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思聯想．閒時先慮事．事到便從容

經濟部工業局於2001年舉辦「無線通訊產業

高峰會議」，當中的重要結論是，成立年度「通

訊大賽」。其目的在於導入創意與人才活水於台

灣的通訊產業，尤其希望能放眼未來，將校園的

能量導入通訊產業，吸引優秀學子投入創新產

業的研發設計工作。經濟部的通訊大賽（Mobile 

Hero）舉辦到今年，回首其歷史，讓我想起魯迅

（周樹人；Lu Xun ；1881－1936；參見圖一）的

小說  《故鄉》，當中有一句話：「其實地上本

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附註一] 所

謂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就是通訊大賽最好的寫

照。

2001年時的台灣已有行動應用服務的概念，

類似於今日蘋果App. Store的想法。當時的行動

數據傳輸環境十分貧乏，除了WiFi，就是簡訊

（Short Message）。而手持裝置除了一般的陽

春手機（提供語音及傳送簡訊），就是筆記型

電腦加上外插的WiFi網路卡（參見圖二我右手拿

的），內建WiFi的筆記型電腦還不多見呢。在這

種貧乏的無線通訊環境下，發展應用是很困難

的，因此以「篳路藍縷」四個字來形容，實不為

過。後來有了掌上型電腦（亦即個人數位助理或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簡稱PDA； 參見圖二我

左手拿的），行動電信業者提供2.5代的GPRS數據

服務，漸漸產生行動應用服務的創作環境。

然而GPRS數據傳輸，仍有速度瓶頸。於是應

用服務的使用流暢度受到限制，導致應用服務的

創作火花點燃後，火勢未旺，已有停滯的趨勢。

那一段日子，「通訊大賽」轉向到天線的設計，

也符合當時台灣產業的脈動。之後進入3G行動通

訊時代，電信業者推出無限上網，行動數據服務

一平繪話 On Teletrofono and Inkblots

通訊大賽（Mobile Hero）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顧問／林一平 

圖一：魯迅（周樹人； Lu Xun；1881－1936）在

大陸被尊崇，但他的作品在台灣威權時代卻被查

禁。當年魯迅寫雜文，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對

壘抗衡，難怪會被國民黨列入拒絕往來戶。我年

幼時，路邊的舊書攤除了賣色情刊物外，也兼賣

魯迅的禁書，因此有機會接觸他的作品。魯迅比

蔣介石年長六歲，兩位是浙江老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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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 我 右 手 拿 網 路 卡 ， 左 手 拿 多 普 達

（Dopod）掌上型電腦。這些產品不到幾年都被

淘汰了。



的用戶數目大幅上揚，不過「無限上網」被認為

是「吃到飽」，一旦網路塞車，就會引起糾紛，

我因此常被找來調解客戶投訴的事件（參見《無

限上網吃不飽》）。賈伯斯推出蘋果App. Store之

後造成一陣旋風，發展新一代行動應用服務的創

作環境再度成熟，於是到了2009年，通訊大賽轉

向，舉辦「Android手機軟體設計競賽」，成為台

灣第一個Android平台競賽。到了2010年，通訊大

賽引進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設計為競賽

主題，改名為「Android使用者介面設計競賽」，

希望設計者更能貼近使用者的需求。通訊大賽促

成作品上架至應用軟體市集，包括Hami （中華電

信）、S市集 （遠傳電信）以及Match Market （台

灣大哥大），促進國內應用軟體市集發展。部分

參與通訊大賽的競賽團隊成立新創公司，如駟馬

科技、索驥創意。並有團隊Wantoto獲得矽谷聖經

《紅鯡》亞洲100強殊榮。

我擔任2012通訊大賽的總召集人，和主辦團

隊討論多次後，將競賽分為「Android實作組」與

「使用者體驗設計組」，並邀請交通大學許尚華

教授擔任後者的召集人。一個好的智慧型手持裝

置與應用，不能只考慮使用者介面設計，也必須

結合服務、社群與物聯的概念，創造美好的「使

用者體驗」（User Experience）。2012通訊大賽

的設計，找尋設計與資訊兩大領域的人才，結合

雙方的能量，激盪出創新的火花。經歷激烈競

爭，在2012年12月24日圓滿閉幕（參見圖三）。

在頒獎典禮中，我也期許通訊大賽在明年加入新

的創作領域。競賽者固然要有創意，出考題的舉

辦單位更要費盡心思，引導出參賽者的創意。負

責舉辦團隊由鄭聖慶博士領軍，成員包括施惠

獻、廖育崢、陳裕琳、蔡淑瑜，以及林承慧。

通訊大賽的參賽者，難免有創意不足者。他

們雖然很認真地觀摩他人創意，自己卻僅表現出

「老梗」作品。他們的問題在於魯迅所說: 「倘

只看書，便變成書櫥。」白玉不開終是璞。看完

書後，如果不能將所學的知識進一步加工，那只

是將書擺在腦中，把腦子變成擺放書籍的書櫥罷

了。要打碎玉籠，頓開金鎖，避免變成書櫥，就

得充分發揮聯想力。例如我在模仿畫人物肖像

時，會加以聯想變化。圖四(左)是中壯年的魯迅肖

像，我正經八百的將之模仿畫出，如圖四（右）

所示。圖五（左）中老年的魯迅肖像，加以聯想

後，變成滑稽卡通的面相，如圖五（右）所示。

又如《網路通訊計畫的審查》一文提到貝克特

（Samuel Beckett；1906－1989），我畫了貝克特

的滑稽卡通面相（如圖六（左）） [文獻一]。最

近我又畫了他的正經版本（如圖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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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我在2012通訊大賽頒獎典禮口沫橫飛的致

詞及頒獎。

圖四：（左） 魯迅壯年的模樣；（右）我模仿畫

出他正經英挺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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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大賽有很多參賽者的創意，如結婚應

用（Wedding Helper）幫助你完成終身大事的各

種細節（包括收紅包賀禮及安排喜宴座次），

接吻應用（Kiss Phone）在親吻觸控式手機面

板時，會產生唇印的多媒體簡訊，傳送到對方

[附註二 ]。有一類應用則和動物有關。最早是

延伸「電子寵物機」的想法。電子寵物機俗稱

「電子雞」，是日本人真板亞紀在1996年的發

明「塔麻可吉」（Tamagotchi，たまごっち；參

見圖七（左）），這個名字是日文「たまご」

（Tamago，蛋）和「ウオッチ」（Watch）的結

合。真板亞紀在玩具公司「萬代」（BANDAI）工

作，最先的想法是「在這個玩具大爆滿的世界，

最難做到的是什麼？最想做的又是什麼事？」她

觀察到三點。首先，幾年前日本流行養熱帶魚。

再者很多日本人忙碌沒時間，而且公寓房子很難

有適當空間飼養，亦無法方便攜帶。第三個觀察

是，日本時尚流行，往往由高中女生率先造成。

因此真板亞紀的關鍵概念構想是「寵物」和「攜

帶」，並且以高中女生為目標。真板說：「寵物

不會管主人的狀況，雖然很可愛，但是不餵不

行。克服這些麻煩的過程，會覺得很有趣，而且

隨各人養法不同，寵物的性格便不同； 因此從

生物生蛋等聯想遊戲，而想出電子雞。」電子寵

物機和手機結合後，成為一種行動應用服務。不

過，真板亞紀之後，電子雞似乎沒有更突破的創

意。

沒有更突破的創意，是聯想力不足。通訊

大賽推廣創意，想像力是很重要的。想像或聯

想力，是人類進步的動力。最近我接受邀請，

為一本書《想像的力量》寫推薦文（參見圖七

（右）  ）。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日本教授松澤

哲郎（Tetsuro Matsuzawa），研究黑猩猩逾三十

年。他發現黑猩猩善於記憶眼前瞬間出現的數

字，卻只能活在當下、眼前的世界。他們不像人

類，能聯想百年以後的未來，或是回顧百年之前

的歷史。黑猩猩只會感覺近憂，不知道有遠慮，

也不會想：「以後我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相

對地，人類多愁善感，很容易感到絕望。然而在

絕望之際，同時擁有想像未來的力量，對於未來

懷抱著希望。因此，人們的處境艱困，仍然能夠

抱持勇氣，面對逆境。我的推薦文寫著：「人類

一直想了解自己，並藉此開發人類的潛能，擴大

自己的視野。人類成長及演進的動能是想像力

（聯想力）。經由想像，人類對未來有所憧憬，

懷抱著希望，因此能向前發展。這是黑猩猩未曾

擁有的天賦。讀完此書會覺得，我們擁有想像的

天賦，如果不好好運用，豈不愧對自己。」

松澤哲郎研究黑猩猩來暸解人類行為。由觀

察動物的習性，往往可以擴大我們的想像力。電

子雞的概念是否能藉由觀察動物的習性，產生新

圖五：（左）魯迅年老的模樣；（右）卡通版本

的魯迅肖像

圖六：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 
（左）卡通造型；（中） 正經版本；（右） 本尊

