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山老子真堪笑．三千界外歸初到     

陸游《鷓鴣天》

最近我讀中國詩詞，發現「三」這個字出

現三萬多次（我確實查到的數字是32647次）。

例如上述陸游的《鷓鴣天》，用了「三山」、

「三千界」。白居易《長恨歌》有「三千寵愛在

一身」，《琵琶行》有「轉軸撥弦三兩聲」。李

白《將進酒》有「會須一飲三百杯」，岳飛 《滿

江紅》有「三十功名塵與土」。我最喜歡的蘇軾

更常用「三」這個字，如三更雨、三面水，以及

三夜月。劉備訪諸葛亮，也要三顧茅廬。

對我而言，「三」是神奇的數字。我有三

個姊姊，會輪流教訓我，就像有三個媽媽。結婚

後我有兩個女兒，常常和她們的媽媽聯手，一起

管教她們的老爸，家中有三個女人，我又像有三

個媽媽。「三」這個數字實在和我有緣。全世界

各種文字常用「橫」或「豎」來代表數字，例如

漢字「三」是三橫，羅馬字III是三豎。但這種表

示法最多到「三」，代表人的視力最大能分辨

的「橫、豎」數目是三（古代羅馬字曾以IIII代表

「四」，到了中古世紀後就以IV代之）。

計算機科學的數位邏輯（Digital  Logic）

是二值邏輯（Binary Logic），代表真（True）

及假（False）。而由二進入到三，產生了三值

（Ternary）邏輯，除了真、假外，還有某個第

三值，例如用來代表未知（Unknown）。數據庫

查詢語言SQL實現三值邏輯，使用第三值NULL 來

表示在數據庫中缺失數據。同樣的，在數位電

路中，除了代表0與1的二態電路，也發展出三

態電路（Three-state Logic Circuit），允許輸出

端在0和1兩種邏輯電位之外呈現高阻態（High 

Impedance），將輸出的影響從後級電路中移

除。這種設計允許多個電路共同使用同一個輸出

線（例如匯流排）。

對電話產業而言，「三」也是神奇的數字。

最早的電話服務是點對點的專線，只能服務兩個

用戶。當第三個用戶加入時，「專線」的方式就

行不通了，必須引進「電話網路」的概念。因此

「三」是讓電話服務進行結構性變化的神奇數

字。而建構電話網路最重要的電子元件也是受到

「三」這個神奇數字的影響。

電子元件的演進，要由燈泡的發明談起。話

說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參

見圖一）[文獻一] 發明燈泡後，又很手癢的在燈

泡中多放了一個電極，且灑了點箔片。然後他在

這個電極加負電，結果發現箔片會翻騰漂浮。如

果加正電，箔片則是不動如山，沒啥反應。愛迪

生搞不懂這個現象，但是覺得可以利用這個現象

來製成電流計及電壓計等實用電器，於是在1883

年申請了一個專利，就是今日大家熟知的愛迪生

效應（Edison E�ect）。一直到1901年，在理查森

（Owen Richardson；1879－1959；參見圖二）的

研究之後，愛迪生效應終於得到解釋，原來是電

一平繪話 On Teletrofono and Inkblots

神奇的數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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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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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激發態引起箔片漂浮。理查森因此得到1928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

根據愛迪生效應，英國的弗萊明（ J o h n 

Ambrose Fleming; 1849－1945; 參見圖三）在1904

年發明了二極真空管（Diode；或稱Valve）。這

個元件是由一放射電子的加熱燈絲與接收電子的

屏極所組成。當屏極加入正電壓便會產生電流，

加入負電壓卻沒有電流產生。二極真空管常見的

應用是整流器，能將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是電

源供應器的必要機制。整流器也被用來當作無線

電訊號的偵測器。弗萊明的這項貢獻被IEEE 譽為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lectronics」。

狄佛洛斯特（Lee de Forest；1873－1961；

參見圖四）研讀了弗萊明的研究成果，在1906

年將二極真空管內加入柵極，發明了三極真空

管（Audion，或稱Triode），可以控制電子的活

動，使其具有放大信號與控制電量的強大功能，

對於長途電話網路有重大影響 [文獻二]。語音在

長途電話線的傳輸過程很快就會衰減，而三極真

空管能將訊號放大，讓語音傳得更遠。三極真空

管也促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無線電廣播電台於1921

年在美國匹茲堡市建立，使無線電通訊迅速的擴

散到世界各地。《由通訊干擾談到日俄戰爭》

文中提到日俄戰爭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及《倫敦時報》（London Times）等媒體

使用狄佛洛斯特的無線電設備發送新聞稿 [文獻

三]。毫無疑問，真空管技術由「二」（二極真空

管）演進到「三」（三極真空管），是電子工業

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弗萊明對於狄佛洛

斯特的三極真空管發明頗不以為然，認為狄佛洛

斯特的想法並無創意，和他的二極真空管太相似

了。於是打了數十年的專利權官司，直到1943年

美國法院才判定狄佛洛斯特勝訴。科學的發明貢

獻仍需法律人來判決，亦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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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
1931）； 圖左是年輕時代的愛迪生。圖右是年老

時代的愛迪生。

圖二：理查森（Owen Richardson；1879－1959）

圖三：弗萊明（John Ambrose Fleming；1849－
1945）；右圖為展覽於中華電信總公司的二極真

空管。

圖四：狄佛洛斯特（Lee de Forest；1873－1961） 
；右圖為展覽於中華電信總公司的三極真空管。



真空管由「二」到「三」的研發途徑很

自然地在半導體重演。德國物理學家布勞恩

（Ferdinand Braun；1850－1918）[文獻四] 在

1898年研發二極體（Crystal Diode）。接續布勞恩

的發明，貝爾實驗室於1945年開始研究半導體版

本的三極體，發明了電晶體（Transistor ），取代

真空管放大器，大幅改善真空管耗電、生熱，且

容易燒壞的缺點，變革了整個電腦及電信技術。

電晶體的發明者是蕭克力（William Shockley；

1 9 1 0－1 9 8 9）、布萊頓（Wa l te r  B rat t a i n；

1902－1987），及巴丁（John Bardeen；1908－

1991）。這三位科學家為了這個重要發明專利

爭執不休，雖然沒有鬧上法庭，卻也刀槍劍戟，

熱鬧非凡。《電晶體的情與仇》一文曾詳述整個

過程 [文獻五] 。其爭執大概和蕭克力的強勢個性

有關。我於2012年11月受邀出席一場由台積電

張忠謀董事長作東的晚宴。餐中閒聊，張董事長

回憶，他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曾旁聽蕭

克力的課程。在課堂上蕭克力霸氣十足，對學生

往往不假顏色，某種程度反映其個性，讓張董事

長印象深刻。不過蕭克力對半導體產業的影響，

是無疑義的，因為半導體技術由「二」演進到

「三」（電晶體），是關鍵的里程碑。

數字「三」不只發生在電話和電子產業的發

展，對人文領域也有神奇效應。在這篇文章的第

一段，我已經以中國詩詞說明了。西洋文學亦有

類似現象，如在英文句子中，如果將欲表達的想

法（Ideas）形成三個群組，往往可以增進其朗

讀的韻律及感性啟發（add rhythm and cadence 

to the sound of the language and add inspiration 

and passion to the message）。例如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參見圖五）就

