的機會向克雷請益。一位軟體工程師嚅嚅回答：「你敢對上帝說話

台灣氣象局要進口Cray電腦，美國有軍事科技管制的顧慮，批准有

嗎？」可見在這些軟體工程師的心目中，克雷的份量非同小可。

困難。經陳世卿博士斡旋，得以圓滿進口。1985年鄧啟福教授擔任

的確，數十年來，克雷一直是超級計算的同義詞，可謂超級電

國科會工程處處長，研議籌備

腦之父。曾經有人問，他和其他工程師有何不同？他回答，一般工

高速電腦中心，亦曾派員到美

程師只要失敗3次就不願意再試，但他會堅持，就算嘗試過程中犯了

國請教陳世卿博士的意見(參見

上百個錯誤，也在所不惜，直到成功，才肯罷休。克雷靈感甚佳，

《閃文集》第78－80頁) 。

常有新點子，但要求絕對安靜的工作環境。當他腸枯思竭時，喜歡
挖地道當作娛樂活動。
CRAY-1銷售至羅斯阿拉摩斯(Los Alamos) 國家實驗室時，造價

克雷和陳世卿陸續離開克
雷研究公司，另行創業。雖然
Cray-2遠不如Cray X-MP成功，

圖十二:2009年林某人與陳世卿博士合影。

880萬美元。克雷於1981年發表Cray-2超級電腦(參見圖十一(右))，

克雷仍然持續改善Cray-2，於1989年完成Cray-3，卻只賣出一部(參見

採用水冷技術運作。在發展Cray-2時，公司有另一個團隊發展Cray

圖十三)。Cray電腦相當昂貴，因此銷售量很少。當年國科會委任鄧

X-MP，主要設計者為陳世卿 (Steve Chen)。這位台灣來的年輕小夥

啟福校長評估採購Cray-2的可行性。鄧校長回憶: 「超級電腦的價格

子於1979年加入克雷研究公司。當時克雷給陳世卿兩個選擇，一是

當然也是超級的貴。」 克雷研究公司刻意營造形象，將一小撮大灑

加入Cray-2的研發團隊，有許多研發資源可用。其二是構思一個新

銀兩的買主納入「Cray俱樂部」，還贈送「Cray領帶」給他們。1995年

計畫，但僅提供有限的資源。事過境遷的三十年後，陳世卿很優閒

克雷研究公司瀕臨破產，於1996年2月由視算科技(SGI)以7.4億美元購

的告訴我:「經過思考，我選擇冒險性高、比較辛苦，但較創新的

併，同年克雷因車禍身亡。1999年8月視算科技重新將克雷研究公司釋

後者。」他採用多處理器的設計，以較便宜的處理器來製作出Cray

出為獨立公司，改名為克雷公司(Cray Inc.)，仍然經營超級電腦之開發

X-MP超級電腦，每秒可執行10億個指令，速度較Cray-2稍差，而成

與銷售。

本則大大降低。陳世卿一炮而紅，於1983年舉行記者發表會。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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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陳世卿博士仍然十分投入研發，

1986年德國曼漢大學(University of Mannheim)的Hans Meuer開始追

但更深入偏遠地區。某日我和他在新竹共進

蹤高速計算的發展趨勢。而一群專家們更在1993 年成立TOP500超級電

晚餐，幫他點了羊肉。問他菜還可以嗎，他

腦系統排名，來評估現有的超級電腦系統。這個排名，不是比賽處理

僅是客氣回答還可以。後來他說了實話。他

器(CPU)或硬碟數目的多寡，而是比運算量。超級電腦主要用於科學

在甘肅吃過哈薩克人招待的羊肉後，其他地

應用，需要執行大量浮點運算(Floating-point Operations; FLO)，於是超

方的羊肉都不覺得好吃。他談起在偏遠的平

級電腦的能力以每秒能執行的FLOPS (FLO Per

原，現代哈薩克人騎摩托車牧羊的情景，相 圖十三: Cray-3的處理器模組
[文獻三]
當有趣。

Second)來評量。浮點運算最早的標準(IEEE 754-

近年來，超級電腦業者打破「高速計算」必需透過一部高速運

參見圖十五)所主導完成。卡亨持續對浮點運算

1985 )由卡亨(William Morton Kahan；b. 1933；

轉的超級電腦來執行計算工

的研究有重大貢獻，被稱為浮點運算之父 (The

作的思維。2008年4月克雷

Father of Floating Point)。

公司開始與英特爾技術合

TOP500排行榜已成為超級電腦效能的重

作，用Xeon處理器及刀鋒系

要參考指標。從歷年TOP500 的評估觀察，超

統設計來打造超級電腦，稱

級電腦的計算容量平均在 18 個月內會成長一 圖十五: 卡亨(William Morton

為Cray CX1。這種蛻變的高

倍，與「摩爾定律」(Moore's Law) 十分吻合。 Award (1989) Citation: For
2009年的TOP500排行，第一名是IBM所製造的 his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Kahan ; b. 1933) Turing

速計算，稱為「高階計算」
(High-end Computing)。以 圖十四: 米爾納(Arthur John Robin Gorell

Milner;1934–2010) Turing Award (1991) Citation: For

多部CPU進行高階計算，原 three distinct and complete achievements: 1) LCF,
理是平行理論(Concurrency
Theory)，早期的主要貢獻者
是米爾納(Arthur John Robin
Gorell Milner；1934–2010；
參見圖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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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zation of Scott's Logic of Computable
Functions, probably the first theoretically based
yet practical tool for machine assisted proof
construction; 2) ML, the first language to include
polymorphic type inference together with a typesafe exception-handling mechanism; 3) CCS,
a general theory of concurrency. In addition, he
formulated and strongly advanced full abstracti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rational
and denotational semantics.

to numerical analysis. One

Roadrunner（走鵑;參見圖十六(左)），取名於卡 of the foremost experts on
通中行走速度超快的走鵑(參見圖十六(右)）。 floating-point computations.
IBM走鵑的FLOPS為每秒一千兆，用來監控
美國核子武器庫存，採用的Cell處理器是用在

Kahan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numerical computations."

Sony PS3遊戲的先進版本。第二名為Cray的Jaguar (Cray XT)。台灣智冠
電腦線上遊戲採用的伺服器，為HP製造，也名列TOP500。
近年來節能省碳的概念普遍為世人接受，超級電腦也講求綠色科
技，於是也產生了另類超級電腦的排名，稱之Green500。Green500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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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率的超級電

每秒浮點運算量高達一百七十七兆次，名列全球第四十二名。運算

腦，整個活動係由

強但低耗電，也使得台灣的超級電腦首度搶進全球綠色電腦的前

美國加州一家公司

五百大。日本的超級電腦「京」以八千一百六十二兆次的高運算量

超微(Supermicro；參

搶下第一名，美國則以量取勝、在前十名中搶佔半數。

見圖十七(左))大力支

[文獻一]《計算機模擬》,《閃文

持。超微是華人所
創辦的公司，產品

集II》第197頁
圖十六: (左) IBM走鵑；(右) 卡通走鵑 [文獻四]

[文獻二] 右圖資料來源: http://

為高速計算電腦。2010年9月，林某人有幸參訪超微，聽取簡報(參見圖

ja.fotopedia.com/items/

十七(右))。讓高速計算電腦節能省碳的方法有三：Proprietary Processor

ﬂickr-2456335311

Design (設計特殊的CPU) 、Accelerator (加入特殊的處理器如GPU) ，以

[文獻三] 資料來源: http://www.