照片



NCP Newsletter / No.53 July 2013  19  

的創意？ 我想更深入了解，於2012年12月15日特

別拜訪新竹北埔綠世界生態農場，尋找靈感，也

為可愛的動物們做了一些素描 [附註三]。圖八到

圖十一是我和綠世界的動物們玩耍互動的照片。

此次綠世界之行收穫甚多。舉一例說明，

我對蜥蜴類動物的觀察及聯想。圖十一（左）是

變色龍（Chameleon）。顧名思義，這種爬行動

物能以皮膚顏色的變化來表達情緒，膚色在受到

威脅或贏得配偶時最為鮮艷。變色龍皮膚外層下

存在一層黃色素與綠色素細胞，緊接著是一層包

括藍色、白色、紅色、橙色和紫色的色素細胞，

最深層乃是棕黑的色素細胞。色素會擴大或者縮

小，如果黃色素細胞的擴大超過了藍色素細胞，

皮膚就會轉變成柔和的綠色。變色龍改變膚色，

不見得是為了配合環境的色調，而往往根據光線

強弱、健康狀況、溫度和性情來改變。變色龍雙

眼各自獨立，可以自由轉向不同視角。尾甚長，

可纏繞在樹幹上。變色龍棲息在樹上時，常常會

圖七：（左） 塔麻可吉；（右）《想像的力量》

圖八：（左） 我和鴛鴦打招呼；（右）女兒Doris
和球蟒（Python Regius）玩耍。

圖九：鳥兒很喜歡站在我肩膀，靠近耳朵說悄悄

話。

圖十：山羌靠近我來討食物。

圖十一：（左） 變色龍； （右） 鬆獅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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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樹棲蛇和狐猴的惡作劇，驚嚇落地。應付之

道，當發現敵人靠近，就會將尾巴牢牢地纏繞在

樹枝上。變色龍頗有領地的觀念，發生領地之爭

時，怒目相視，卻不太會真刀真槍的實戰，只會

佯裝進攻，所以被稱為空城計式的「虛戰」。圖

十一（左）的變色龍看到我靠近，就虛戰一番，

一邊呼氣鼓脹全身，一邊發出「嘶嘶」聲以示威

脅。

我觀察另一種爬行動物鬆獅蜥（Bearded 

Dragon；參見圖十一（右））也會「虛戰」。

鬆獅蜥生氣時會虛張聲勢的將身體鼓得肥肥扁扁

的，讓自己看起來更大，更不好惹。鬆獅蜥的

「虛戰」方式和變色龍不太相同。鬆獅蜥在地面

棲行，「虛戰」的策略是把身體向兩側鼓脹，增

大其視覺效果。變色龍樹上棲息，則是將身體以

垂直方向鼓脹。鬃獅蜥還會把下巴部位變得黑黑

的，表示不爽。圖十一（右）的鬆獅蜥被我抱

住，就黑了下巴。鬆獅蜥是很可愛的動物，會向

你揮揮手（Arm-waving），在空中打圓形。這

個動作能舒緩壓力，示意和平。鬆獅蜥以點頭

（Head-jerking）來宣示自己領域，也是雄性向雌

性求偶的象徵。好奇的鬆獅蜥會對新事物或新同

伴伸舌頭（Tongue-flicking），像在舔東西。雄

性鬆獅蜥會伸舌頭去舔雌性所行走過的地方及其

身體。鬆獅蜥的尾巴有時會彎曲向上捲起（Tail-

curling），是處於警戒的表現。

觀察動物的行為，可以激發我們的創意。

類似「電子雞」的電子寵物程式是很容易實作於

智慧型手機的。重要的是，若能由動物的行為聯

想並融入行動應用服務，自然變成通訊大賽的好

點子。例如有些動畫或電影以變色龍、鬆獅蜥、

傘蜥為「卡司」，包括2010年的《Chameleon》

以及2003年的《Holes》將「虛戰」等滑稽的動

作融入劇情。這些橋段也可以呈現於電子寵物的

應用。又如蜥蜴改變顏色來表達感情，是否能變

成創意的想法，設計可隨時改變顏色的手機或服

裝？古代華佗有五禽之戲，是另一個很好的例

子。華佗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

動搖則榖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

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人為導引之事，熊經

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

術，為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

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

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然汗出，因以

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華佗有超級的聯想

力，以動物之戲來增進人類健康。

 

綠世界的自然生態包羅萬象，如圖九的

鳥類，和人相當親近。綠世界的鳥園有大嘴鳥

（Toucan）、天堂鳥（Strelitzia Reginae）等罕

見鳥類，讓我想到2012年8 月在耶魯大學看到

的一本書《Birds of America》（參見圖十二），

作者是奧德班（John James Audubon；1785－

1851；參見圖十三）。這本書尺寸特大，圖案

精美，我將之和綠世界的鳥類對照，饒富趣味，

如圖十四到圖十六所示。如果我們能發展出一

種行動應用服務，將綠世界的珍奇鳥類以擴增

實境（Augmented Reality）的方式和《Birds of 

America》這類世界聞名的書籍連結，必能提升使

用者的文化水平。

圖十二：我和《Birds of America》（美國鳥類）

合照。這本書尺寸特大，圖案精美，印刷工程

浩大。2010年英國倫敦拍賣會上以732.13萬英

鎊（超過1000萬美金）拍賣了一本《Bird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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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世界除了動物外，還有昆蟲及植物。

我在綠世界的蝴蝶館看到蛹以及剛孵化的蝴蝶

（如圖十七（左）），我和蝴蝶玩耍時（圖十七

（右）），想到一部漫畫《蟲師》。這是日本女

性漫畫家漆原友紀（b. 1974；參見圖十八）的作

品。本作品畫了許多「蟲」，但它們卻不是我們

一般認為的昆蟲。漆原友紀將「蟲」想像成類似

於幽靈和妖怪的形象。而擁有特殊能力的男主角

「蟲師」的工作便是解決人類和「蟲」發生的怪

異現象。漆原友紀表現出極有創意的聯想。在金

庸的《倚天屠龍》也敘述出聯想的力量。主角張

無忌看到飛花落地，怪樹撐天，鳥獸之動，風雲

之變，都會聯想到武功招數的精妙，這是聯想的

極高境界。

圖十三：奧德班（John James Audubon；1785－
1851） 

圖十四：左圖為奧德班繪畫的鵜鶘（Pelican），

右圖是我和綠世界的鵜鶘打招呼。鵜鶘走路時大

搖大擺，如同廟會中七爺八爺出巡。

圖十五：左圖為奧德班繪畫的紅鶴（Flamigo），

右圖是綠世界的紅鶴。當紅鶴單腳獨立時，頭必

須縮入翅膀內，不然會失去平衡而跌倒。

圖十六：左圖為奧德班繪畫的黑天鵝（Cygnus 
Atratus），右圖是綠世界的黑天鵝，看到我靠近

打招呼，害羞地捲起脖子。

圖十七：（左）  綠世界蝴蝶館的蛹以及剛孵

化的蝴蝶；（右）我和非洲白鳳蝶（Mocker 
Swallowtail）玩耍。

圖十八：漆原友紀（b.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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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通訊大賽常見的應用和旅遊有關。