曾寫出如下名句：「Tell me and I forget. Teach me 

and I remember. Involve me and I learn.」上述寫法

展示了強而有力的修辭學技巧，也增加了感性。

這種在句中放置三個平行子句或片語的方式稱為

三分法（Tricolon），讓文句容易讀也容易記。中

國古稱堯曰宥之三，皋陶曰赦之三，堯和皋陶都

使用了三分法的技巧。另一個Tricolon的有名例子

是日本的三猿（Three wise monkeys；參見圖六

(左)），指三隻分別用雙手遮住眼睛、耳朵與嘴巴

的猴子雕像，代表「不見、不聞、不言」之睿智

的三個祕密（日語曰：「見ざる、聞かざる、言

わざる」）。日本的三猿源自於中國。中國的版

本是四句。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不過Tricolon效應，今日全世

界流行的是前三句。

「三」在宗教上也是神奇數字。中國道教有

三清（參見圖六(右)），即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以及太清（太上老君）三位

大老。我年幼時愛讀《封神榜》，第七十七回是

「老子一氣化三清」，破題曰：「一爇三清勢更

奇，壺中妙法貫須弭；移來一本還生我，運去分

身莫浪疑。誅戳散仙根行淺，完全正果道無私；

須知順逆皆天定，截教門人枉自痴。」敘述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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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圖六：(左)日光東照宮的三猿；(右)道教三清



大戰截教的通天教主，場面熱鬧，我看得津津有

味，樂不可支。老子《道德經》寫著：「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句話頗令

人費解。《易經‧繫辭》認為「一」是指太極

（混沌始能見到端倪之物），「二」是指陰氣與

陽氣，「三」是指陰陽沖和（調和）之氣。依我

淺見，此句最難懂之處是「道」如何生「一」，

由無到有，屬於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論（Big Bang 

Theory），應由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 

b. 1942；參見圖七）來解說，我不宜亂開黃腔，

以免不知所云。而「三生萬物」則很明白指出，

「三」這個數字是擴大至萬物的關鍵。

佛教則有「三寶」，是教法和證法的核心。

三寶指佛寶（Buddha; 釋迦牟尼佛等諸佛；參見

圖八）、法寶（Dharma；佛的一切教法，包括

三藏十二部經及八萬四千法門；參見圖九），以

及僧寶（Sangha；出家的沙門）[附註一]。而皈

依三寶是信仰佛教和成為佛教徒的前提。在《紅

樓夢》第九十一回有一段賈寶玉和林黛玉打情罵

俏的對話。林黛玉聽了賈寶玉愛情誓言，半信半

疑，忍不住說：「佛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

意思是「你不可以說謊話哄我」。賈寶玉則掏心

掏肺的說：「有如三寶。」意思是「我以佛教三

寶之名起誓，絕對真心」。中國偉大的航海家鄭

和（1371－1433）被稱為「三寶太監」。有人問

我，鄭和是否和佛教三寶有關。我猜是無關。鄭

和原姓馬名和，是伊斯蘭教徒。小名三寶，才被

稱為三寶太監。不過鄭和也尊崇佛教和道教。

2013年5月28日，我到元智大學的六館開

會，在一樓大廳看到三尊坐佛（圖十及圖十一

(左)），又是奇妙的「三」。這三尊佛像都是「遊

戲坐姿」。佛像有一定的坐法，不可隨便亂擺。

最常見的是盤腿而坐，雙足心向上的「雙盤」，

稱之為「結跏趺坐」，相傳是釋迦牟尼在菩提樹

下悟道時的坐式。當佛在說法、禪定，或者降魔

時，都採用結跏趺坐。遊戲坐姿則是一腿曲盤，

另一腿下垂座前，呈半跏坐。藝術家在創作佛像

的姿勢（尤其是觀世音菩薩），常見到右手垂於

曲起的右膝上，左手支撐於座，左腳自然垂下，

成為意態閑適優雅的遊戲坐姿。右手覆右膝，指

頭觸地，表示降伏魔眾。釋迦修行成道時，不斷

有魔王來擾亂清修。釋迦以右手指觸地，令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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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b. 1942）

圖八：佛寶（Buddha）：2012年12月28日我和佛

光山上的木雕八百羅漢合影。

圖九：法寶（Dharma）：保存在佛光山上的梵文

貝葉經。貝多羅，梵語 pattra 之音譯，乃供書寫

資料、經文之樹葉，略稱貝多、貝葉。紙尚未發

明以前，古印度以此作為紙類之代用品。現今南

傳佛教地區亦有用貝多羅寫書者。Pattra這種植物

之學名為 Laurus oassia，然亦指一般植物之葉，

或書寫用之樹葉。其中，最適於書寫者，為多羅

樹（tāla）之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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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證，他已經修成佛道，終使魔王懼伏，因此稱

為降魔印。又因以手指觸地，所以又稱觸地印。

我多次畫佛像，很注意佛像擺出手的姿勢。不過

我的佛學修養甚差，從來沒有搞懂佛像手印的意

義。圖十及圖十一(左)中的三坐佛都是左手覆左

膝，而右手舉起，這算是左撇子的降魔印？我注

意到，建於445－534年北魏時期的敦煌莫259窟，

其西壁中心塔柱裡的佛像也是左手覆左膝的遊戲

坐姿。當天我問元智大學的老師們這三座坐佛的

典故，無人知，我猜張進福校長大概也不知緣由

吧？元智大學的六館擺設了很多佛像，我挑了一

個喜歡的造型，臨摹如圖十一(右)所示。

基督教神學術語也有「三」這個神奇的數

字，亦即Trinitas（三位一體）。這個名詞並未

出現在《新約聖經》，而是間接出現於一些聖經

經文。例如《馬太福音》28：19：「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這個經文隱含三位一體的思