及Special Cooling Subsystem (特殊冷卻系統)。超微致力於後兩項技術，

flickr.com/photos/

並介紹幾種稀奇古怪的冷卻方式，著實讓我們大開眼界。

lifeontheedge/352805077/

2010年10月，林某人訪問東京時亦到富士通參觀。該公司製造
日本最快的超級電腦FACOM1800 (參見圖十八) ，富士通也有數款電

圖十八: 富士通的FACOM1800 (富士通提供)

[文獻四] 左 圖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 / / w w w . f l i c k r . c o m / p h o t o s /
nnsanews/5654178752/

腦進入TOP500排行。2011年國際高速計算會議(ISC)最新公布，全球
排名前五百大的超級電腦中，台灣新建的高速計算主機「御風者」

圖十七: (左) 超微(Supermicro); (右) 林某人聽取超微簡報；由左至右為陳明仕(中華電信)
、林某人、陳銘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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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與網路通訊
我畫過許多貓咪的素描，一直想寫一篇和貓有關的文章。我家

椅子上思考新曲的構思，窗戶邊蹲

的兩隻貓咪，對電腦設備特別感興趣。土貓Simba出生3個禮拜時正

了一隻曬太陽的貓兒。忽然有隻小

值冬天，為了取暖，睡覺時就躺在筆記型電腦上頭。長大後，貓咪

狗闖入，貓兒跳上鋼琴鍵盤，拱背

們則當仁不讓的

豎毛，瞪著小狗嘶嘶叫。結果小狗

佔住印表機。圖

被嚇跑，貓兒則是昂首，以戰勝者

一是我家貓咪的

的姿態在鍵盤上跳舞。史卡拉地看

睡姿。

到整個過程，忽然文思泉湧，創作

當我在使用

圖一：睡臥印表機 (左) Latte (右) Simba

電腦時，貓咪Simba一定會故意過來踩鍵盤。有一次Simba來回踩兩

出《貓兒賦格曲》(The Cat Fugue) 。 圖三：史卡拉地(Domenico Scarlatti；
1685－1757)和我同一天生日。他創作的

次鍵盤後，螢幕的顯示畫面竟然旋轉90度。我找來一位研究生，一

「鋼琴詩人」蕭邦(Frederick 奏鳴曲， 大家所熟悉的，多半是以鋼琴
Chopin 1810–1849；參見圖四) 的 彈奏的版本。他的一些曲子充滿了潑辣

起端詳了老半天，經由極繁複的按鍵程序才恢復畫面。直到今天，

《華麗圓舞曲》據說靈感也是來 色，彈奏還是以具有有攻擊性、也可以低

貓咪踩到哪幾個按鍵，仍是謎團。另一隻貓咪Latte 特別喜歡將臉貼
在Notebook的螢幕上磨蹬(參見圖二(左))。我的Notebook特別輕薄，

自於貓咪在鋼琴鍵盤跳舞，因此 琴彈奏《貓兒賦格曲》的影片(http://www.
也稱為《貓咪華爾滋》(The Cat's youtube.com/watch?v=CbW1nNBqVnI)。

2010年9月，Latte玩得興起，整個臉貼在螢幕時，竟然將Notebook由

Waltz) 。美國近代作曲家兼指揮家，風琴家安德森(Leroy Anderson；

桌面被推落到地面，當場報廢。許多重要檔案救不回來，氣得我直

1908 –1975)也為他的愛貓作了《小貓圓舞曲》(The Waltzing Cat) ，是相

跺腳。Latte知道闖禍，趕緊躲在椅子下，低著頭咪嗚咪嗚的叫著告

當俏皮可愛的曲子。

饒。該Notebook 報廢後，只留下壞掉的硬碟，Latte 還是依戀不已，
一直靠著硬碟磨蹬(參見圖二(右))。

Flamenco 節奏與模仿吉他刷弦音色的特
訴的大鍵琴為佳。Youtube網站就有以大鍵

今日的貓兒踩電腦鍵
盤的機會應遠大於鋼琴。

其實貓咪踩鍵盤的

2001年5月有一則新聞報

習性，在古早時代就有

導，一隻名為Borris 的貓趁

記載。17世紀義大利作

其主人瀏覽貓食網站，暫

曲家史卡拉地(Domenico

時離開電腦時， 竟然亂按 圖四：蕭邦 (Frederick Chopin 1810－1849) 十歲開始

Scarlatti；1685－1757；參

鍵盤，訂購了450 個牠最喜 國演奏。他的作品「A大調軍隊波蘭舞曲」是我最喜
歡吃的貓食罐頭。Discovery 愛的舞曲。2010年是蕭邦200年冥誕，於2月至3月

作曲，二十歲時他離開波蘭到德國、奧國，以及法

圖二: (左) Latte與我的Notebook; (右) Latte對於剩下來

見圖三)有一次坐在庭院的 的硬碟，還是依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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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nimal Planet》電視影片也

不會兩腳同時著地(light on its feet)，並以此逗貓，樂此不疲。說不定在

有介紹，「證明」 貓咪會享受

拋擲貓咪時，馬克斯威爾觀察到空中翻筋斗(turn round) ，而發現電磁旋

電腦上網。的確，每當我移動

轉呢。

滑鼠時，貓咪就會去抓螢幕上

愛迪生和貓也有一些故事。他發明電影後在新澤西州興建

移動的游標，留下不少刮痕。

了一間攝影棚，我曾經參觀過，印象中棚內面積不很大，有可掀

因此市面上有販售相關軟體，

式屋頂，能讓日光直射照入，而且整棟建築物都可以移動以便控
制建築物接受的太陽光強度。1894年愛迪生製片公司(The Edison

能鎖住鍵盤以避免貓咪上網。
圖五：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
1898）帶兵，借住民宅。他叫喚部下不便，
請主人安裝電鈴。屋主認為無此義務，予以拒
絕。俾斯麥亦不爭論。當天傍晚俾斯麥房間傳
來槍聲，嚇壞屋主，急忙來探究竟。只見辦公
桌前的槍枝仍然冒煙，而俾斯麥則若無其事的
對屋主說: 「沒事，我只不過是在叫喚部下。」
隔天早上俾斯麥房間就裝上了電鈴。俾斯麥將
德國轉弱為強，並建立了社會安全保險制度
(Social Security) ，今日廣泛為世界各國採用。