這類應用結合智慧型手機的定位功能（Location 

based），以及擴增實境技術，提供旅遊資訊。

不幸的是，技術已成熟，卻沒有好的旅遊內容亮

點。於是這類應用很難真正貼近旅遊者的需求。

在構想電子雞的創意時，真板亞紀將客戶群定位

在高中女生，努力將自己融入變成高中女生。過

去她看高中女生閱讀的雜誌，只覺得「原來高中

女生喜歡這個」，後來她的心態轉變成「啊！有

這種東西出現！」和高中女生一樣驚喜。同樣

的，要寫出最好的旅遊應用，自己必須成為真

正的旅行家。旅行家的典範是徐霞客（1587－

1641；參見圖十九）。他熱愛旅遊，曾說：「張

騫鑿空，未睹崑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銜人主

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

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為

四，死不恨矣。」這位偉大的旅行家勤於記載其

遊歷，部分被後人集結成《徐霞客遊記》。2011

年3月30日，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決議，將

《徐霞客遊記》開篇日5月19日定為「中國旅遊

日」。

徐霞客的文筆描述生動，1633年（明崇禎

六年）他遊歷懸空寺（參見圖二十），在《徐霞

客遊記》記載：「西崖之半，層樓高懸，曲榭斜

倚，望之如蜃吐重台者，懸空寺也。五台北壑，

亦有懸空寺，擬此未能具體。仰之神飛，鼓勇獨

登、入則樓閣高下，檻路屆曲，崖既矗削，為天

下巨觀。而寺之點綴，兼能盡勝，依岩結構，而

不為岩石累者僅此。而增寮位置適序，凡客坐禪

龕，明窗暖榻，尋丈之間，肅然中雅。」我未曾

目睹懸空寺，讀了這段文字，嚮往不已。行動旅

遊應用的內容如果能達到徐霞客一半的水準，就

很有看頭了。

最後，我用井上廈（Hisashi Inoue；1934－

2010；參見圖二十一）的話來結束本文。通訊大

賽歷年作品，極少看到有深度的上乘應用服務，

這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方向。何謂有深度的上乘

應用服務？其設計應該能：「讓困難的事物變得

簡單，讓簡單的事物變有深度，讓有深度的事物

變有趣。」 所謂鏡越磨越亮，泉越汲越清，只要

努力訓練我們的聯想力，具想像創意的亮點自然

會產生，也會越接近井上廈談到的境界。

圖十九：徐霞客（1587－1641）說：「唐玄奘銜

人主之命，乃得西遊」，並不正確。唐朝法律規

定，凡需越渡關塞要津出國者，須向官府申請

「過所」（簽證）。在唐太宗執政早期，辦理印

度的簽證非常困難，唐玄奘等了三年都批不下

來，最後決定偷渡出國 [文獻二]。

圖二十：懸空寺位於山西省渾源縣，建於1400年
北魏後期，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獨特寺廟。

懸空寺倚靠深入岩壁的木柱承受重量（而非照片

中看得到的木柱）。懸空寺被《時代周刊》選為

世界十大「不穩定建築」，整體建築物是由非常

高超的木匠技巧完成的，如發生地震，卯榫雖會

劇烈移動，仍可保證整體建築物的完整性。文化

大革命時懸空寺遭到破壞，佛像的頭被砍掉，實

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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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我的文章數度提到魯迅，因為他是

我高中時代很感興趣的人物。魯迅早年留日學醫

時，看到一部日俄戰爭的紀錄片。片中敘述中國

人當俄國人的偵探，被日本軍逮捕槍斃，而喜歡

在場圍觀的，竟然都是中國人。魯迅因此受到

刺激，認為「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於是棄

醫從文，希望用文學來改造中國人麻木不仁的

「劣根性」。1905年日本政府壓制中國留學生

的革命活動，頒佈「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

自費留學的秋瑾（Jin Qiu；1875－1907；參見圖

二十二 （左））認為中國留學生不應受侮辱，帶

頭四處奔走，集結了七八百名學生，不斷激勵學

生堅持鬥爭，最後決定回國。官派留學的魯迅，

大概拿了清廷的獎學金，反對集體回國，惹怒了

秋瑾。她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對魯迅大聲喝

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

刀。」北岡正子的著作《魯迅－在日本這個異文

化的國度中》對秋瑾的評價很高，讚譽中顯示出

中華女俠的風采：「這位女性，不僅姿色動人，

還言談爽快，令鬚眉黯然遜色。」我在《死刑的

故事》說：「秋瑾本身是個傳奇，她的人格特

質，著實讓人迷戀。」[文獻三]

1921年12月魯迅發表《阿Q正傳》（參見圖

二十二（右））。他精通日語及德語，對於英文

卻沒好感，不喜歡在文章中夾雜英文句子。他用

Q字，因為Q字右下方有一撇，就像中國人的小辮

子。1924年，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訪紫禁城（參

見《雅典學派》），魯迅與泰戈爾會見。魯迅將

其訪華評價為「做了一瓶香水」，認為作秀成分

較高。2008年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

幕後，台灣記者問溫家寶：「是否會對台灣釋出

更多的經貿優惠政策」，溫家寶回答時引用魯迅

的詩《題三義塔》：「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

笑泯恩仇」，是海峽兩岸和解的名句。

1932年10月，魯迅寫《教授雜詠》四首，諷

刺了四位大學教授。我高中時讀了，覺得魯迅罵

得很有趣。沒想到後來我也當了教授。魯迅第一

首詩針對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主任錢玄

同（1887－1939）。詩云：

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

擋辯證法。

錢玄同曾經戲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

斃」，而他年過四十後卻沒死，因此魯迅說肥頭

（魯迅給錢玄同取的綽號）作法不自斃，他只會

圖二十一：井上廈（Hisashi Inoue；1934－2010）

圖二十二：（左） 秋瑾（Jin Qiu；1875－1907）
的眉毛未經修剪，較清朝一般的婦女濃密，正好

反映其不讓鬚眉的個性；（右）1947年時由楊逵

主持的《一陽週報》曾經出版魯迅《阿Q正傳》

的華日文對照本，方便戰後初期台灣讀者閱讀。

透過日文翻譯，魯迅的思想及文學廣為日本認

識，然後再流傳到台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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鎗斃別人。錢玄同又說：「頭可斷，辯證法不可

開課。」魯迅在這首詩打賭，錢玄同會跳票。魯

迅的第二首詩針對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章衣

萍（1900－1947）。詩云：

世界有文學，少女多豐臀。雞湯代豬肉，北

新遂掩門。

章衣萍替北新書局編世界文學譯本，為了吹

噓他的譯本，貶抑本土作家，說：「我們覺得中

國新文壇上，創作的作品，是一天少一天了。」

但他自己的作品《枕上隨筆》寫的卻是：「懶人

的春天哪！我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去摸了！」後

來北新書局也關了。因此魯迅的詩中嘲笑章衣萍

只知道少女多豐臀（參見圖二十三），而北新書

局用了這種編輯，難怪會關門（掩門）。

魯迅的第三首詩針對復旦大學教授謝六逸

（1898－1945）。詩云：

名人選小說，入線云有限。雖有望遠鏡，無

奈近視眼。

謝六逸是民族主義文學派人物，和魯迅的革

命文藝立場不同。他編選《模範小說選》，選錄

魯迅、茅盾、葉紹鈞、冰心、郁達夫五人的作品

來反對文藝革命。謝六逸說中國作家數目足以湊

滿五百羅漢，但以望遠鏡高度的「墨線」標準，

只能很有限的選了五位作家的作品，一定會被其

他作家批評，說他是近視眼。因此魯迅在詩中

說：「名人選小說，入線云有限」。魯迅後面兩

句批評謝六逸，你眼中沒有革命文藝，即使自認

有望遠鏡高度，結果還是近視眼的水準。魯迅的

第四首詩針對上海復旦大學教授趙景深（1902－

1985）。詩云：

可憐織女星，化為馬郎婦。烏鵲疑不來，迢

迢牛奶路。

魯迅主張翻譯外文要「硬譯」，而趙景深

則反對並加以攻擊。趙景深將德國小說《D e r 

Ze nt a u r》（半人半馬怪）誤譯成《半人半牛

怪》，也將俄國小說《Ванька》（萬卡）中的

Milky Way（銀河）翻譯為「牛奶路」。魯迅認為

趙景深自己亂翻譯，還敢批評別人。於是寫詩諷

刺，說可憐的織女，本來是牛郎的妻子，遇到趙

景深，牛馬不分，變成馬郎婦。而趙景深把銀河

譯成牛奶路，恐怕連烏鵲都懷疑，不來為牛郎織

女搭橋了。

趙景深將「半人半馬怪」翻譯成「半人

半牛怪」，實在是大烏龍。這兩種怪物都在希

臘神話出現。馬怪是「人面馬身」，而牛怪一

般被畫成「牛面人身」。牛怪名叫彌諾陶洛斯

（Minotaur），是克里特（Crete）國王的妻子與

純白色的克里特公牛交配後的結晶。彌諾陶洛斯

性情殘暴，被關在一座巨大的迷宮內，以雅典城

進貢的男女為食（參見圖二十四）。

2 0 世紀初克里特島發現了米諾斯文明

（Minoan Civilization）的大規模遺址，考古的發

現聯繫了希臘神話。遺址中的宮殿建築結構非常

圖二十三：「少女多豐臀」成為章衣萍的笑柄。

竹樓主人《近代名人軼聞》有謂：「章衣萍好摸

女人屁股，幾乎無日不摸。」章妻曙天，時嗔之

曰：「文人有你這樣缺德的嗎？屁股快教你摸爛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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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有如「迷宮」。考古學家也指出了米諾斯