想，主張聖父、聖子、聖神為同一本體（本性）

的三個不同位格。抽象的說，三位格為同一本

質，三個位格為同一屬性。通俗地說，僅有獨一

的天主；聖父完全是天主，聖子完全是天主，

聖神完全是天主。不過並非所有基督徒都同意

「三位一體」，常為此爭議不休。很多教堂以三

位一體命名；例如2012年8月，我就曾造訪波士

頓著名的Trinity Church（參見圖十二(左)）。電

影《Matrix》的女主角取名Trinity（參見圖十二

(右)），在劇情中亦影射了三位一體，我在《電

影．電話．戲劇人生》一文中已有闡述  [文獻

六]。

伊斯蘭穆斯林也有「三大使命」，以三種

活動宣傳伊斯蘭和維護正道。這三件事是：「達

瓦」（Dawa），「吉哈德」（Al Jihad）和勸善

戒惡。「達瓦」是阿拉伯語 「宣教」的意思，穆

斯林有勸化眾人的使命。《古蘭經》（16：125）

說：「你應憑智慧和善言而勸人遵循主道，你應

當以優美的態度與人辯論，你的主的確知道誰是

背離他的正道的，他的確知道誰是遵循他的正道

的。」

「吉哈德」是阿拉伯語「努力、奮鬥」的意

圖十一：元智大學的三坐佛 (左)坐佛三；(右)我模

仿畫元智大學之佛像。

圖十：元智大學的三坐佛 (左)坐佛一；(右)坐佛二

圖十二：(左) 2012年 8月我造訪波士頓的Trinity 
Church；(右) 電影《Matrix》的女主角Tr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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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要穆斯林盡心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做好一

件事。歐美人士把「吉哈德」翻譯為「聖戰」，

並不正確。《古蘭經》（16：90）記載：安拉命

令人們在世界上要「公平、行善、施濟親戚，並

禁人淫亂、作惡事、霸道。」伊斯蘭的根本精神

是主張和平，反對製造混亂，因此作惡者是要受

到懲罰的。吉哈德可以引申為「為安拉之道而奮

鬥」。為伊斯蘭的宣傳和發展事業慷慨解囊，熱

心贊助等，凡是為主道盡力奉獻者，所有的善行

都是吉哈德的行為。

勸善戒惡的使命堅持一個原則：不要對錯誤

讓步。假如你的朋友邀請你喝酒，引導你觀看淫

穢的事物，你應當場明確表態，堅決拒絕，沒有

商量的餘地，因為那是錯誤的行為。我於2012年

3月底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和遊牧民族交往，喝駱

駝奶（參見圖十三(左)）。我也拜見穆斯林宣道者

（參見圖十三(右)），聆聽穆斯林的三大使命，對

於其真誠，深為感動。

在神話中提到女神，也常常以三為群組。

在《科技人的宗教信仰》文中我提到希臘神話

的《命運三女神》[文獻七]。北歐也有命運三女

神。莎士比亞在其名劇《Macbeth》（馬克白）

提及，命運三女神（The Weird Sisters；參見圖

十四(左)）在「可怕的石南叢上」[附註二]。莎士

比亞的命運女神源自於北歐神話中的諾恩三女神

（Nornir；參見圖十四(右)），傳說是時間巨人諾

爾維（Norvi）的女兒，因此這三位女神掌管的

工作和時間有關。大女兒烏爾德（Urðr；Wyrd）

司掌「過去」，二女兒薇兒丹蒂（Verðandi 或

Ve r d a n d i）司掌「現在」，小女兒斯庫爾德

（Skuld）司掌「未來」。換言之，這三姊妹是

「支配命運的姊妹」（Weird Sisters），掌握了人

類以及諸神的命運，主要任務是織造命運之網。

Weird是日耳曼語中「命運（Wyrd）」的字源。

而Nornir則是Norn的複數，由Twine這個字演化而

來。Twine是麻線，用來織造命運之網。諾恩三女

神的出現，代表諸神的好日子過完了，必須臣服

在女神們的命運之網，不再能隨心所欲。

古冰島神話《Snorri's Edda》（新埃達）稱

烏爾德為「高貴之人」，薇兒丹蒂被稱作「同樣

高貴的人」，斯庫爾德則被稱為「第三高貴的

人」。烏爾德是短髮、薇兒丹蒂是長髮、斯庫爾

德則綁著髮辮。在古老的圖畫中，手持天秤的諾

恩三女神，是公平與正義的化身。不同於希臘靠

近地中海的的歡樂，北歐是冰天雪地之處，傾向

描述世界的悲觀面。因此北歐神話中的人物都相

當刻苦，其神祇會老會死，並不完美。於是乎圖

十四(右)中的諾恩三女神皆是一副苦瓜臉，而且衣

服顯得破舊，形象陰沉。

我嘗試以另一手法呈現諾恩三女神。我先

畫了長髮的薇兒丹蒂，如圖十五所示。薇兒丹蒂

可以掌握現在，因此面帶笑容，不斷的編織麻

線，很活潑的將麻線纏在身上，進行正在發生

的「歷史」。圖十六(左)是短髮的烏爾德（Urðr; 

Wyrd），地上一堆麻線，到處糾結，剪不斷理

還亂，代表無法改變的過去，令她張口無奈。圖

圖十三：(左) 我喝駱駝奶；(右)拜見穆斯林宣道

者，獲贈《古蘭經》。

圖十四： (左 )《Macbeth》劇中的命運三女神

（The Weird Sisters）；(右) 諾恩三女神（Nor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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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右)是斯庫爾德。在這張畫，我只為她留下

一束髮辮，將其他的髮辮解開，散在胸前，以免

裸露上半身。她靜坐沉思，考慮如何創造未來。

2013年我擔任交通大學通識委員會主委，將薇兒

丹蒂畫像裱掛在主委辦公室，希望交大的通識課

程能引領學生掌握現在。

《計算機模擬》文中提到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 －1870） [文獻八]。

他受到命運三女神的啟發，在《小氣財神》（A 

Christmas Carol）這本小說塑造出過去、現在，以

及未來三精靈。赫塞（Hermann Hesse；1877－

1962；參見圖十七）則在他1922年出版的小說

《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否定了過去、現

在，以及未來的時間觀念。書中的男主角悉達多

（Siddhartha；亦即釋迦牟尼；參見圖十八）領

悟，時間之河，沒有過去，沒有未來，一切皆

真，只有現在。小說寫道：

They have heard its voice and listened to it, and 

the river has become holy to them, as it has to me. 

"Have you also learned that secret from the river;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ime?" That the river is 

everywhere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source and at the 

mouth, at the waterfall, at the ferry, at the current, in 

the ocean and in the mountains, everywhere and that 

the present only exists for it, not the shadow of the 

past nor the shadow of the future."