Manufacturing Co. and Thomas A. Edison, Inc) 拍

咪。很可惜我找不到他愛貓的溫馨事蹟。荷勒里斯很明顯的認同他

術，曾經電死一些流浪貓 (參見《直流電大戰

的德國血統，所以將愛貓取名為俾斯麥(Bismarck)。俾斯麥（Otto von

交流電》一文[文獻一]) 。這種行為大大破壞

Bismarck；1815－1898）的長相如圖五所示，不知荷勒里斯的貓是否

了發明大王的形象。

亦是如此相貌？

費雪(Ronald Aylmer Fisher；參見《陽明 Cat) 的奸笑
山上的道德重整》一文[文獻二])在統計學的重大貢獻沒人否認。然

IBM公司的肇始者荷勒里
斯 (Herman Hollerith；1860－
1929；參見《資訊處理之父》
一文)以愛貓聞名於世。據說
他珍愛三件事物：他的德國血
統、他的隱私，以及他的貓

馬克斯威爾於 1850年就讀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攝一部電影《拳擊貓》(The Boxing Cats, Prof.
Welton's) ，有兩隻貓在拳擊場內進行拳擊比
賽。這部片子有點逼貓打架，讓我覺得愛迪
生不像是愛護動物的人。當年他為了證明他
的對手不應採用交流電(Alternating Current)技

圖七: 徹斯特貓 (Cheshire

參見圖六) ，有一段貓

而他的品格卻惹人爭議，禍及貓咪。有一次費雪回到他的遺傳學實

的故事。他寫信給太太

驗室，發現一位女助理犯錯。他很生氣的擠壓一隻實驗老鼠來驚嚇

Katherine，說他在三一

這位女助理，讓她窘迫得不得了。當費雪擠死實驗鼠時，女助理已

學院時研究，發現一個

嚇得慘白僵硬。費雪不發一語的離開，忽然又回頭，露齒而笑，被

擲貓的方法(a method of

人形容為奸笑的徹斯特貓 (Cheshire Cat；參見圖七) 。費雪的行為連

throwing a cat)，能讓貓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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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三一學院

累到貓咪，都變得負面啦。有一次著名的波蘭統計學家尼曼(Jer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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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yman；1894－1981；參見圖

如同「法拉第的籠子」(Faraday

八) 幽默的暗示費雪在實驗設計

Cage)，在科學界相當有名。

(Experimental Design) 時偏好隨

《The Big Bang Theory》影集中

機化區隔(Randomized Blocks)。

的人物Sheldon則用薛丁格的貓來

結果費雪氣得摔書櫃，更坐實了

解釋愛情困境，愛也不是，不愛

「徹斯特貓」的說法。尼曼溫文

也不是，令人叫絕。

有禮，為人謙和，早年提出分層

貓兒對啟迪科學的貢獻更 圖九: 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
是不可磨滅。丹麥科學家

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與立

圖八: 尼曼 (Jerzy Neyman；1894－1981)

意抽樣（Purposive Selection）的理論，對抽樣方法有開創性的影響，

芬森(Niels Ryberg Finsen；

常常用於電話公司的商業營運分析。

1860 –1904；參見圖十)看到

愛因斯坦以貓來解釋有線及無線電報。他說: 「有線電報是一隻

一隻身上帶有流膿傷口的

很長很長的貓。你在紐約抓一下牠的尾巴，牠的頭就在洛杉磯喵一

貓，靜靜地躺在露天位置

聲。無線電報和有線的一樣，只是中間的貓不見了。」原文如下：

曬太陽，利用陽光進行治

「You see, wire telegraph is a kind of a very, very long cat. You pull his tail

療。芬森經過研究證明，

in New York and his head is meowing in Los Angeles. Do you understand

紫外線具有良好的治療作用。他因此一貢獻獲得1903年諾貝爾獎。

this? And radio operates exactly the same way: you send signals here, they
receive them ther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there is no cat. 」

圖十:芬森(Niels Ryberg Finsen；1860 －1904)

貓咪除了被拿來作抽象的物理、電機比喻，啟迪科學家外，也
被用來命名電子通訊產品。所謂貓的觸鬚(Cat's Whisker)就是以一條

除了愛因斯坦外，1933年的諾貝爾獎得主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

細金屬線輕觸半導體石英 (Semiconducting Crystal)，形成(不太完美的)

1887－1961；參見圖九) ，也用貓做了家戶喻曉的比方。故事如下：

訊號整流器，用於石英收音機(Crystal Radio) ，後來人們乾脆將石英

量子力學研究中被視為正統的「哥本哈根詮釋」，認為一個系統的

收音機叫做貓鬚。格思里(Frederick Guthrie；1833–1886；參見圖十一

整體狀態，是系統中每件事發生機率的總和。結果，薛丁格拿一隻

(左))是整流器(diode)原理的發現者，促成貓鬚的發明。德國物理學家

可憐的貓做例子，推論出該學派的說法會讓這隻貓處於又是生、又

布勞恩(Ferdinand Braun；1850 –1918；參見圖十一(右))則在在1898年

是死的狀態，違反日常經驗[附註一]。這是有名的「薛丁格的貓」

研究二極體(Crystal Diode Rectiﬁer)時發明了「貓鬚」。

之想像實驗(the Schrödinger's cat thought experiment)。「薛丁格的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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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鬚」濫觴了石英收音機，亦成為後來通訊系統的基礎之一，
閃文集 Ⅲ

241

對於傳遞人類訊息有重要貢獻。

貓咪這麼

真正的貓並非以貓鬚傳遞訊息，

可愛，卻未曾

而是常用尾巴傳情。我家貓咪享

出現於中國的

受優閑而寫意的生活時，往往尾

十二生肖。西

巴微彎向下，尾尖微彎向上(參見

元1世紀期間王

圖十二)。而當貓咪對面前某種

充(27–97)《論 圖十三：Latte在貓沙上屁屁，完工後還會掩蓋乾淨，相當有教養。

事物產生興趣時，尾巴會略為提 圖十一: (左) 格思里(Frederick Guthrie；
起，柔軟地彎曲著。貓咪的各種 1833–1886)；(右) 布勞恩(Ferdinand Braun；

衡》提到十二生肖為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

動作，相當輕

唐朝期間才引進中國，所以未能列入生肖。明代文學家張岱(1597–1679)

1850 –1918)

豬。可見生肖排序早在東漢就已流傳。當中無貓的理由很簡單，貓是在

盈， 讓人感到

所著之《夜航船》卷十七的四靈部提到，唐三藏到天竺取經，怕經書被

其姿態的優雅。

老鼠咬壞，就將印度的貓帶回中國防鼠。我們說，「狗拿耗子，多管閒

的確，很多

事」，其實在唐朝以前，狗的確是被賦予抓老鼠的任務的。即使到了唐

人觀察結論，貓

朝，貓似乎仍不甚普遍。林某人讀唐詩，有「日出雲中雞犬喧」(王維

咪 的 舉 止 比 狗 圖十二：我家Latte (左) 及 Simba (右) 享受著優閑而寫意的生活。

《桃源行》) 、「被驅不異犬與雞」(杜甫《兵車行》) 、「叩門無犬吠」

兒優雅。例如狗兒隨處大小便，而貓咪則懂得使用貓沙(如圖十三所示)