文明中具有宗教意義的公牛符號，以及該文明著

名的跳牛運動。

圖一中的魯迅手托下巴，做沉思狀。這

個托下巴動作也出現於相當有名的雕像《沉思

者》（The Thinker）。2013年下學期最後一堂

課，我展示了交大圖書館一樓的雕像  （參見圖

二十五（左）），講了背後的故事，鼓勵學生

深思。《沉思者》的作者是創作《Minotaur》

的羅丹（Auguste Rodin；1840－1917；參見圖

二十六），雕像現在置於法國的羅丹美術館。沉

思者雕像被到處仿製，我在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

學大樓看到一座雕像（參見圖二十五（中）），

在亞洲大學看到一座（參見圖二十五（右）），

在台北醫大看到另一座（圖二十七（左）及圖

二十八（左）），聽說清華大學也有一座。我模

仿畫了《沉思者》好幾次（圖二十七（右）及圖

二十八（右））。

1880年羅丹替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Paris）的門飾設計群雕，主題

是但丁《神曲》中的「地獄篇」，命名為「地獄

之門」（The Gates of Hell），破題曰：「從我這

圖二十四：我模仿畫羅丹的作品《半人半牛怪》

（Minotaur）。

圖二十五：（左）交大圖書館一樓的雕像《The 
Thinker》；（中）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的雕像；（右）亞洲大學蔡長海創辦人告訴我，

亞洲大學的《The Thinker》雕像是台灣最大的一

座。

圖二十六：羅丹（Auguste Rodin；1840－1917）

圖二十七：（左）台北醫大的《沉思者》；

（右）我的模仿畫

圖二十八：（左）另一個角度的《沉思者》；

（右）我的模仿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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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走進苦惱之城; 從我這裡走進罪惡之淵。你們走

進來的，把一切的希望拋在後面。」羅丹塑造186

座「地獄之門」雕像，後來其中的幾個雕像分別

獨立出來，包括了《沉思者》以及《接吻》（The 

Kiss；參見圖二十九）等。《沉思者》最初取名為

「詩人」（The Poet），描述偉大詩人但丁在地

獄之門前，表情痛苦地陷入深思，冥想之中構思

詩句。不過雕像的長相和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圖三十）有差距 [文獻四]。

提到沉思，讓我想起每年都會數度受邀到台

大的行政大樓開會。門前廣場有著名的「傅鐘」

（參見圖三十一（左）），紀念傅斯年（1896－

1950；參見圖三十一（中））。傅斯年曾說：

「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

的。」這個句子刻在「傅鐘」旁（參見圖三十一

（右）。

[附註二] 我擔任通訊大賽主審，看到有人設

計親吻應用（Kiss Phone），當人輕吻觸控式手機

面板時，會產生唇印的多媒體簡訊，傳輸給遠方

的情人（朋友）。其實在電話筒旁發出親吻的聲

音，傳到對方的做法，「古已有之」。歌手靈動

男孩（Soulja Boy；參見圖三十二（左））創作的

《Kiss Me Thru the Phone》敘述電話親吻的情愫。

我摘錄部分歌詞如下：

Baby you know that I miss you, 

I wanna get with you tonight

But I cannot baby girl and that's the issue

Girl you know I miss you, 

I just wanna kiss you

But I can't right now so baby kiss me thru the phone, 

I'll see you later on

Kiss me thru the phone, see you when I get home

在這首歌的 MTV片中，女孩輕吻了手機的觸

控銀幕，我模仿畫出如圖三十二（右）所示。在

網站WikiHow 有一篇文章《How to Kiss Someone 

Over the Phone》，提供電話親吻的教戰手則。首

先，要先確定你的心情能舒服自在地進行電話親

吻，切勿做出令你自己尷尬的事。接下來，應在

電話會談的恰當時機進行親吻，例如在說「我愛

妳」之後。電話親吻的聲音很重要，你可以採取

正常親吻方式，縮攏嘴唇發出親吻的聲音（參見

圖三十三），也可以採用飛吻，發出「mwa！」

圖二十九：《接吻》

圖三十：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

圖三十一：（左）傅鐘（1896－1950）； （中）

傅斯年（1896－1950）； （右）「傅鐘」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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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響聲（參見圖三十四）。然後你就靜待遠方的

甜心（Sweetheart）正面回應你的電話親吻。電

話親吻的地點也很重要。你得好好考慮是否要在

公共場所做這個「怪異」的動作。

有些電話附帶設計了人工嘴唇的機制，真

的能讓您親吻（如圖三十五（左））。根據發明

者的說明，這款手機有人工嘴唇感測器，能量測

嘴唇壓上來的衝擊速度、溫度、濕度，以及吸吮

的力道。如果對方有同款手機，這些參數就能啟

動對方手機的人工嘴唇，讓對方能身歷其境，感

受您的親吻。親吻時人類的12組唇部肌肉和17組

舌頭肌肉會出現緊張狀態，要將這些肌肉變化呈

現於手機，有相當的技術難度。這款手機還有一

項功能，會記錄您電話親吻的過程，提供重播。

親吻手機（Kiss Phone）的優點甚多，能防止皺

紋（接吻時促進血液循環，令皮膚更光滑）、幫

助減肥（每一次接吻20秒，可消耗體內12個卡路

里），以及止嗝（接吻是治療打嗝不止的有效方

法）。圖三十五（中）及（右）是嘴唇形狀的有

線電話，算是另類親吻電話，但僅是嘴唇外型，

不能真正感應親吻。

親吻能刺激人體的內分泌，令人心情愉快，

而受刺激所分泌的內啡肽荷爾蒙（Endorphin），

更有止痛藥的效果。親吻有如此多的優點，因此

英國人提議將7月6日訂為國際親吻日，於1991

年得到聯合國的承認。親吻對人類如此重要，

因此常常成為藝術創作的泉源。我在[附註一]提

到羅丹的作品《親吻》（參見圖二十九）。此件

作品最初命名為弗朗西斯里米尼（Francesca da 

Rimini），是雕塑中女子的名字。這座「地獄之

門」雕像的故事源於但丁《神曲》「地獄篇」，

描繪13世紀的義大利貴婦，愛上了她丈夫的弟

弟，卻被丈夫發現而殺害。雕塑中這對戀人的嘴

唇，並未接觸，表明他們尚未接吻，就被戴綠帽

的苦主殺了。這座雕塑引起色情（Eroticism）的

爭議，但仍到處被複製展覽。另一座「地獄之

門」雕像《永恆的偶像》（Eternal Idol；參見圖

圖三十二：（左）靈動男孩（Soulja Boy）；

（右）我模仿畫《Kiss Me Thru the Phone》敘述

電話親吻的情愫。

圖三十三：夢露（Marilyn Monroe；1926－1962）
是最會擺親吻姿勢的女影星，我藉由她來示範正

常親吻方式。

圖三十四：夢露示範飛吻。

圖三十五：（左）有人工嘴唇感測器的手機；

（中）及（右）另類親吻電話（Kiss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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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體積較《親吻》小，但仍是上乘之作。

有人如是說：「"The Eternal Idol" -- much smaller 

than "The Kiss," but no less beautiful.」這雕像的親

吻方式更別具一格，是男子親吻女子的胸部。

我旅居美國時，參加美國人的聚會，一進門

口，主人往往會突然冒出來親吻你的臉頰（Cheek 

Kissing）。女主人吻我就算了，實在怕男主人如

法炮製，於是我會急速伸出右手來行握手禮。我

2012年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學習其禮儀，晚輩

遇見長輩時，雙手擁抱長輩，親吻臉頰，然後跪

下，親吻對方的腿甚至腳背以示尊敬，並請求長

輩為自己祝福。親吻臉頰是歐美及阿拉伯禮儀，

也可以成為情侶的煽情表現。有名的例子是奧地

利象徵主義畫家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

1918）於1907－1908年之間創作的《吻》（Der 

Kuss；參見圖三十七）。這是日本浮世繪鍍金風

格的作品，描繪一對夫婦擁抱，男子親吻妻子的

面頰，身體纏繞著新藝術風格的線性構造。這幅

畫成為維也納新藝術風格（Vienna Jugendstil－

Viennese Art Nouveau）的象徵，被公認為克里姆

特最受歡迎的作品。

最有名的親吻為何？如果您在網路搜尋

「Famous Kiss」這個關鍵字，出現最多次的圖片

是刊登在《生活雜誌》（LIFE）的《勝利之吻》

（V-J Day in Times Square；參見圖三十八）。

1 9 4 5年8月1 4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 a r r y  S . 