我們再回到希臘神話。希臘神話中除了命

運女神外，還有不少以三為群組的女神，如復仇

女神。這些女神面目猙獰，一點都不可愛，因

此我不想在此敘述。比較讓人感覺歡愉的是惠

圖十五：(左)薇兒丹蒂（Verðandi或Verdandi）；

初稿；(右)完成圖

圖十六：(左) 烏爾德（Urðr；Wyrd）；(右) 斯庫

爾德（Skuld）

圖十七：赫塞（Hermann Hesse；1877－1962）

圖十八：(左) 悉達多（Siddhartha）；這是泰國的

金佛，和中土不同之處在於其頭頂都帶了金冠，

代表悉達多曾為王子；(右)悉達多悟道剃髮像

（拍攝於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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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三女神或卡里忒斯（The Graces/Kharites）。

這三位女神是光輝女神（阿格萊雅；Aglaia）、

歡樂女神（歐佛洛緒涅；Euphrosyne），以及激

勵女神（塔利亞；Thalia）。她們最初的形象與

其他希臘女神一樣，著白色長裙，但在後世的

藝術作品中，她們皆以裸體示人。例如拉斐爾

（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 or Raphael；1483－

1520）的作品《Drei Grazien》、魯本斯 （Peter 

Paul Rubens）的《The Three Graces》、阿善

（Hans von Aachen）的《The Three Gracesr》，以

及勒尼奧（Jean-Baptiste Regnault）的《Les Trois 

Grâces》，他們畫中的三女神都是裸體。在波提

且利（Sandro Botticelli）的作品《Frühling》，

畫中的三女神身披透明薄紗，裸體清晰可見。圖

十九(左)是魯本斯作品，畫中女神的贅肉似乎不

少。圖十九(右)是波提且利作品。他畫的女性十分

優雅，但身材的比例卻失真，我在《傳真機》一

文曾經評論過[文獻九]。

神話中的惠美女神反映出希臘人所追求的

浪漫生活。希臘人認為宴歡、消費，以及放浪的

生活都是上天的「恩賜」，因此人際社交關係建

立在贈禮（Charistomai）和回饋之上，而這種價

值觀則被人格化，以惠美女神的姿態呈現於神話

故事中。她們是生命帶給人的歡愉，同時代表遊

戲，以及所有非理性的行為，包括婚外性行為。

然而，她們亦非如脫韁野馬般的放蕩，而是被太

陽神阿波羅（Apollo；參見圖二十(左)）的齊特拉

琴（Kithara；參見圖二十(右)）控制，以規律的節

奏和步伐進行舞蹈，不至於常常脫序。

2012年11月，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

中心主任陳銘憲兄希望我畫幾張畫送給該中心。

我苦思數日後決定畫惠美三女神。前述藝術大師

們的畫法，三個女神的同質性甚高，三個人互相

擁抱或牽手，如圖十九所示，難以區分。我則希

望畫出三位不同的女神，如圖二十一，二十三，

及圖二十四(右)所示。圖二十一是光輝女神阿格

萊雅，在這幅畫我想傳達的意象是少女面向太

陽，接受陽光。阿格萊雅吸收陽光後，再將光輝

散佈給世人。我對光輝女神特別感到親切。我小

時候常在台中市政府短牆外玩耍。短牆旁長滿一

種常綠灌木，夏、秋季開了黃白色的花朵，花冠

很小，氣味淡雅芳香。灌木嫩枝上覆蓋有奇數羽

狀複葉，葉有光澤，總葉柄有翼。我們稱這種小

喬木為「樹蘭」，原產於中國。因為樹蘭是喜光

植物，迎向光輝，因此學名為阿格萊雅（Aglaia 

odorata Lour）。深深烙在我腦海的是樹蘭低矮

的樹叢，因此在畫阿格萊雅時，讓她端坐在自己

腿上。2012年12月我到新竹北埔的綠世界生態農

場，又和阿格萊雅（樹蘭）相逢，不勝驚喜（參

見圖二十二）。

圖十九：惠美三女神：(左) 魯本斯作品； (右) 波
提且利作品

圖二十：(左) 太陽神阿波羅（Apollo） ；(右) 
巴西1948年發行的郵票，中間的希臘繆斯Erato 
（Love Poetry）正在彈齊特拉琴（Kit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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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是激勵女神塔利亞，她面帶睥睨

表情，希望能激勵消沉的人們振作。塔利亞也以

這種的睥睨眼神面對天后赫拉（Hera；天王宙斯

的老婆；參見圖二十四(左)），在萊爾頓（Rick 

Riordan）的小說《The Lost Hero》有一段對話。

赫拉不爽塔利亞對她不夠謙卑，警告說：「Ohh, 

Thalia Grace, when I get out of here, you'll be sorry 

you were ever born.」塔利亞回嗆赫拉：「Save 

it! You've been nothing but a curse to every child of 

Zeus for ages.」天后赫拉以仲裁者自居，常要管東

管西，看到她老公和小三生的小孩，更是不留情

地下手修理。受到赫拉幫助的傑森（Jason），有

一次也忍不住提醒赫拉不要濫殺其他的女神：「I 

hate to tell you this, but I think your leopard just ate a 

goddess. 」傑森是金羊毛（The Golden Fleece）神

話的男主角，我曾在《科技人的宗教信仰》文中

提及[文獻十]。

圖二十四(右)是歡樂女神歐佛洛緒涅。她非

理性的行為不斷在後世被重複實踐並合理化。例

如納粹德國的重要政治頭目，被稱為有史以來最

大的劊子手希姆萊（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

1900－1945），養了好幾個小三。為了將非理性

行為正當化，他創立了「生命之源」計畫，倡導

「強壯的黨衛軍“種牛＂應該幫助喜歡生育的德

國姑娘，為“元首＂生孩子」，讓他個人及他的

黨衛軍手下（Die Waffen Schutzstaffel）合法的和

圖二十一：光輝女神阿格萊雅（Aglaia）；(左)初
稿；(右)完成圖

圖二十二：在新竹北埔的綠世界生態農場和阿格

萊雅（樹蘭）相逢。

圖二十三：激勵女神塔利亞（Thalia） ；(左)初
稿；(右)完成圖

圖二十四：(左) 天后赫拉（Hera） ； (右) 歡樂女

神歐佛洛緒涅（Euphros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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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女性敦倫。1939年，他的黨衛軍被派到波蘭