(僧皎然《尋陸鴻漸不遇》) ，提到雞，提到狗，就是不提貓。宋朝時漸

。有人說：「Dog eat, cat dine.」意指狗兒吃飯像市井小民，貓咪用餐

漸有人談貓，例如「裹鹽迎得小狸奴」(陸游《贈貓》) 、「秋來鼠輩欺

則像貴族。這個說法是有科學根據的。2010年某期《Science》期刊的

貓死」(黃庭堅《乞貓》) 。不過中國詩詞提到貓，大都是僅於描述其抓

文章指出，貓咪優雅地喝水，並不是用舌頭舐，而是利用慣性創造出

老鼠的作用。這點蘇東坡說得尤其露骨。他在其《策論》中寫著：「養

瀑布逆流效應來達成。 狗兒喝水時，舌頭會彎成杯狀，把水大口撈到

貓所以去鼠，不能因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奸，不能因無奸而

嘴裏，因此常常弄濕地板。 貓咪喝水時，舌頭會往另一個方向彎曲，

養不吠之狗。」近年來貓咪被當成寵物，也不抓老鼠啦。而我們稱熬夜

讓舌頭上方先接觸水面。而水會附著在貓咪平滑的舌尖，當貓縮回舌

的人是「夜貓子」，其實我家貓咪，晚上見到主人睡覺，也跟著擠進被

頭，慣性會讓水往上，有如水柱向上。貓咪能俐落地控制吞吐舌頭的

窩，一點也不「夜貓子」。慣於夜間活動的貓，體內需要能提高夜視能

時間(每秒吞吐舌頭約4次)，在地心引力發生作用前先喝到水，因此水

力的牛磺酸 (Taurine)，主要靠吃鼠或魚來攝取。我家的貓抓不到老鼠，導

不會潑出。

致夜視能力降低，只好在白天咬咬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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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咪未曾出現於中國的十二生肖，卻出現在越南。根據越南

[附註一] Ian Stewart

曆，2011年是貓年，而不是兔年。 原因是，生肖會和地支配對(這

對「薛丁格的貓」

也是中國的玩意兒)，分別是：子（鼠）、丑（牛）、寅（虎）、卯

有另一簡單的解

（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

釋：一枚旋轉的錢

酉（雞）、戌（狗）、亥（豬）。卯字的發音接近於貓，於是乎在

幣，不是正面，也

越南的地支，「卯」不配「兔」而是配「貓」。因此過完虎年，越

非反面。如果要量

南人就要過貓年啦。越南人真是愛貓的民族。林某人有一張越南郵

測是哪一面，就必

票，是越南民間傳統的東湖畫（Dong Ho Painting；參見圖十四），

須讓硬幣停下來，強迫它選擇正面或反面。

描述老鼠娶親，得先向貓兒送禮打招呼。

[文獻一]《直流電大戰交流電》,《閃文集II》第313頁

我家於2005年領養被遺棄於水溝，兩星期大的土貓Simba。我依

圖十六：Simba的「頑童」畫

[文獻二] 《陽明山上的道德重整》,《閃文集II》第77頁

其成長階段拍照留念，並予以素描，約畫了四百餘張貓咪寫真。圖
十五是Simba成長
四個階段的記錄。
2011年我以前
的助理白師瑜結
婚，我特別畫了
一張Simba的「頑

圖十四：東湖畫：老鼠娶親

童」畫(參見圖十六)，祝這對新婚夫婦早生貴子。

圖十五：Simba成長四個階段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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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是長不大的小貓咪
2010年 6月，大女兒Denise取得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碩士學

她沒書可念，就拿起餅乾盒子上的說明猛讀。有一次她的Pre-School

位，由美國返台度假。我很久沒見到Denise，花點時間幫她畫一幅肖

(幼兒托兒所)老師很訝異的告訴我：「你女兒會念娃娃車告示牌的字

像(如圖一所示) 。一邊畫，一邊回想過去生活的點點滴滴。

" buckle up"，提醒老師要綁安全帶呢。」老師若有所思的下結論：
「以你女兒的程度，Day Care教的東西一定讓她感覺很無聊。」
Denise兩歲時，我們搬家到紐澤西郊區，後院草地，常有兔子、
野鹿、浣熊等動物出沒。幼稚園下課，Denise偶爾會很鄭重的向我們
宣佈:「學校公告，最近有灰熊出沒，門戶要小心。」這個生活環境
養成她對大自然的親近。她總是能在大家不留意的地方抓到蜥蜴、毛
毛蟲，在手上把玩。我有很多生物方面的知識是Denise教的。她四歲

圖一：Denise (繪於2010年 6月)

時，某次下大雨，我家的車道冒出上千隻蚯蚓。Denise很興奮的捧著

身為人父，忙於工作，我對子女並未盡到很大的責任，小孩大

滿手蚯蚓，喊著: 「Daddy，你知道嗎？有些蚯蚓有五對心臟耶 ! 」我

部分時間是由太太照顧。並非我不愛小孩，而是在工作壓力下，往

很驚訝，她怎麼獲得這種知識的。原來我買了一套英文百科全書，自

往將事情分為「不重要但緊急」及「不緊急但重要」兩種。對女兒

己懶得看，擺在書架上裝飾。反而是Denise遇到想知道的常識就會去

的照顧就是被歸類成「不緊急但重要」，而我泰半的時間也在「不

翻這些書。在仲夏之夜，家門口的草地有上百隻螢火蟲飛舞，發出綠

重要但緊急」的俗務中消耗殆盡。哈佛大學的孔祥重教授和我聊

光。六歲的Denise告訴我，螢火蟲發光的顏色不僅是綠色，還有黃綠

天，說他早年專注研究，對他女兒童年歲月的印象幾乎空白，令他

色、黃色及橙色等。她用了Luciferin這個字，我聽不懂，查字典才知

感到遺憾。妙的是他女兒後來就讀哈佛大學，上他的課，父女每個

道是螢火蟲的「發光質」。冬天我在家門口走道剷雪，Denise也興沖

星期反而能固定見面。

沖的幫忙(參見圖二)。

我雖然不是很稱職的父親，二十多年來倒是為女兒拍攝了數
百小時的成長記錄片，因此兩個女兒都看到了她們出生及成長的過
程。包括臍帶是如何剪斷的，以及我們是如何熬過小孩天天夜哭的
階段。Denise一歲半識字，從小她習慣性的閱讀所有身旁周遭的書籍
與文字。我們投其所好，盡量利用我們居住的小鎮的圖書館，讓她
大量閱讀圖書畫冊。有時家中借回來的書都念完，還來不及去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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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Denise幫忙剷家門口雪； (左) 剷雪前；(右) 剷雪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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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期間，要管教Denise並不容易。用中文教訓她，她不是真的

雅圖圖書館建築架構，再用紙板做出立體的幾何圖像，以這些「模

聽不懂就是假裝聽不懂。用英文訓話，她就會糾正我的發音和文法

型」實作出設計的建築。Denise的作品被特別挑出，刊登報導於西雅

錯誤。小學一年級時，Denise的英文有咬舌發音問題，小學老師建議

圖報紙 (參見圖三)。

去做矯正檢查。於是經由家庭醫師轉介言語矯治專科醫師，帶她去

Denise 十二歲時考SAT，相當於台灣的學測，成績優異，榮獲為

做全套的評估診斷。我七嘴八舌的向矯治醫師說明問題。醫師診斷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特殊天賦學會 (Study of Exceptional Talent；簡