Truman；1884－1972）宣布日本投降，於是在這

個戰勝日本的日子（Victory over Japan Day；簡

稱V-J Day），群眾聚集在紐約時代廣場（Times 

Square）狂歡慶祝。在現場的攝影師愛森史達特

（Alfred Eisenstaedt；1898－1995）發現一位穿黑

衣服的水兵，沿途看到女生就擁吻，不分老少。

愛森史達特當機立斷，將身旁穿白色衣服的護士

推向水兵，希望水兵會親吻這位護士。果然不出

所料，水兵擁吻了護士，而愛森史達特則拍下了

歷史鏡頭。愛森史達特回憶說，他選擇白衣護士

的原因是水手穿黑衣服，如此黑白衣服在兩人擁

吻時會造成強烈對比。如果男方穿白色水手服，

圖三十六：（左）《永恆的偶像》（Ete rna l 
Idol）；（右）我模仿畫《永恆的偶像》

圖三十七：（左）《吻》（Der Kuss）；（右）

我模仿畫《吻》。

圖三十八：《勝利之吻》（V-J Day in Times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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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概會推出穿黑衣服的女生讓水手親吻了。拍

照的V-J Day 是8月14日。然而官方的V-J Day是9月

2日，因為那天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愛森史達

特的照片看不出親吻男女的面孔，因此事後有不

少人宣稱他們是該照片的男（女）主角。美國加

州的聖地牙哥（San Diego）重建愛森史達特的照

片，塑造25英尺高的互相親吻的水手及護士，主

題為《無條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

參見圖三十九）。

 

[附註三] 我和綠世界生態農場的可愛動物們

玩得挺開心的，也畫了一些素描。圖四十（左）

是巴貝多綿羊（Barbado Sheep），綠世界生態農

場的說明看板寫的是學名Capra Hirus，毛色呈淺

褐色，胸腹下側及四肢內側則為深黑色，故又名

黑肚綿羊。黑肚綿羊起源於非洲短毛綿羊與歐洲

毛用綿羊雜交而成。這種綿羊在17世紀時被西班

牙與葡萄牙人引進至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附近，

最後在巴貝多國大量繁殖。環境適應性及疾病抵

抗力強，適合高溫多濕地區飼養，綠世界有不少

自然交配生產的黑肚綿羊（圖四十（右））。我

和黑肚綿羊玩耍，並未聞到羊羶腥味，是很乾淨

的羊兒。綠世界的黑肚綿羊是巴貝多國贈送台

灣，輾轉放養於綠世界。

2 0 1 2年 8月我參訪美國麻州塔虎茲大學

（Tufts）的獸醫學院，看到一隻動物雕像，稱為

「Cow Gone Wild」（參見圖四十一）。這隻看來

怪異的牛是由不同動物所組成的「四不像」，是

獸醫們的聯想創意。讀者能指出多少隻動物的特

徵？

[文獻一]《網路通訊計畫的審查》，《閃文集II》

第260頁

[文獻二]《電話翻譯》，《閃文集II》第155頁

[文獻三]《死刑的故事》，《閃文集II》第322頁

[文獻四]《一平繪話》的人物畫像，《閃文集III》

第19頁

圖三十九：《無條件投降》（Uncondi t iona l 
Surrender） 

圖四十：（左）我素描巴貝多綿羊（黑肚綿羊；

Capra Hirus）；（右）剛出生的綿羊臍帶還未脫

落。

圖四十一：Tufts獸醫學院的「Cow Gone Wild」



30  NCP Newsletter / No.53 July 2013

錯覺魔術（Illusion Magic）

鏡裏花枝偏弄影．水中月影慣撩人     《好逑

傳》

台灣電磁輻射公害防治協會的公民記者在

2010年10月29日報導，公園發現偽裝成冷氣機

的基地台，並向民眾提出警告，要小心電磁輻射

（參見圖一）。報導基於關懷民眾健康的出發

點，立意良善，但言下之意，電信業者偽裝基地

台，應該像過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似有誤

會。

台灣電磁輻射公害防治協會的報導寫著：

「現在電信業者為避免民眾抗議之聲，玩起偽裝

術，有哪些偽裝花招呢？比方說，林口交流道旁

數層樓高的發射基地台，上面還寫著“歡迎蒞臨

林口＂的地標，台北七星山上由數家電信公司共

構之偽裝假樹，八里齊天大聖孫悟空基地台，超

市廣告布幔後藏基地台，或者把基地台裝設在水

塔裡面…高明到周邊住戶完全不知，若不是用檢

測器量，居民還不知將被蒙鼓裡多久。」

其實基地台以偽裝的方式讓人產生錯覺，目

的是要讓視覺忽略其存在，或則將基地台美化以

避免破壞周遭環境的觀瞻，並非要欺騙附近的居

民[附註一]。NCC對基地台的管制是相當嚴格的，

電信業者發射的電磁波不可超過NCC限制的功

率，也不可能違法讓隱藏的基地台發射高功率的

電磁波。「基地台！誰也不喜歡，常見豎立大樓

屋頂的鐵塔和天線，讓住戶們不安心。」然而住

戶在使用手機通電話時，收訊不佳，卻又怪電信

業者服務不好，真是矛盾。很多基地台因居民抗

爭而拆除，導致手機只能連結到遠方的基地台，

打電話時反而會接收到更多手機發射的電磁輻

射，或許對身體健康的影響更大。這番道理我在

《趣談電磁波》文中已有說明，本文不再詳述[文

獻一]。

在美國社區，居民往往要求電信業者將基地

台偽裝以避免破壞環境觀瞻。基地台的設備隨著

技術演進，體積一直在縮小。早期基地台設備的

體積甚大，必須放在建築內或地下化。圖二的紅

圈處為地下基地台的入口。後來體積縮小，就可

圖一：偽裝成冷氣機的基地台及其管線
圖二：紅圈處為地下基地台的入口。

圖三：（左）紅圈處為室外基地台，體積仍不

小；（右）基地台設備掛在電線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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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擺在外頭。圖三（左）的紅圈處為放在行人通

道的室外基地台，體積仍不小。圖三（右）紅圈

處的基地台設備已縮小到能掛在電線桿上。雖然

基地台設備可以縮小體積，予以隱藏，基地台天

線的微小化卻不容易，而為了有較好的無線電涵

蓋範圍，也不能隨便擺在隱密處。圖二和圖三中

基地台的天線都放在旁邊電線桿（或路燈）的上

端（未顯示出），以求得最好的覆蓋範圍。因此

偽裝基地台有很大的功夫是在為天線化妝。

我於2011年10月訪問洛杉磯，特別拍了幾

張偽裝基地台的照片。圖四是偽裝成棕櫚樹的基

地台天線，在南加州處處可見。圖五是偽裝成鐘

樓牆壁的基地台天線。圖六（左）為椅子型的基

地台，冬天坐上去，保證溫暖。圖六（右）為路

燈型的基地台天線，這類路燈都很花俏，很容易

就能辨認出。圖七為仙人掌型的基地台天線。這

種基地台天線是所有植物式偽裝中最逼真者，若

非下方有固定的螺絲，幾乎和真的仙人掌一樣。

不過這類天線只能用在熱帶地區。圖八中的工人

正在替松樹型的天線插樹枝。松樹是長青樹，樹

葉不會隨季節變化，很適合用來偽裝天線。由

上述說明可知，為基地台化妝，在美國等先進國

家是很普遍的，應以平常心視之。台灣每一個基

地台的位置NCC都有掌握，不可能讓業者藏匿不

報。

「偽裝」套用在基地台身上，似乎有電
圖四：偽裝成棕櫚樹的基地台天線; 我在路上看到

好幾株，坐在車內順手拍照。

圖五：鐘樓牆壁是偽裝的基地台天線；（左）我

背後紅圈處為牆壁型的平面天線；（右）大賣場

鐘樓上基地台天線正在施工中。

圖六：（左）椅子型的基地台；（右）路燈型的

基地台天線

圖七：（左）仙人掌型的基地台天線；（中）仙

人掌下方有固定的螺絲；（右）我與真正的德州

仙人掌合照，據說每長一隻仙人掌手臂要50年。

圖八：工人正在替松樹型的天線插樹枝。右圖樹

幹下方突出一截鐵桿，尚未插上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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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業者偷偷摸摸騙人的負面暗示。其實在英、

美，形容基地台偽裝的英文詞兒為Camouflage或

Disguise，是中性的字眼，並無貶抑之意。甚至

有些人因為偽裝，獲得掌聲，身名俱泰。原因是

他們以偽裝產生娛樂性的錯覺，觀眾喜愛。著名

的例子是獲得2011年Magician of the Year榮銜的布

萊克（Ariann Black；參見圖九）。她是極有想像

力的魔術師，發明了許多錯覺魔術新點子，例如

她能吹泡泡，讓觀眾產生錯覺，將圓泡泡看成方

泡泡。1992年到1995年間我數次到亞特蘭提市的

賭城Trump ś Castle，會看到她的表演宣傳廣告，

印象深刻。不過大部分讀者熟識的魔術師應該是

大衛考伯菲（David Copperfield；b. 1956； 參見

圖十） 。他將自由女神像變不見，人人讚嘆。大

衛如何產生自由女神消失的錯覺，魔術界猜測如

下。整個訣竅在於觀眾離自由女神很遠。只要將

觀眾的視線向上傾斜一個小小的角度，就看不見

自由女神。這套魔術耗資幾百萬美元來搭建特製

的觀眾席，包括一個活動的巨大地板，可以和自

由女神形成一定角度。當大衛緩緩升起遮擋自由

女神的黑布時，觀眾席的地板也以同步方式漸漸

傾斜。由於一切動作都是由電腦控制，運作緩慢

且同步，觀眾無法察覺。等黑布掉下來的時候，

觀眾只看到自由女神上方的空蕩天空，女神像已

神奇的消失了。大衛考伯菲的功成名就讓許多魔

術師羨慕及忌妒，但也不得不甘拜下風。一位

魔術師評論他說：「While at times the subject of 

professional envy, he is virtually without exception 

admired by others in the field of magic and illusion 

for his creative genius and tireless perfectionism in 

developing and presenting his major illusions － 

which are, in the opinion of most, without precedent 

and unparalleled in reaching new heigh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rt.」大衛創造的「幻覺」，打破了