作戰，他藉口擔心優異的黨衛軍戰死，德國會損

失菁英，要求貫徹「生殖令」，黨衛軍無論在婚

姻內或婚外情（美名為「第二婚姻」）生小孩，

和殲滅敵人一樣重要。希姆萊假愛國之名，行私

慾之實。俄國也有類似希姆萊的行為（雖然理由

不同）。俄國史料顯示，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

共產黨曾宣布，十五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

「性公有化」，革命者要行使此權利可向革命機

關申請許可證。布爾什維克憑證可以「公有化」

十個姑娘。這種「共產共妻」的思想，也呈現出

歡樂女神歐佛洛緒涅非理性的精神。

我畫的歐佛洛緒涅，其實表情並不快樂，因

為她的手腳都被蔓藤綑綁住了。我將阿波羅無形

的齊特拉琴聲化為蔓藤，限制歡樂女神做出逾矩

的行為。為了維持一貫的繪畫風格，我將環繞諾

恩三女神的麻線和環繞惠美三女神的無形琴聲皆

以纖細的蔓藤表現。彌爾頓（John Milton；1608 

－1674；參見圖二十五）在164 5年寫了一首詩

《L'Allegro》，第一句就提到歐佛洛緒涅：

In Heav'n yclept Euphrosyne,

And by men, heart-easing Mirth,

Whom lovely Venus at a birth

With two sister Graces more

To ivy-crowned Bacchus bore（lines 13－16）

這是一首充滿嬉戲的詩，在十八世紀相當流

行，常被其他詩人所模仿。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參見《電信博物館》[文獻十一])還特

別為這首詩繪了插畫，當中歐佛洛緒涅自然是插

畫的主要人物。

我過去寫的文章也多次提到「三」這個神奇

數目。《由電玩廣告的「物化女性」談起》提到

「歐洲的三大詩人」，亦即文藝復興時期的開拓

人物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英

國文壇巨星莎士比亞，以及浪漫主義時期的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

[文獻十二]。《雅典學派（La scuola di Atene）》

一文敘述了「文藝復興（R i n a s c i m e n t o）三

傑」，包括拉斐爾、達文西（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1452－1519），和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

1475－1564） [文獻十三 ]。忍者龜（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電影也以文藝復興三傑來

命名片中的三隻烏龜。《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

提到特洛伊戰爭（Trojan War）[文獻十四] ，也

和「三」這個數字扯上關係。這場戰爭是「金蘋

果」（Golden Apple）事件所造成。話說天神宙

斯（Zeus）撮合了英雄佩琉斯（Peleus）與女神

忒提斯（Thetis）的婚事，並為他們舉行盛大婚

宴，但只邀請了較高等級的神祇。結果管轄糾紛

的女神厄里斯（Eris）未被邀請。厄里斯非常不

爽，不請自來，一言不發，在宴席上留下一顆黃

金蘋果，上面刻著「Kallisti」（獻給最美麗的女

神）。神奇數字「三」在故事中出現了，在場三

位自認為美艷的女神搶著要這顆蘋果。

三女神是維納斯（ V e n u s ）、雅典娜

（Athena），以及赫拉。其實我們依照常識，

都知道維納斯該得到這顆金蘋果。雅典娜是女

戰神，身材壯碩（或者禮貌上應該說她身材健

圖二十五：彌爾頓（John Milton；1608 －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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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哪能和愛神維納斯的曼妙曲線相比。赫

拉是天后，乃宙斯的老婆，徐娘半老（參見圖

二十四(左)），就差得更遠了。但是女戰神和天

后要選美，誰敢得罪她們，說她們不漂亮？三女

神要求宙斯評判誰可以獲得金蘋果。宙斯能當上

天王，自然不是傻瓜，哪會淌這場渾水。於是相

當滑頭的說，這場選美，應該由特洛伊城的凡人

王子帕里斯（Paris）當裁判。帕里斯這小子色瞇

瞇的，趁機會吃三位女神的豆腐，要她們寬衣解

帶，裸體讓他評審（參見圖二十六）。於是乎帕

里斯眼睛大吃冰淇淋後，選出維納斯為最美麗的

女神。

赫拉對於落選的結果，雖然不滿意，勉強可

以接受。雅典娜則很不高興，興風作浪，導致特

洛伊城屠殺毀滅的下場。《希臘神話與中華電信

的春之饗宴：羅浮宮珍藏展》文中提到，在特洛

伊城攻防戰時，雅典娜和維納斯也大打出手 [文

獻十五]。當諸神和凡人大戰特戰時，厄里斯則

在一旁看好戲。我特別畫了厄里斯，如圖二十七

所示。我心目中的厄里斯斜眼瞄人，似乎在說：

「你們敢瞧不起我，我就略施小技，用手中蘋

果，將你們耍得團團轉。」

還有一個和「三」相關的希臘神話，關於

人生的三個階段（3 Stages of Age）。話說愛當

仲裁者的天后赫拉對於特拜城（Thebes）相當討

厭；據考證，赫拉尤其看不慣底比斯∕特拜城國

王珀羅普斯（Pelops），因為他行為不檢，老是

搞狗皮倒灶之事，例如同性戀。於是乎赫拉派出

人面獅身的斯芬克司（Sphinx；參見圖二十八）

坐在特拜城附近的懸崖上，攔住過往的路人，用

繆斯所傳授的謎語問他們，猜不中就將之吃掉。

這個謎語是：「什麼動物早晨用四條腿走路，中

午用兩條腿走路，晚上用三條腿走路？（What 

goes on four legs in the morning, on two legs at noon, 

and on three legs in the evening？）」伊底帕斯

（Oedipus）猜出謎底是「人」。謎題遭破解，

斯芬克司跳崖而死。特拜城居民感謝伊底帕斯，

將寡居的皇后賞給他（這種獎勵方式實在很奇

怪）。伊底帕斯是悲劇性人物，他是特拜城國王

珀羅普斯的兒子，一出生就被丟棄在荒郊野外。

他長大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死了自己的父親

並娶了自己的母親。

搞資訊安全的人對Sphinx這個字應該都熟

悉，因為她常被用來命名通關密碼（Password）

的系統。斯芬克司長著人面，象徵智慧和知識。

在歐洲文藝復興年代，斯芬克司常出現於裝飾

藝術，尤其是皇家的墓葬和宗教廟宇等建築。

我將斯芬克司畫成長了尾巴的妙齡女子，這是

受到Oscar Wilde的詩的影響。詩中有一句：「A 

圖二十六：金蘋果選美

圖二十七：掌管糾紛的女神厄里斯（Eris）；(左)
草稿；(右)完成圖；厄里斯手中拿著引起糾紛的

蘋果。由於我只有紅色畫筆，因此畫出紅蘋果，

而非金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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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and silent Sphinx has watched me through 