後說: 「你女兒的問題不大。倒是你的台灣腔要不要來矯正啊？」

稱SET) 終身會員。因此在WMS就讀時，幾經面試，獲選進入華盛頓

Denise小學二年級時，全家搬回台灣。Denise就讀新竹科學園

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Robinson Center的Early Entrance Program

區雙語部，她的中文程度一直無法跟國內同年級學童相比。某次

資格。這個入學方案，可以在七或八年級時，跳級進入華大高中培

在街頭，指著電線桿的標語問: 「為甚麼電線桿貼奇怪的Pizza廣告

訓班，一年的訓練後直接念華大，成為大學生。身為父母，我們當

啊?」原來標語寫「南無觀世音菩薩」，她只認得她愛吃的「披薩」

然對於這個機會感到興奮。不過這個入學方案，除了要求學生合格

和「菩薩」依稀相似，以為是一種Pizza品牌。我任職的交通大學被

外，家長也需要面試，並承諾於小孩就學期間全程定居華盛頓州，

她說成「腳痛」大學。這段時期，為了鼓勵她重視學校功課，和她

陪伴小孩。主要是這個學程的功課負擔很重，在預修這一年，家長

約定，如果考試成績好，就任她挑選養寵物。她達成任務，要求養

必須隨時和學校充分配合。我的工作在台灣，無法達到學校要求，

蛇。我們就帶Denise到蛇店。結果她挑了一條大蛇。買蛇不成問題，

Denise也終究沒有跳級入學華盛頓大學。

養起來卻非常頭痛，每個月要餵一隻活的

Denise在WMS念完一年，返台繼續在園區雙語部就學。國中三

小雞。最後當父母的食言，打了退堂鼓。

年(七至九年級)，有幾件事讓我印象深刻。有一段時期，我決定要當

Denise念完五年級，我赴美進修，舉

個好爸爸，陪Denise做數學作業。那時作業有些證明題，是我的拿手

家搬到西雅圖，也安排小孩到當地學校就

好戲，常教Denise作「跳耀式」的證明，告訴她不要執著於太基本，

讀。在西雅圖，六年級就是初中(Middle

甚至瑣碎的步驟，應予以簡化略過，將功夫放在關鍵步驟的證明，

School)。Denise申請進入大西雅圖學區的

如此方能見樹又見林。沒想到有一天她很生氣的說，我教她的證明

APP (Accelerated Progress Program)，學校附

都錯誤，老師不給分數。原來老師要求每一個雞毛蒜皮的步驟都不

設在位於西雅圖市區的Washington Middle

可省略，否則證明得再好都不給分。Denise因此不准我繼續教她，讓

School (WMS)。Denise在WMS適應得很
好。有一次老師要求學生設計未來的西

248

閃文集 Ⅲ

圖三: 西雅圖報紙登載Denise及
其作品

我難過了好一陣子。最近和清華大學的史欽泰院長聊到這件事，他
也同病相憐的說: 「我女兒以前也不准我教她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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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時有一件意外，讓Denise

裝飾枕木，也協助餵養園內動物。Denise更主動爭取在新竹一家動物

被學校處罰，還差一點被退學。那

醫院當義工，協助醫生動手術。動物醫院的吳醫生很驚訝，Denise在

年，我們帶Denise去參加營火晚會的

進行血淋淋的手術後，仍能旁若無事的吃完一個便當，直誇獎她，

露營活動，後來又教Denise做天燈，

是當獸醫的材料。2010年 6月Denise回台灣，仍到動物醫院見吳醫生

以燃燒的熱空氣，推動天燈升空(參見

(參見圖五)。
Denise在台灣升大學成為問題。她的中文程度無法通過學測考試

圖四)。因此有一段時間讓她對火焰非
常著迷。結果在學校運動會預演前，

圖四：Denise做天燈

低標，很難在台灣申請到相當程度的大學。我們夫婦四處奔走，希望

她利用體育課練習時間，帶領班上五位男生在操場旁燃燒樹葉。根

有其他的入學方案，皆不得其門而入，只好讓她申請美國大學。最後

據Denise的說法，他們有基於安全考量，先挖一個深坑，然後才在

入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JHU)。在JHU唸書，Denise很幸運的進入生

土堆旁做起「火焰的實驗」，結果被學校認為嚴重違反校規。由於

物系黃周汝吉院士的實驗室，接受汝吉院士的指導。Denise提到她在

Denise是帶頭的首惡，我和太太只好代表全體家長，被叫到學校訓

實驗室，由老鼠搖搖晃晃的尾巴打針，相當傳神。她也持續在巴爾第

話。讓我啼笑皆非的是，兩個小時前我還在交通大學輔導學生家長

摩的馬里蘭動物園當義工，餵養鱷魚、企鵝之類的動物。她有時會以

呢。最後Denise被記警告，外加一個月的勞動服務。還好Denise沒有

很奇怪的方式受傷，例如大腿不小心扎進刺蝟的長針刺，費一番功夫

因此受到打擊，而是持續保持她對未知事物的高度好奇心，例如她

才取出。她遺傳到我喜歡漫畫的興趣，常參加巴爾第摩盛大的漫畫祭

會主動在網路上自學拉丁文和日文，並參加網路寫作競賽。

(Baltimore Otakon; 參見圖六)，

十年級時Denise和班上幾個同學組團，每週六上午在新竹動物

也花很多時間在網路上，義務

園當義工，常常看她頭插著老鷹或孔雀羽毛，扮演印地安人回家。

將中文漫畫翻譯成英文，和

這群小義工很有創

網友們共享。大學三年時間，

意，就地取材，協

Denise主修生物，副修英文寫

助策畫園內各項改

作，每學期的學業都獲選為

善措施，例如在鳥

Dean's List榮譽。三年後畢業，

籠內用童軍繩搭建

獲得Graduated in Honor的殊榮，

鳥兒棲息的繩梯，

又經一年，在JHU生物系拿到

在水泥烏龜池加繞

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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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Denise在動物醫院幫忙看病。

圖六: Baltimore Otakon；右圖是Denise在漫畫
祭中戴上小猴子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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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29日Denise

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

在印度為牛接生。她說整個

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

過程和James Herriot (Alfred

卿。」天下父母，望子成龍。

Wight；1916－1995)小說

我這個不太稱職的父親，也

描述的情形相當類似。

不例外，跌跌撞撞的走過20

Herriot的獸醫故事是我大

年，Denise在我們心中是永

學時代最喜愛的小說。女

遠長不大的小貓咪(見圖八)。

兒六歲時，我開始讓她讀

未來對女兒的期待，只希望

Herriot小說，大概也影響 圖七： (左)《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右)