十幾項金氏紀錄（Guinness World Records），也

贏得了20多項/次艾美獎（Emmy Awards）。反觀

電信業者讓基地台「消失」的幻覺，可不敢去申

請金氏紀錄，也不可能獲得任何艾美獎。其實很

多基地台的偽裝極具巧思，絕對有獲獎資格。

像電信業者這般遮蓋基地台的偽裝，前有

古人，早期的戰爭就有偽裝欺敵的做法。有一本

書《The War Magician》（戰爭魔術師；參見圖

十一（左）），敘述一位魔術師如何偽裝欺敵的

故事，相當引人入勝。書中的主人翁馬斯基林

（Jasper Maskelyne；1902－1973；參見圖十一

（右）） 誕生於魔術世家，其祖父約翰（John 

Nevil Maskelyne；1839 －18 May 1917）除了魔術

本業外，也是個發明家，以發明付費廁所（Pay 

Toilet），聞名於世。約翰設計了公共廁所的特

圖九：布萊克（Ariann Black）

圖十：考伯菲（David Copperfield；b. 1956）

圖十一：（左）《The War Magician》；（中）

及（右）馬斯基林（Jasper Maskelyne；1902－
1973）魔術師及軍人時期的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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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門鎖，要投入一便士硬幣才能開門如廁。因此

當時在倫敦有一婉轉說法「spend a penny」，意

指要上廁所。我於 2010年訪問英國，也見識到他

們的公共廁所（參見圖十二（左）），已漲價到

30便士，我們戲稱為「30便士一泡尿」（the 30p 

pee；參見圖十二（右））。

約翰的兒子，亦即馬斯基林的父親奈維爾

（Nevil Maskelyne；1863－1924）曾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期間替阿拉伯的英軍訓練了一批懂得魔

術技巧的間諜。奈維爾也是發明家，專攻無線

電報，和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

1937）在無線電報的商業化上有競爭。馬可尼

宣稱無線電報的傳送是安全可靠的，奈維爾就在

馬可尼的一次展示時駭入（hacked）其無線電

報傳送，改掉接收到的電文，大大揶揄馬可尼一

番。奈維爾是史上第一位資訊駭客（參見《日俄

戰爭》[文獻二]） 。由其父祖的豐功偉業，我們

可以想像馬斯基林也是伶牙俐齒的機靈小孩。長

大後他成為一位舞台魔術師，還於1936年出版了

一本書《Maskelyne ś book of Magic》（參見圖

十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馬斯基林共

赴國難，結束他的魔術演藝事業，加入英國皇家

部隊。當時他的年紀已經老大不小，又只會玩魔

術，英國軍方實在不看好他的「戰鬥力」。他被

派往北非戰區。當時在北非的英軍常受到當地土

著干擾，而這些土著只相信他們的巫師。於是馬

斯基林到達北非後的第一個任務是去和當地的巫

師「鬥法」。他以魔術技巧折服對方，改善了英

軍和土著的關係。盟軍和當地土著溝通，以魔術

技巧拉近雙方關係的趣聞，時有所聞，如圖十四

（左）所示。1941年5月，英軍得知德軍將對埃

及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參見圖十四（B））

進行大規模轟炸。馬斯基林向長官建議，將亞歷

山大港「搬走」。他的做法是在離亞歷山大港

三英哩外，找到一個地形外貌相似的馬約特灣

（Mayuete Bay），然後在那裡安置了與港口和

城市完全相同的假建築及燈光。一到晚上，馬約

特灣燈光通明，而亞歷山大港則保持黑暗，不准

開燈。於是德軍對馬約特灣轟炸了8夜，亞歷山

大港卻毫無損傷。接下來馬斯基林又想出新點

子來保護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參見圖十四

（A））。他利用24個巨大的排風玻璃鏡扇葉，安

裝在運河沿岸的探照燈上。扇葉轉動時產生視覺

偽裝效果，迷惑德國飛行員，失去方向感，炸彈

就投錯地方啦。之後馬斯基林又玩了許多偽裝魔

術，騙得德軍團團轉。希特勒恨得牙癢癢，下令

蓋世太保（Gestapo）將馬斯基林的名字列入黑名

單，格殺勿論。

圖十二：（左）我於 2010年訪問英國倫敦時見識

到的公共廁所；（右）「The 30p pee」

圖十三：《Maskelyne ś book of 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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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2 年馬斯基林參與「伯特倫行動」

（Operation Bertram），目的是要欺騙「沙漠之

狐」隆美爾（Erwin Johannes Eugen Rommel，

1891－1944；參見圖十五），讓他誤以為蒙哥馬

利（Bernard Montgomery；1887 –1976；參見圖

十六）的第八軍會由北非的南方進攻。

在誤導隆美爾的這幾個月，蒙哥馬利就可

以悄悄地將軍隊由北方南移，有效攻擊德軍。整

個欺敵計畫由馬斯基林設計，工程相當浩大。他

將北方的1000 輛英軍坦克偽裝成貨運卡車（參

見圖十七），讓坦克部隊像是貨車隊在移動。在

南方，他則製造幽靈部隊，包括2000輛假造的

坦克、鐵路幹線、水管補給線，甚至偽裝無線電

對話和建築工程噪音。南方的空城計難度頗高。

某次要阻擋一隊德軍坦克來戳穿紙老虎，馬斯基

林緊急帶了幾十個士兵，在沙漠的沙丘後面以金

屬製打火機的反光吸引德軍指揮官注意，再利用

鏡子反射木頭道具，製造出美式格蘭特坦克部隊

的影像，騙得德軍心下鶻突，疑惑不定，知難而

退，急忙撤兵。馬斯基林的認知，伯特倫行動爭

取了最關鍵的兩天，讓蒙哥馬利在阿拉曼戰役

(Second Battle of El Alamein)擊潰隆美爾的非洲軍

團，扭轉北非戰局。蒙哥馬利因此聲名大噪，被

譽為捕捉「沙漠之狐」的獵手。邱吉爾說：「阿

拉曼戰役之前，我們是戰無不敗；阿拉曼戰役之

後，我們是戰無不勝。」蒙哥馬利因為這一戰役

而晉陞為上將，並獲頒巴思騎士勳章（The Most 

Honourable Military Order of the Bath）。

隆美爾是悲劇性的人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初期率領第7裝甲師入侵法國，以機動攻勢大獲

全勝，贏得「幽靈師」的美稱。之後轉戰北非，

以少數的德國與義大利軍隊擊潰英軍，創造出

「隆美爾神話」。因此晉升為元帥。但阿拉曼戰

役重創隆美爾的部隊，只能服輸離開北非，回防

抵擋盟軍入侵歐陸 [附註二]。二次大戰後期，隆

美爾被懷疑參與推翻希特勒的行動，事後希特勒

追究，逼他服毒身亡。希特勒為其舉辦國葬。英

圖十四：（左）盟軍和當地土著溝通，以魔術技

巧拉近雙方關係；（右）埃及地圖：（A） 蘇伊

士運河；（B）亞歷山大港

圖十五：隆美爾（E r w i n  J o h a n n e s  E u g e n 
Rommel；1891－1944）

圖十六：蒙哥馬利（Bernard Montgomery；1887 
－1976）

圖十七：偽裝成貨運卡車的英軍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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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首相邱吉爾評論隆美爾為：「大膽與熟練的對

手，一位偉大的將軍。」

戰後邱吉爾於1945年11月11日發表演說，

提到英軍在北非戰場透過神奇的偽裝，達到奇襲

與欺敵的戰果，卻不曾真正褒揚過馬斯基林。自

負的馬斯基林相當難過，退伍後抑鬱寡歡，無法

再承續戰前的舞台事業，最後酗酒而亡。然而最

近也有人做翻案文章，認為馬斯基林沒有那麼大

的影響力，前述的事蹟，都是誇大其辭。事實真

相是，英軍在北非戰場的奇襲並沒有那麼成功，

最後是因為英軍的兵力遠勝隆美爾，再加上軍隊

傷兵的照護技術先進，才打勝了阿拉曼戰役。當

時德軍為受傷的士兵輸血時，要靠健康的士兵提

供血液，輸血時這些健康的士兵無法投入戰場。

而英軍已有血漿技術，不須健康的士兵同步輸

血傷兵（參見《救災通訊與紅十字會》[文獻三] 