the shifting gloom.」其實在希臘神話，斯芬克司除

了長了尾巴，還有一對翅膀（參見圖二十九）。

我畫的斯芬克司偏向沒有翅膀的埃及版本（圖

三十）。

「三」這個數字，也被用來形容「神奇」動

物的特徵。例如一般的蟾蜍是四支腳，而三腳蟾

蜍被視為招財的吉祥物。《景氣與財神》提到劉

海蟾騎三腳蟾蜍來散財 [文獻十六]。1977年沃斯

（Carl Woese；1928－2012）依據16S rRNA序列上

的差別，提出三域系統（Three-domain system）

的生物分類，分別為細菌域（Bacteria）、古菌域

（Archaea）和真核域（Eukarya）。在自然界，

「三」的生物特徵，也時時可見。例如貓頭鷹有

三層眼皮，一層用來眨眼，一層用來睡覺，最後

一層用來清潔眼睛，保持健康。貓頭鷹還有神奇

的第三前趾。一般鳥類有四支腳趾，三支腳趾朝

前，一支向後，稱為Anisodactyly。貓頭鷹飛行時

腳趾是三前一後，而棲息或抓著獵物時，第三前

趾（外前趾）會轉而面向後方，稱為Syndactyly

（參見圖三十一(左)）。貓頭鷹神奇第三前趾的

關節特殊，可以靈活旋轉。擁有上述「三」的

生物特徵的貓頭鷹，被西方視為智慧的象徵。

希臘神話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特別喜

愛貓頭鷹。唯心主義者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說：「The owl of 

Minerva spreads its wings only with the falling of the 

dusk」，這是以貓頭鷹形容，一個歷史的狀況（A 

historical condition）只能在它結束後才能進行哲

學性的理解。黑格爾提到的Minerva（蜜涅芙）是

羅馬版本的雅典娜 [文獻十五]。貓頭鷹的確是聰

明有趣的動物。女兒Denise實習的動物醫院有一

隻受傷的單眼貓頭鷹，名叫Percy。這隻貓頭鷹常

停在人的頭上（參見圖三十一(中)）。打電腦時，

Percy也會站在筆記型電腦的鍵盤上幫忙敲鍵（參

見圖三十一(右)），十足的聰明相。

我最後談一位人物來結束本文。李白（701－

762；參見圖三十二）和「三」這個數字也很有

緣。大家都讀過他的詩《月下獨酌》，當中名

句「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將「一」化為

圖二十八：我畫的斯芬克司（Sphinx）； (左) 斯
芬克司坐懸崖上等待路人；(右) 路人經過時，斯

芬克司擺出向前撲的動作問話。

圖二十九：(左)古希臘陶盤描繪的伊底帕斯及斯

芬克司；(右)我模仿畫莫羅（Gustave Moreau； 
1826－1898）的作品《Oedipus and the Sphinx》

圖三十：埃及的斯芬克司（Great Sphinx of G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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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很有想像力，和「老子一氣化三清」有

異曲同工之妙。李白為「唐詩三大家」之首，號

稱詩仙。另外兩位是詩聖杜甫（712－770）和詩

佛王維（701－761）。李白和王維同年出生，

更湊巧是情敵，都和唐代豪放女玉真公主李持盈

（690－760；參見圖三十三(左)）有過親密的關

係，因此他們的作品絕對不提及對方。杜甫年紀

太小，大概沒機會加入爭風吃醋的戰局。杜甫和

李白都是喝酒過量而醉死（杜甫除了喝酒外還吃

了一堆牛肉，一夕而亡）。

李白也是唐朝詩、劍、書三絕之一。三絕是

詩仙李白的詩歌、劍聖裴旻的劍術，以及草聖張

旭（658－747）的草書。裴旻的劍術出神入化，

《獨異志》記載裴旻：「擲劍入雲，高數十丈，

若電光下射，漫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入，觀

者千百人，無不涼惊栗。」張旭的狂草是藝術珍

品（參見圖三十三(右)）。相傳他的狂草筆勢來

自觀看別人打鬥及練劍時的姿態而得到靈感。他

的《自言帖》如此寫著：「醉顛嘗自言...擔夫爭

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及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

神。」

李白也是劍術高手。為了學劍術，拜劍聖

裴旻為師。李白在他的履歷表上寫著：「十五好

劍術，…三十成文章。」強調自少年時就開始學

劍。他年輕時脾氣火爆，曾在一次鬥雞場合，大

發神威，「托身白刃裡，殺人紅塵中」，在鬧市

拿刀砍人，一連手刃了幾個潑皮。李白也收了一

位殺手徒弟，叫武諤，排行十七。他寫詩《贈武

十七諤》：「門人武諤，深于義者也。質本沉

悍，慕要離之風，潛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

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

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李白、

裴旻，以及武諤也可以稱為大唐三劍客。

李白也是「詞家三李」之首。另外兩位是李

煜和李清照。李煜（937－978）被稱為詞中之

聖、詞中之帝。他是很糟糕的皇帝，國家被宋朝

滅了，太太小周后（950－978；參見圖三十四

(左 )）又被宋太宗趙光義（939－997；參見圖

三十四(右)）多次欺負。宋人畫《熙陵幸小周后

圖》，當中的宋太宗像頭豬，面黔色而體肥。周

圖三十一：(左)我畫單眼貓頭鷹Percy，站立時腳

趾是二前二後；(中) Percy站在Denise頭上；(右) 
Percy站在筆記型電腦的鍵盤上幫忙敲鍵。

圖三十二：李白(701－762)

圖三十三：(左)穿著唐朝露胸衫的玉真公主（我

的模擬畫）； (右) 張旭的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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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則是肢體纖弱，被幾個宮人抱著，作蹙額不勝