「平安是福」，身體健康，

她當獸醫的決定吧。幫牛

余願已足。

哈利 (James Herriot; Alfred Wight；1916－1995)

圖八: 永遠長不大的小貓咪

助產的故事，Herriot的第一本小說《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Denise十年級(高一)時寫了一首詩《None of this ever happened》，

(參見圖七)描述得很生動，而女兒為牛接生，完全體驗到整個過程。

在全校比賽得到最高獎項：Judge's Overall Favorite Poem, NEHS。後

她說：「I helped a cow give birth yesterday. :D Dude, you remember the

來Denise將這首詩改為歌詞，取名為《Rigmarole》，並請交大音樂所

James Herriot books? I HOOKED MY FINGERS INTO THE CALF'S

薛衣珊作曲。歌詞全文如下：

EYE SOCKET. YOU CAN TOTALLY DO THAT. THE CALF IS FINE
AFTERWARDS, EVEN. And the men tied ropes around its hooves and
pulled it out, and it was all slimy and disgusting and really, really cool! And
the cow ate the afterbirth and umbilical cord. CANNIBALISM. lol. 」
和James Herriot小說不同之處是，印度獸醫在河畔處理刮刀上
的污穢。她說: 「What's so awesome about the river then? Scrapers as
in things that look like the teppanyaki kyang-kyang-kyang things, except
crappy and rusty and the vet's assistant uses them to scrape up the cow dung
and plop it over the side of the concrete platform.」

None of this ever happened
None of this was ever real
Not the way you said you loved me
Not the way you made me feel
Remember spring, when we ﬁrst met
I was lonely, I was blue
You came and cheered me up
Made me fall in love with you
None of this ever happened

回首Denise的學習成長，相當有感觸。蘇東坡說：「人皆養子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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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t was was make-believe
A foolish longing for empathy
Harmony we never achieved

Everything was all made up
Fragile dreams like bubbles popped
Bitter dregs left in the cup

We spent all summer together
Talking, laughing, hand in glove
We promised each other moon and stars
Swore on our deathless love

Remember living, loving, dreaming
Us together, me and you?
Guess what? It never happened
None of this was ever true

None of this ever happened
I never knew you at all
What worth "forever and a day" now?
You knew the day would never come

最近我還常聽這首歌，思念在美國的女兒。最後附上一幅我畫
的Denise和家貓Simba的合影，結束本文(參見圖九)。

And in fall, when we parted
We promised to keep in touch
I never got a single letter
Though I wrote to you so much
None of this ever happened
None of this will ever come back
When we spoke and loved together
Did you realize the lack?
In the bitter cold of winter
Memories recur in vain
My body withers and shrinks
Now I'm all alone again
None of this ever hap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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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我畫Denise和Simba，我家
老二Doris看完後很含蓄的評論道：
「Daddy畫動物畫得比較好。」接
下來又補上一句，不准我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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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二觀賞用
2009年 3月11日，

庭計畫之外。 只因為老大Denise開始上幼稚園，朋友家家都各有兄

我因為無線與行動網際

姐或弟妹，下課後傍晚時分，Denise幾乎很難再找玩伴出來作陪。

網路的研究，到行政院

當發現自己懷孕時，我還以為是潛意識催化的結果呢。 懷孕過程

接受「行政院2008年傑

中，因年齡達到35歲臨界點，加上驗血數值偏高，懷疑是「唐氏症

出科技貢獻獎」(參見圖

寶寶」 OB醫師建議轉專科做羊膜穿刺。雖是第二胎，但卻是我生

一)。上台發表感言時，

平第一次做超音波掃描，並且親眼看到浮游在腹中的胎兒。 記憶中

我很誠摯的感謝電信國 圖一：行政院2008年傑出科技貢獻獎發表感言；右邊是
家 型 計 畫 的 歷 屆 主 持 主持人葉樹珊。

醫生邊做邊談笑風生，結束後我才坐起來走下診療床，老美醫生順

人，鄧啟福、張進福，以及吳靜雄三位教授。由於他們很有遠見的領

沒說完，我一陣暈眩軟趴趴昏倒在地上，事後先生描述當時狀況，

導，讓我有機會和政府部會及產業界做深入的互動，落實一些研究成

醫生猛然發覺玩笑開過火了，第一時間救人要緊，直問說：「你太

果。我當然也感謝了我的家人。尤其我提到小女兒 Doris很孝順，在我

太叫啥名字」，先生也傻了眼，忘記非常時期該怎麼稱呼我，只記

研究很累時，會貼心的切一盤水果，或烤個蛋糕給我吃，讓人感到很

得自己洋名叫Jason，兩個二愣子趕快幫我扶上診療床，醫生不管

窩心。說著感謝詞時，忽然間察覺到我對Doris並未很關心，內疚之心

三七二十一就先喊Mrs Jason，回想當年我還會醒來，真是異數。

情，油然而生。

口說: 「還好針上沒有血，看到出血可能就傷到胎兒…。」 他話還

小女排行老二也是老么，成長過程一直活在姐姐的陰影之下。

我曾幫國小時的Doris

出生才兩個月，因為姐姐參加課外活動多，她不得不被媽媽拎著到

畫了一幅肖像(參見圖

處趕場，芭蕾舞課、社區棒球隊、女童軍訓練、小鎮圖書館、中文

二)，然而有點草草了事，

學校，有時還被託給鄰居看顧，以便媽媽前往姐姐學校當義工。最

也未抓住神韻，連名字都

慘的是姐姐上溜冰課，每週兩次開車一個鐘頭，將她包的像愛斯基

忘了簽，更佐證了當父親

摩寶寶，抱進市區冰宮裡，一待就是兩小時，喝母奶的baby，吃不

的不夠用心。太太櫻芳寫

圖二: 國小時代的Doris

了一篇文章，描述Doris成長的點滴。我讀過後，許多多年前忽略的
生活細節，終於又回到心頭。在此將太太的文章轉載，希望交大教
授同仁在努力研究之餘，也不要忘記多陪伴太太小孩。
小女兒在老大六歲時出生於New Jersey，她的到來完全在我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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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吃，睡不像睡，小姑娘倒是怡然自得，自我調適狀況極佳，晚上
放進嬰兒床裡，塞給她一個小枕頭，通常都是一覺睡到天亮。
這期間每遇有長假我們一定約好，開四小時車前往賓州州立
大學，與友人會面並出遊。有一次先生返台，我照舊帶孩子造訪友
人，剛進朋友家門就發現姐姐有發燒跡象，兩小時後又發現身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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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子。有經驗的朋友馬上斷定姐姐長水痘。我們顧不得才剛長途遠