）。

前述提到魔術師的偽裝，都是暫時性的欺

敵。而基地台偽裝則是長時期的（甚至是永久

的）。由馬斯基林產生的暫時性幻象或是基地台

偽裝產生的長時期錯覺，「被欺」的一方總會不

舒服。電信業者應該由另一個角度，另類思考如

何產生「大衛魔術」式的錯覺，博得觀眾掌聲。

雖然某些居民排斥基地台，在偏遠地方，基地台

在日常生活扮演重要角色，其重要性在台灣離島

尤其顯著。2012年，因釣魚台事件，馬總統登陸

「彭佳嶼」視察，成為熱門話題。這個面積1.14

平方公里的小島，距離台灣基隆港約  56公里，

為台灣北方三島中唯一有人員駐守的島嶼。中華

電信於2001年11月克服困難，花費約台幣五百萬

元建置費用，於島上建設唯一的行動電話基地台

提供手機通信服務（參見圖十八）。該基地台除

了提供彭佳嶼島上的海防班哨、氣象觀測站、燈

塔等公部門駐在人員方便的行動通信服務之外，

也提供鄰近海域的手機通信，涵蓋範圍達數十公

里，可供附近海域漁民及從事水上活動者聯絡及

緊急通信需要。

2008年冬天，一艘漁工接駁船在彭佳嶼附近

海域發生船難，船上71名漁工中有64人被救起，

當時能夠快速救援，就是因為在附近的海釣船即

時利用手機通報的結果。目前中華電信設置最遠

的基地台遠在南海的東沙島上。建置這涵蓋海面

或偏遠離島的基地台，合適地點不易尋找，相關

電力及傳輸困難不易克服，建造費用比一般市區

基地台高昂許多，維護費用更是高於3倍以上；當

中有些基地台必須使用衛星電路傳輸，日常維持

費用更是遠遠高於一般基地將近10倍。行動電話

基地台不辭勞苦，提供人們生活上必要的通訊，

也希望大家給一點掌聲。

[附註一] 我於2012年3月訪問沙烏地阿拉伯

[文獻四]。首都利雅德有許多矮房，屋頂上直接

架設基地台（參見圖十九（左）），讓我頗感驚

訝。

我問阿拉伯友人，居民會不會抗爭電磁波。

阿拉伯友人說：「不會，居民認為屋頂上有高塔

也很好。」我猜想，利雅德居民不排斥基地台，

圖十八：彭佳嶼島上的基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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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教的宣禮塔（Muslim Tower）有關。清真寺

上會建築壯觀的宣禮塔（參見圖十九（右）），

召喚人們禮拜，是信仰力量的最好表達。清真寺

宣禮塔有一兩個突出的陽台，那是宣禮員所站

的地方，以召喚穆斯林去做禮拜。塔最初是矮

牆，演進成方形的石塔。今日的宣禮塔底層是

方形的，第二層變成多邊形，後又成為圓柱體

的塔身，冠以浮圓頂或錐形頂。塔上的宣禮員

也往往被換成廣播音箱，每當祈禱時間，遠遠

的就聽到誦經的聲音，相當有異國情調，這個

景象深深烙在我的腦中。林夫人及女兒 Doris於

2013年1月6日到汶萊參觀傑米清真寺（Jame' Asr 

Hassanil Bolkiah Mosque），有29座宣禮塔（參見

圖二十），據說是他們的第29任國王用了45噸黃

金建成的，陽光照射下，金光閃閃，瑞氣千條。

宣禮塔將建築襯托得那麼漂亮，難怪穆斯林們喜

愛高塔，不排斥基地台。

[附註二] 隆美爾（參見圖二十一（左））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著名的德國陸軍元帥，童年時體

質贏弱，希望成為飛機工程師，但遭到父親的反

對。當時隆美爾對軍事生涯沒有興趣，不過仍遵

循父命，於1910年7月19日加入德意志帝國陸軍

第124步兵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隆美爾因功獲

贈藍色馬克斯勳章。隆美爾以其自身的戰鬥經驗

搭配易懂的文字與插圖，出版專書《步兵攻擊》

（Infantry Attacks；參見圖二十一(右)），被西方

世界廣泛採用為步兵戰術教科書。美國的將軍巴

頓（George Smith Patton Jr.；1885－1945；參見

圖二十二）是此書的愛好者。1943年巴頓與蒙哥

馬利聯手取得阿拉曼戰役勝利。在1970年的影片

《Patton》，巴頓將軍有一句台詞：「隆美爾，

你這偉大的混蛋，我讀了你的書！（Rommel, you 

magnificent bastard. I read your book）。」希特勒

也因為這本書而賞識隆美爾。

1940年5月，隆美爾第7裝甲師快速進攻盟

軍。盟軍摸不著其部隊真正的位置，往往不知何

時被隆美爾突破防線，而自動放棄陣地，畏懼地

稱之「幽靈師」（Division Fantôme）。德軍則稱

他為「不屈不撓的隆美爾」。隆美爾的幽靈師曾

日行320公里以上，長時間戰車行軍的紀錄相當

驚人，在當時前所未聞。在戰役中，隆美爾經常

違反命令，做出獨斷的行動，儘管獲得成功，卻

招惹上級的不滿。1941年2月，隆美爾被任命為

非洲軍軍長，在北非嚴酷的沙漠戰場上進行激烈

的戰鬥。對隆美爾而言，最嚴酷的劣勢莫過於英

軍的物資遠優於德軍。他以高明的戰術來彌補其

缺點。隆美爾以迂迴戰術（Circuitous Tactics）和

單翼包圍（Single Envelopment）的方式多次擊潰

居於優勢的英軍，被稱為「沙漠之狐」（Desert 

Fox）。在北非荒涼的沙漠戰場上，交戰雙方的司

令官都依靠無線電來指揮部隊。隆美爾的無線電圖二十：汶萊傑米清真寺（Jame' Asr Hassanil 
Bolkiah Mosque）

圖十九：（左）利雅德屋頂上直接架設基地台；

（右）利雅德清真寺的宣禮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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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連連長西波姆上尉特別擅長偷聽英國人的無

線電通訊，經德軍的參謀們匯總後，隆美爾清晰

地判斷出英軍的部署情況。英國人發現無線電通

訊被竊聽，投入了兩個步兵師奇襲隆美爾的無線

電通訊連，俘虜了西波姆。英國人用盡了各種辦

法，想讓倔強的西波姆開口，但他拷打至死，未

透漏任何消息。

隆美爾的戰術終究無法彌補物資差距，他的

軍團逐次被擊敗，最終撤出北非。北非戰線被稱

為「仍存有騎士精神的戰場」，因為隆美爾遵守

國際法關於交戰的規定，慎重地對待戰俘，因此

該區戰線的英軍也比較能遵守國際法。隆美爾因

物資貧乏而失敗。如果物資條件相同，盟軍應該

沒人能打敗隆美爾。隆美爾說：「In a man-to-man 

fight, the winner is he who has one more round in his 

magazine.」隆美爾是敗於彈藥庫(Magazine)中的

彈藥不足，而補給的問題在於北非原始的交通設

施無法支持大部隊的作戰，因此注定只能作為一

個次要戰場。希特勒最初命令隆美爾只要防守位

於利比亞西北部沙漠的邊緣及地中海沿岸，亦即

的黎波里（Tripoli）周邊地帶，是基於此一現實，

慧眼獨具的戰略眼光。不過隆美爾太會打戰了，

德國的戰略計畫被他的戰術成功牽著走，最後仍

然功敗垂成。

當時為了解決德軍在北非的補給問題，

曾經考慮經由地中海進行海運。然而要達到此

目的，德義聯軍必須拿下地中海中的馬爾他島

（Malta）。這個小島位於西西里、突尼斯、的

黎波里與班加西之間，是英國在地中海的戰略要

地。該島做為英國海空軍基地，攻擊軸心國的運

輸船，對隆美爾而言，如芒刺在背。因此德義空

軍以四倍於馬爾他島空軍的兵力進攻這個小島。

不過在馬爾他島的英國空軍有一位王牌戰鬥機

飛行員柏林（George Frederick "Buzz" Beurling；

1921－1948；參見圖二十三），將德義空軍打

得落荒而逃。柏林被稱為馬爾他騎士（Knight of 

Malta）或馬爾他之鷹（The Falcon of Malta）。

他單獨在14天內打下27架德義飛機。柏林是加拿

大人，從小立志成為戰鬥機飛行員。他同時具備

高超的飛行技術以及精準的射擊能力，這是一般

人所沒有的天分。二戰時期的戰鬥機飛行員必須

一邊駕駛飛機，一邊開鎗，並非易事。他的眼力

奇佳，精通前置射擊（Deflection Shooting），

能以目視，快速估計敵我飛行速度，決定何時扣

板機。當時的機鎗子彈每四顆中有一顆曳光彈，

可發光讓飛行員用來校正彈道，而柏林則不須靠

曳光彈校正。他駕駛英國噴火式戰鬥機（Spitfire 

Fighter；參見圖二十四），機上有攝影機，當飛

圖二十一：（左）隆美爾實在令人崇拜，我忍

不住再畫一幅他的肖像；（右）《步兵攻擊》

（Infantry Attacks）

圖二十二：巴頓（George Smith Patton Jr.；1885－
1945）擔任少尉時在《陸海軍雜誌》上撰文建議

改進騎兵軍刀，獲得採納，依此設計的「巴頓

劍」製造了2萬把，配發到美國陸軍部隊。他於

1944參加諾曼地登陸，指揮裝甲兵團橫掃歐洲，

直至奧地利，9個月間，殲敵140萬，解放大小城

鎮1萬3千座，傷亡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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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員擊落敵機時，攝影機會拍下整個過程。然而