之狀。元人馮海粟就在圖上題詩：「江南剩得李

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禦園

紅紫滿龍堆。」李煜深深體會當亡國降臣的屈

辱，寫了「故國不堪回首」、「一江春水向東

流」。宋太宗正好抓住這個小辮子，興起文字

獄，說李煜心懷故國，將他毒殺。小周后悲痛欲

絕，不久也隨之而死。宋朝的太祖、太宗都是色

中餓鬼，兄弟如出一轍，專門欺負降臣的老婆。

宋太祖趙匡胤滅蜀，毒死蜀主孟昶，納孟昶夫人

花蕊夫人（？－976）為妃。夫人思夫，擬報仇，

後謀害不成，面斥匡胤，自盡而死（也有人說宋

太宗也想染指花蕊夫人不成，將她射殺）。李煜

的文學境界很高，但當皇帝不及格。

李清照（1084－1155；參見圖三十五）被

譽為閨秀詞人第一，但她的下場也不好。在中國

古代，女子得依附男人，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

狗。李清照20歲時的第一段婚姻非常圓滿，寫了

許多艷詞，例如《醜奴兒》寫著：「晚來一陣風

兼雨，洗盡炎光。理罷笙簧，卻對菱花淡淡粧。

絳綃縷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

廚枕簟涼。」這首詞風情無限，描述女子在夏夜

撩撥情郎。當中「絳綃縷薄冰肌瑩，雪膩酥香」

的描述，相當於現代的透明性感內衣，說法比今

日內衣廣告要高明多了。李清照45歲時（1129

年）丈夫亡故，又逢戰亂，北宋滅亡南遷，晚境

淒涼。1132年（紹興二年）至杭州，再嫁張汝

舟，婚姻並不幸福。數月後先生拳腳相加，令她

忍無可忍，便要求離異。李清照應該是南宋第一

位提出離婚訴訟的女性，成為當時很大的社會新

聞。依據宋朝的法令，男人有「七出之條」可

用，很容易就休妻。女性提出離婚，只有一途，

必須出面指控先生貪贓枉法。告成了，女性可離

婚，但也得入獄兩年（依照宋律，女人告丈夫，

無論對錯，都要坐牢兩年）。李清照告官成功，

離了婚，也被抓去關。當時社會輿論同情她，關

九天就放出來。我注意到這段期間李清照常用頭

髮來表達無奈的心情，例如：「病裏梳妝恨髮

長」、「於今憔悴，風鬟霜鬢」、「風住塵香花

已盡，日晚倦梳頭」。

比起李煜和李清照，李白的結局好很多了。

李白為「唐詩三大家」、「詩劍書三絕」、「詞

家三李」之首，由上述事跡，李白和神奇的數字

「三」相當有緣分。

[附註一] 在敘述佛教三寶時，我正在訪問佛

光山的佛陀紀念館。2012年12月29日凌晨，獨

自漫步於佛光山，看不到白天成千上萬遊客的擁

擠，廣場化為永恆的寂靜。明月低垂，似乎和佛

陀紀念館的坐佛平行同等高度（如圖三十六(上)所

示）。早上六點，微曦之時，我素描了坐佛，如

圖三十四：(左) 小周后（950－978）；(右)宋太宗

趙光義（939－997）

圖三十五：我模擬畫李清照（1084－1155）； 
(左) 年輕時； (右) 中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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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六(下)所示。坐佛右手比蓮花指、左手結接

引印。「佛光大佛」加上佛陀紀念館基座高度共

108公尺，相當於36層樓高，是世界最高坐佛像。

當日我有幸在此下榻。

圖三十七 (上 )為佛陀紀念館的全景圖，圖

三十七(下)是由坐佛視線往下看的景觀。由佛陀紀

念館的全景圖觀之，整個設計是對稱的。此館是

在紀念佛陀這位印度人，讓我聯想到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泰姬瑪哈陵的設計也是左右完全

對稱（參見圖三十八(左)），是印度蒙兀兒王朝第

五代皇帝沙迦罕為了紀念已故皇后瑪哈（Mumtaz 

Mahal；1593－1631；參見圖三十八(右)）而興建

的陵墓，竣工於1654年。瑪哈臨終前向皇上提出

了三個遺願，其中第三項就是為她建造一座美麗

陵墓。「三」這個數字實在神奇，我們許願時，

都是三個願望。泰姬瑪哈陵在建築美學上，最特

別的是完全對稱的設計。相對於主殿中軸線的距

離相等之處，必存在數量、尺寸及樣式完全對稱

之雕飾。其中軸線貫穿園區各門、水池及道路。

[ 附 註 二 ]  我 高 中 時 讀 莎 士 比 亞 名 劇

《Macbeth》（馬克白），內容大部分忘光了。

最近因緣際會，又讀了一次，找到命運三姊妹的

典故。重讀《馬克白》的原因是，想藉以比較吳

興國（b. 1953）的作品《慾望城國》（參見圖

三十九(左)）。《慾望城國》改編自《馬克白》，

多次受邀於各大國際藝術節與重要劇院演出。吳

興國曾受到英國《泰晤士報》褒揚：「他使我們

想起英國著名演員勞倫斯．奧立佛」。日本讀賣

新聞也曾讚賞他：「作品深厚有力，吳興國演出

層次豐富，技巧高超」。2012年我擔任「東元

獎」的評審，而吳興國則是當年的獲獎者。在

頒獎的晚宴，我坐在吳興國旁邊，談了一些戲

圖三十六：佛光山的佛陀紀念館上方矗坐著「佛

光大佛」。

圖三十七：佛陀紀念館的全景圖

圖三十八(左)：泰姬瑪哈陵的紀念盤子，是印

度的教授Nikhil  Pal贈送我的禮物；  (右)瑪哈

（Mumtaz Mahal; 1593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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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方面的話題。我們談到美國戲劇導演威爾森

（Robert Wilson； b. 1941；參見圖三十九(右)）的

作品，包括2009年在台灣演出的《歐蘭朵》，以

及2010年台灣國際藝術節的《鄭和1433》。威爾

森固然是大師，我卻不覺得這兩部作品是他的上

乘傑作。趁此機會請教行家吳興國的意見，他好

像也不太推薦。

圖四十(左)是吳興國接受李遠哲院士的頒獎，

左邊是吳興國太太林秀偉。東元獎的頒獎都是夫

婦一起上台。李遠哲先將獎金袋頒給太太，再將

獎座頒給先生。2005年我獲頒東元獎時，還鬧過

和李遠哲搶獎金袋的笑話（參見《台灣電信領域

的研究獎項》[文獻十七] ）。後來學乖了，2007

年我獲頒有庠科技講座，當徐旭東董事長（參見

圖四十(右)）發獎金袋給我時，我趕緊雙手奉給林

太太。徐旭東看了大為驚訝，說我是標準丈夫，

其實我是在東元獎頒獎時接受過教訓的。

[文獻一]《直流電大戰交流電》，《閃文集II》第

313頁

[文獻二]《電話的故事》，《閃文集II》第271頁

[文獻三]《由通訊干擾談到日俄戰爭》，《NCP簡

訊》2012年9月

[文獻四]《貓與網路通訊》，《閃文集III》第236

頁

[文獻五]《電晶體的情與仇》，《閃文集II》第134

頁

[文獻六]《電影．電話．戲劇人生》，《閃文集

II》第197頁

[文獻七]《科技人的宗教信仰》，《閃文集II》第

235頁

[文獻八]《計算機模擬》，《閃文集II》第151頁

[文獻九]《傳真機》，《閃文集III》第50頁

[文獻十]《科技人的宗教信仰》，《閃文集II》第

238頁

[文獻十一]《電信博物館》，《閃文集II》第208頁

[文獻十二]《由電玩廣告的「物化女性」談起》，

《閃文集II》第98頁

[文獻十三]《雅典學派》，《NCP簡訊》2012年3

月

[文獻十四]《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閃文集

II》第151頁

[文獻十五]《希臘神話與中華電信的春之饗宴：羅

浮宮珍藏展》，《NCP簡訊》2012年3

月

[文獻十六]《景氣與財神》，《閃文集》第279頁

[文獻十七]《台灣電信領域的研究獎項》，《閃文

集》第146頁

圖三十九：  (左 )吳興國的劇照；  (右 )威爾森

（Robert Wilson； b. 1941）

圖四十： (左)由左至右為林秀偉、李遠哲，以及

吳興國； (右) 我於2007年獲頒有庠科技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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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簡訊的聯想：速記法