舉家遷回台灣，搬到從小不曾住過的新城市，也彷彿出國度假

征過來，立刻收拾行李，當晚再原路趕返家門。 不出十天，水痘也

一樣，重新認識食衣住行一切供給生活所需的地域。 開車帶老大到

傳染給剛滿一歲半的妹妹，應該是朝夕相處的siblings(手足)感染。她

國小報到的路上，突然想到兩小孩只有小名，沒有正式中文命名，

身上發的痘子比姐姐多出好幾倍，但還是笑口常開，每天只要把她

趕緊叫兩人重複「阿丹」和「阿多」的國字部份，取名為「丹丹」

泡在Aveeno沐浴液中玩水，減輕紅腫與搔癢，她就心滿意足。

與「多多」。其實原先單純的想法就是生第一胎為單數，第二胎變

數月之後，先生決定接受台灣職務邀約返台工作。考量我們鐵

多數，名稱也就一路沿用。 老大入學後，她班上恰好有七家跟我們

定付不起每年七千美金的昂貴的美國地價稅，兩個月內必須賣掉住

一樣兩小孩各隔六歲，老二都還在學步階段。於是我們組成小小幼

過五年的房子。從約談經紀人、簽約授權、定價公告，到整頓房屋

兒園，家長自己設計美勞課程、準備點心，舉凡德、智、體、群，

院子，家裡老小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我們母女倆人相依搞定

學校該學的，我們自己包辦自己教，每天大人小孩玩的不亦樂乎。

一切，果真賣屋推上市第一週，就如願敲定買家，算算還有剩些錢

小傢伙白天有媽媽陪，到了學校放學，父母親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姐

和時間，我對著小女兒以商量口氣問她，媽媽帶妳們去英國玩好不

姐身上，她只要不吵不鬧，在家中基本上等於是一個隱形人。

好？她很乖巧的點點頭，我火速度聯絡當時正留學英國曼徹斯特的
大學室友，全家一起遊英國去。

不知是哪來的勇氣，我從不曾讓「家有幼兒」想法或因素阻撓
我酷愛自由行旅遊的興趣。 1995年返台初期，我每年寒暑假都帶

我們先到倫敦自由行，因為兩小孩一大一小年紀懸殊，活動速

兩個小孩回去美國。雖然時常穿梭東西兩岸，有時返回舊居新澤西

度自然不同。我拿出事先準備的兩條寵物用拉狗繩綁在她們身上，

州拜訪老鄰居，有時到南加州妹妹家拜訪比在北台灣還多的親戚朋

她們走前面我在後面跟著，就這樣搭地鐵遊遍倫敦名勝，還搭乘雙

友，或者獨自前往西北部華盛頓州的故里西雅圖悠遊其中，往往因

層巴士環繞倫敦所有觀光景點。其中最受歡迎的地方就是到Trafalgar

身處在「兒童天堂」國家，加上當地氣候宜人，縱使南來北往奔波

Square餵鴿子，它正好在倫敦市中心位置。所以我門觀光每天南北穿

勞頓，從來也不曾打消旅遊的念頭。 每年我都為孩子們安排至所到

梭，必得在此處稍事停留，花數十英鎊買飼料，跟世界各地觀光客

之處參加冬/夏令營，多半利用當地公立

搶奪上百隻鴿子的青睞，並且搏得孩子們天真燦爛的笑容。一週之

學校、公立圖書館、社區游泳池或社區

後，我們遵照朋友指示搭乘BritRail前往曼徹斯特相會，感恩她攻讀

聯誼中心舉辦的活動，既經濟又實惠。

博士學位的先生，特別撥空數天，兩家人租一部Toyota minivan，經

姐姐上正規課程，妹妹參與隨性活動，

過英格蘭翠綠到不行的原野風光，一路往北住B&B(Bed and Breakfast)

有故事就聽故事，有打球就打球，能唱

民宿，玩到蘇格蘭高地。

唱跳跳就唱唱跳跳，果真啥都沒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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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年紀小，就帶到公園去盪鞦韆和溜滑梯，她也高興的很。
也因為這樣，養成老二很會利用閒暇找到自我娛樂的方法，而
且眼尖的她總會使用她特有邏輯，解釋我們的生活點滴。 在接送姐
姐參加活動冗長的車程裡，她開始數電線桿，以至於她記得幾條固
定路線應該要有幾支電線桿；小不隆咚看不到車窗外景，她會從車
頂觀景窗「賞雲」，養成她相機內各種雲的變化照片比其他主題都
多。有次還被油畫老師借檔案去揮灑黃昏海岸雲層景色。晚上媽媽
忙著檢查姐姐的功課，她穿上圍兜兜，搬把小凳子，擺出小牙刷，
杯子水和面紙盒，慢慢擦洗她的小布鞋，看大人還在忙，她索性問
問有誰鞋子髒了她可以服務。在她眼中， 爺爺、爸爸和姐姐是一國
的，三人整天眼不離書，只是一個看日文，一個看中文，一個看英
文小說。奶奶超級寵愛兒孫，住奶奶家絕對沒有小孩不能做的事。
Doris整天扮演媽媽的小幫手，迷糊的媽媽記不得曾經做過的事，記
憶力超好的她，上從煮菜的配料步驟，下至家裡冰箱剩下幾種菜她
都記得一清二楚。帶她上賣場好像攜帶一台PDA記事本一樣保險。
爸媽穿衣配色或配件，她只要眼角一挑，對或不對瞬間回應。不幸
的是姐姐老嫌她總是say the right thing at the wrong time，常常被老姐
K頭，而她在掉過眼淚後，還是不遺餘力的維護姐姐。去阿姨家，表
姐妹和姐姐聯合威脅要請她打道回府，她理直氣壯的回答，妳們趕
我回去，媽媽也會一起帶走姐姐的。
不管我怎樣盡心盡力，帶著老的小的遊遍美國各大城市各種博
物館，水族館，動植物園和風景名勝，對這個天才老二來說，華盛
頓DC 19座 Smithsonian museums （參見圖三(左)）她只屬意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參見圖三(右)）[文獻一]。我以為她對天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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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左) 林某人和Doris合照於華盛頓DC 的American Art Museum; 這張照片曾登載於
讀者文摘；(右) Doris於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太有慧根，只見她面不改色的
回答，因為它裡面有附設麥當
勞(%*^$#!%#)。 萬里迢迢帶
她們去加拿大落磯山脈的Banff
國家公園[文獻二]，她一路睡
得香，才不管欣賞難得人間仙

圖四：(左) Doris餵生病的貓喝水；(右) 貓咪陪

境般的景色，只有聽到姐姐喊 Doris念書。
一聲 「squirrels」，才讓她擁有一輩子忘不了的一趟親手勾舉松鼠之

旅。 姐姐離家唸大學後，我們為她養兩隻貓陪伴（參見圖四），她
每天餵食還不忘訓練貓咪要先坐下握手才可以享用的禮節。規定她
暑假每週要寫書法，她就在貓掌上塗墨汁幫貓咪留腳印。
Doris在校循規蹈矩的讀書表現，讓她在國中畢業典禮上榮獲了
市長獎。更稀奇的是她參加第一屆廣達文教基金會「廣達游於藝—
導覽達人」決賽，經過全省463學校巡迴展覽，與無數參選優秀小尖
兵的激烈競爭比賽[文獻三]，竟然也幸運地入圍。2009年7月4日一早
到台北決賽。比賽方式是事前給十個和非洲相關題目，當場抽出一
題，做三分鐘導覽。事先可準備道具(評分項目) 。賽前翻遍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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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非洲相關事務。我說:「就帶貓咪Simba去，假裝是埃及貓。」