攝影機的速度跟不上柏林天才式的前置射擊法，

往往拍攝不到射中敵機的片刻，因此長官認為柏

林是謊報戰功的菜鳥飛行員。柏林抑鬱不得志，

主動請調到最危險的馬爾他島戰場。他到了馬爾

他島後，不受英國僵化軍紀的限制，如魚得水，

第一次飛行就打下三架敵機。噴火式戰鬥機機鎗

的有效射程為450碼，他卻曾在800碼外擊落敵

機。目視800碼外的飛機，大概只有針頭大小，而

柏林卻能擊中，被譽為二戰最厲害的空戰射擊。

1942年時馬爾他島成為英德必爭之地，因此

柏林成為英雄人物。不過以他的戰績，仍稱不上

前幾名的王牌戰鬥機飛行員（Flying Ace）。事

後分析，馬爾他島對於隆美爾最後兵敗北非關係

不大。馬爾他並不是軍隊補給能否順利運達北非

的關鍵據點。阿拉曼補給，跨過地中海並不難，

問題是補給品登陸後搬不到前線。北非的港口一

次只能讓五艘船卸貨，遠水救不了近火，隆美爾

的作戰需求已經超過其後勤基地所能支援的範圍

了。

坦克車在隆美爾的北非戰術中扮演主要角

色。坦克車有三項特性：移動性（Move）、通訊

能力（Communicate），以及火力（Shoot）。

有人開玩笑說：「If it can move and shoot but not 

communicate, all you have is a loose cannon.」因

此善用坦克車的通訊能力才能將其戰力發揮到極

致。1943年著名的美國《週六晚郵報》有許多

封面都以坦克為題材（如圖二十五所示），凸顯

其在戰場上的重要性。在中國，能善用坦克通訊

能力的將領是孫立人（1900－1990；圖二十六

（左））。對日抗戰早期，中國裝甲部隊通訊設

施落後，在戰役中，常因步兵與戰車無法協調，

難以發揮打擊力。

1943年，盟國援助中國，在印度藍姆加編練

美制新軍「中國駐印軍」，這群「美式中央軍」

圖二十三：柏林（George  Freder ick  "Buzz" 
Beurling；1921－1948）

圖二十四：噴火式戰鬥機（Spitfire Fighter）

圖二十五：美國《週六晚郵報》1943年有許多封

面都以坦克為題材。

圖二十六：（左）孫立人（1900－1990）；

（右）M3A3史都華輕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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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抗戰期間，中國所編成的最精銳部隊。當中包

括美制M3A3史都華輕戰車(Stuart;參見圖二十六

(右))為主的「戰車第一營」，是中國陸軍使用美

制戰車作戰之始。當時日軍第18師團切斷中國西

南方對外的路線，並威脅英國殖民的印度地區。

日軍第18師團號稱「森林之狐」，是日本陸軍唯

一有皇家標誌「菊の紋様」的部隊，可謂貨真價

實的日本「皇軍」，士兵大都是從九州各地召集

來的。當時18師團的主力置於緬北胡康一帶，利

用崇山峻嶺、縱橫河道和原始森林的險要地勢，

企圖切斷中國大陸地區的西南交通命脈，使聯軍

作戰物資無法輸送中國。

1944年3月3日，孫立人反攻緬北，穿越胡

康河谷的原始森林，迂迴敵後，突擊位於瓦魯班

（Wa-Lu-Ben）的日軍第18師司令部，虜獲日軍

發布作戰命令的關防大印，扭轉戰局。當時作戰

環境險惡，叢林地形不利戰車作戰，但中國步兵

仍浴血向南前進，逼迫日軍向南方瓦魯班撤退。3

月8日，中國駐印軍發動「瓦魯班追擊戰」，企圖

在胡康河谷追殲日軍主力。戰車第一營使用美式

優異通訊設備以及強大火力，協同步戰，發揮功

效。戰車營營長採包抄戰術，在冒著被攻擊的危

險情況，強行渡河，攻向南岸瓦魯班日軍18師團

陣地。日軍在中國軍隊的南北夾擊下全面潰退，

放棄了瓦魯班。

日軍戰史記載：「（最初）師團長接到兩軍

的交鋒報告，判斷這支敵軍只是為了掩護中美軍

主力越境派出來的一支先遣部隊。（我方）首先

命令富昆南部地區的第56聯隊急速前進，企圖將

其各個擊破。及至該聯隊到達戰場交戰後才搞清

楚，敵軍原來是中國軍第38師（孫立人師）一支

勁旅，和第18師團過去在中國大陸上接觸過的中

國軍隊，在素質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驚。」

過去日軍擁有優異的單兵作戰能力及較先進的裝

備，在面對中國軍隊時都有壓倒性的攻勢。尤其

這個由九州編成，轉戰中國，素有把握的第18師

團，同中國交戰最有自信，豈料胡康河谷富昆的

中國駐印軍，無論是編制、裝備，還是戰術、技

術，都完全改觀。儘管第56聯隊奮勇猛攻，中國

軍圓形陣地即使在日軍緻密的火力攻擊網和空軍

的支援下，仍然毫不動搖，而日軍的損失卻不斷

增加。中國軍雖有近九百名官兵的損失，卻依舊

頑強抵抗，堅守密林陣地，毫不退讓。於是日軍

立即向上級報告這個情況，全軍愕然。

由於戰車第一營在瓦魯班戰役的表現優異，

美軍擴大提供美制M4A4雪曼戰車（Sherman；

圖二十七（左））一連，撥交該營，加強戰力。

此戰車是以美國南北戰爭中北軍的將軍雪曼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命

名。雪曼戰車的處女秀為1942年10月對抗隆美爾

的第二次阿拉曼戰役，戰車上配備調頻（FM）無

線通訊系統，如虎添翼。戰車第一營協同中、美

等國友軍部隊，並肩作戰於緬北各地，扮演衝鋒

陷陣的關鍵角色。尤其在緬北的貴街（Kutkai）

遭遇了戰史上少見的「中日坦克對決」，將日

軍戰車聯隊全數殲滅。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1946；參見圖二十七（右））

在呈給蔣中正的報告中，特別引述美軍戰車指揮

官布朗（Bothwell H. Brown）上校的話：「這些

圖二十七：（左）雪曼（Sherman）戰車；（右）

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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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是我見過最有勇氣的軍人。以他們所受的

有限訓練而有此表現，我必須向他們致敬。他們

已經有了勇氣，我願意與他們赴湯蹈火，在所不

辭。」

據說孫立人曾下令活埋1200名日軍第18師團

俘虜，僅留下一名台灣新兵活口。然而沒有可靠

資料能夠證實孫立人或者其部下殺過日本俘虜。

我聽到的傳聞，孫立人說：「這些狗雜種，你去

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後

都這樣辦。」於是活埋了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

俘虜（日本第18師團是進行南京大屠殺暴行的首

惡部隊），而其他俘虜則依國際法規善待之。結

果俘虜的日軍中除了一名台灣新兵，其餘皆手染

罪惡，惡貫滿盈。其實當時史迪威在場，不可能

有活埋俘虜的可能，不過我還是很希望孫立人真

的說「今後都這樣辦」，其豪爽令人嚮往。孫立

人來台後被軟禁在台中向上路我姊夫家對面（參

見圖二十八）。我很遺憾沒有機會和他見面。

[文獻一]《趣談電磁波》，《閃文集III》第6頁

[文獻二]《日俄戰爭》，《NCP簡訊》2012年9月

[文獻三] 《紅十字會與救災通訊》，《NCP簡訊》

2012年08月

 [文獻四]《阿拉伯情緣》，《NCP簡訊》2012年5

月

<本刊文章不代表計畫辦公室立場，若對本

文有任何建議或勘誤，歡迎逕自與林一平教授聯

繫(liny@csie.nctu.edu.tw)。>

圖二十八：軟禁孫立人的台中向上路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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