以上是太太櫻芳的文章，相信不少

不過Simba怎麼看，都是台灣土產，難以魚目混珠。最後拿一根在新

父母也有類似帶小孩的經驗。我最近為

竹動物園撿到的梅花鹿角，死馬當活馬醫的當成非洲鹿。

Doris重畫的肖像，如圖六所示。櫻芳在

Doris中文不熟，只好準備英文稿，以英文導覽，事先徵詢主辦

Doris高三時花費許多時間及精力幫她申

單位，獲得同意。比賽時，很不幸抽到「努比亞民居」，是她不熟的

請大學。Doris於2011年12月15日早上接

題目。她應試完畢後，我問她表現如何。她說，她一開口講英文，評

獲耶魯大學early application的通知(參見圖

審委員就問她能否改用中文導覽。Doris說只用英文導覽，中文是「米

七)，她被錄取，母女因此雀躍不已。

賽啦」。於是表演導覽時，心中

在申請學校時，Doris亦申請美國

疙瘩，緊張兮兮的，連梅花鹿角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Corp.(NMSC) 的

都忘記拿出。我事前看過Doris

獎學金。2012年6月NMSC回信，說Doris

自己做的講稿，當中不少單字如

獲得這個獎學金。當年有1百50萬名學生申請該獎學金，僅700個學生

Nubian、ebony、incense、Sunni，

獲准。換言之，只有前 0.05%的學生獲選。Doris以第一名畢業於園區實

我都聽不出是啥碗糕。評審委員

驗中學雙語部，獲頒國科會主委獎 (參見圖八(左)；國科會正要改名為

如果沒期待應考生講英文，我猜

科技部，Doris成為最後一位獲頒此獎的畢業生)。2012年6月13日是Doris

這場考試是砸鍋啦。於是安慰 圖五: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先生頒獎給Doris。

的畢業典禮(參見圖八

Doris，參與的經驗最重要，快樂就好。結果竟然得到第三名，由廣達

(右)) 。她代表畢業生致

董事長林百里先生頒獎（參見圖五），評審委員真是功德無量啊。我

詞。事前她的同學要求

在此套一句她向我

她要演講得讓大家感動

轉達死黨告訴她

落淚。她講完後果然台

的一句話，「your

上台下哭成一團。她的

mom is really lucky

演講辭摘錄如下:
In the weeks leading

to have you as her

up to this day, I've had a

daughter. 」
圖六：Doris（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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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耶魯大學錄取通知

lot of classmates come up

圖八：(左)國科會主委獎獎狀；(右)Doris和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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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e asking (or rather, threatening) me to make sure my speech makes them

every day. So you might not agree with my sentiments, but I don't want to

cry. I've also talked to teachers about this speech, Ms. Yi Chi came up to me,

leave. I've been at this school for 12 years, and I'm afraid to leave. I'm like

and told me, 「Doris，我跟你說喔，你下星期三的speech, 就是那個，

Peter Pan, just without the green tights and the power to ﬂy (also, I'm a girl).

uhhh，要多練習一點喔。」 When I asked Mr. Liu for advice, he said, 「

I don't want to grow up. I give reasons like "my mom has work" or "I have

Just wing it. 」And唐老師has also been very concerned with the progress

to be here for Principal's Cup" to explain why I'm at school, but the truth

of my speech-writing. She was particularly worried that I wouldn't finish

is, even without my close friends, I'm okay with staying in the classroom.

writing my speech in time. So before I move on to the bulk of my speech, I

I know that when I go to college, I will miss being here so much that it

want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all my teachers, past and present, for their

might be a physical ache. For all its past history of ﬂying insects around the

support. This is what has made all of our experiences at school so amazing –

trashcan, of the BO after a particularly hot day in PE, of people leaving food

they genuinely care.

in their desks over the weekend, I love the classroom and the memories and

My mom will probably never stop making fun of me for crying
during our 9th grade graduation. In her words: 「就看到你們一大群人

emotions and people associated with it, so I want to stay in it as long as I
can, so that I won't regret not doing so in the future.

在那裡哭，結果隔天就回去上課了。」 And in hindsight, it was pretty

Three years ago, Mr. Swan helped me keep a letter addressed to myself.

ridiculous. In 9th grade, I think we were crying because we'd be separated

I received it yesterday and it's weird because I don't remember writing the

into different classes. But today, we'll be crying because we're going to be

letter, so it was almost like reading a letter from another stranger who knew

separated into different loc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to different futures.

me very, very well. One paragraph stuck out to me because it's eerie how I

I've been at this school since ﬁrst grade, and I never really thought, at

feel exactly the same now as I did three years ago. "I'm afraid that when I

least, not until this year, that there would actually come a time that I would

grow up, I'll be a nobody, just one more person in the world doing bad by

graduate. It's kind of like the night before a big project is due; you know the

doing nothing. I'm afraid that I won't have a future – after I go to college,

time for turning in the project will happen, but it just doesn't feel real, so you

then what? I don't want to graduate. Who knows? Maybe my opinions will

put it off and go on facebook instead. Well, tonight is the hour before that

change after a few years, but I'm so deathly afraid of graduating, of leaving

big project is due, and it still feels surreal.

the safe bubble of NEHS(實驗中學). What can I do if things go wrong?

These past two weeks, so many of you have been raring to get out of
school. There were almost never more than ten people in each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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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I be strong enough to stand up again?"
It's interesting, isn't it? Three years have passed and paradoxically,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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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 and so little have changed. New friendships have formed, and new

[文獻一] 參見http://www.nasm.si.edu/

grudges are developed (or old ones persist), and everything we do has had a

[文獻二] 參見http://www.pc.gc.ca/pn-np/ab/banff/index_E.asp

part in shaping the people we are today. Our reactions to each other's actions,

[文獻三] 參 見 h t t p : / / q u a n t a - e d u . o r g / h t m l / 3 _ n e w s / 2 _ d e t a i l .

and then the consequent reactions,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define our

php?ID=290&page=&ov=y

personal beliefs and values. So okay, you might not like the person sitting
next to you, but in the future, looking back, you'll understand that that person
has been invaluable to helping you become the person you are.
This is why, although I am still afraid, I'm willing to try the future.
I am afraid to step out because I've been surrounded by the same lo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past 12 years, but I also ﬁnd courage to take the ﬁrst step
because of the constant companionship. I might not keep in touch with all of
you, and not all of you will keep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but I will always
know that all of you, sitting before me in graduation gowns, have had a part
in making me who I am.
So, Class of 2012, here's to our lives, to our loves and tears and joys
and sorrows, Here's to what will make us grow. Here's to reaching for
the sky. Here's to my love for my family, to my friends, and for myself. I
welcome all that the future brings – new friends, new loves, new memories,
new changes, and new goals. Here's to achievements. Here's to breaking
free of the protective cocoon that shields us from reality and the outer world.
Here's to all of you, to all my classmates who I've grown up with and who
have helped shape me into the person I am today, and whom I have shaped
in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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