助秋風雨來何速．從今有雨君須記

行動電信系統最早的數據服務是簡訊（Short 

Message）。經由手持終端發送簡訊，無法長

篇大論，因此常會出現縮寫與偏離常規的文字

（參見《電信編碼》[文獻一]）。英國《衛報》

（Guardian）曾有評論：「簡訊是索然無味、單

調、糟糕透頂的速記法，掩蓋閱讀困難、拼音爛

和懶得用大腦等毛病。」以上說法暗示簡訊會造

成書寫能力的滅絕。我則認為上述說法不正確。

客觀而言，簡訊是科技逐步演化所產生的交流方

式。

簡訊的速記以鍵盤輸入，和早期手寫速記

（shorthand或stenography）並不相同。基本而

言，速記可看成幫助快速記憶的工具。「記憶」

在希臘神話佔有一席之地，有所謂的「記憶女

神」繆妮摩西妮（Mnemosyne；參見圖一）。希

臘神祇中的大哥大宙斯化身為牧羊人，和繆妮摩

西妮敦倫九天九夜，生下九位專司文藝的謬斯女

神（Muses）。可見「記憶」為文藝的根源，而

希臘人重視速記，也不足為奇了。

最早使用手寫速記的名人是為蘇格拉底寫

傳記的希臘人色諾芬（Xenophon；前427－前

355；參見圖二(左)）。色諾芬的生平極為有趣，

約三十多歲時加入波斯帝國僱傭軍，卻發現長官

陰謀推翻波斯國王，想要自立為王。幾場大戰，

造反的長官被擊斃，群龍無首的僱傭軍推舉色諾

芬帶領大夥，逃回希臘本土。色諾芬將這段經歷

記錄在他的著作《長征記》。後來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前356－前323；參見

圖二(中)）向波斯進軍時，將此書視為戰地手冊。

回到希臘後，色諾芬拜蘇格拉底為師。蘇格拉底

在雅典被處死，色諾芬以速記方式為老師寫了傳

記《回憶蘇格拉底》，比一般寫作的時間約縮短

一倍。

羅馬帝國時代普遍的使用速記，由一位羅

馬奴隸太羅（Marcus Tullius Tiro ; 前103－前4；

參見圖三(左)）設計編纂了一套速記法，以記錄

拉丁語言。太羅不是一般的奴隸，他的主子是羅

馬共和國執政官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前106－前43；參見圖三(右)）。太羅幫西塞羅

做文書工作，發明了太羅速記符號詞典（Notae 

Tironianae）。古羅馬學校同時教學生正常書寫

（Abecedario）以及太羅速記（Notaría）。這套

系統延續使用到11世紀。

現代的速記法是布萊特（Timothy Bright ；

圖一：繆妮摩西妮（Mnemosyne）和宙斯生下文

藝女神，會吟誦詩詞，各有所司，她們生活的宮

殿是 Mousaion，英語翻譯為Museum，即是博物

館。

圖二： (左 )色諾芬（X e n o p h o n；前4 2 7－前

355）；(中)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前356－前323）; (右)《雅典學院》壁

畫中的亞歷山大大帝及色諾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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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1615；參見圖四(左)）於1588年所創。布

萊特以太羅的方式為基礎，創作了500個直線、半

圓和圓圈等符號，用來記錄英文單詞，發表於專

書《Characterie》（參見圖四(右)），將之獻給伊

莉莎白女王。這本書以墨水書寫速記符號，隨著

時間而變模糊，相當可惜。伊莉莎白女王給布萊

特15年的專利，特許他進行速記法教學及印書。

布萊特之後，法、德等國百花齊放，發展

出不同的速記系統。到了17世紀，全世界已有約

3000種速記法。1837年皮特曼（Isaac Pitman；

1813－1897；參見圖五(左)）以正圓和正米字形

框架為基礎，創造了一套新的英文速記系統「超

速記法」（參見圖五(右)）。這套方法傳到了美

國，經過改良後，廣泛使用於法院開庭時的紀

錄。現代的速記法可將書寫的速度增加4到7倍。

圖三：(左)太羅（Marcus Tullius Tiro；前103－前

4）；(右)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
前43）被譽為「拉丁語雄辯家」，也被認為是三

權分立學說的古代先驅。

圖四： (左)布萊特（Timothy Bright；1551?－
1615）；(右)《Characterie》

圖五：  (左 )皮特曼（ Isaac  Pi tman；  1813－ 
1897）； (右)皮特曼速記

圖六：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
1950）於1925年「因為作品具有理想主義和人道

主義」而獲諾貝爾文學獎。

圖七：(左)《窈窕淑女》（My Fair Lady）海報；

(右)林某人手繪《窈窕淑女》電影女主角赫本

（Audrey Hepburn；1929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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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有許多人使用自己創造的方法進行速

記，尤其是作家，必須在自己的靈感消失前，

以速記捕捉，將之記錄。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參見

圖六）使用速記法撰寫其喜劇作品《賣花女》

（Pygmalion）。這部劇本被改編為電影《窈窕淑

女》（My Fair Lady；參見圖七），贏得八座奧斯

卡金像獎。

基 本 而 言 ， 現 代 的 速 記 法 不 是 草 書

（ C u r s i v e ；參見圖八 ( 左 ) ）就是幾何圖形

（G e o m e t r i c；參見圖八 (右 )）。草書速記法

一般用於字較長的語言如德文、斯堪的納維

亞（Scandinavian），以及斯拉夫  （Slavic）

語系。幾何圖形速記法則用於字較短的語言如

英、法，以及西班牙語系。德國的打字員加貝

爾斯貝格（Franz Xaver Gabelsberger；1789－

1849；參見圖九）於1834年創造了日耳曼語的

草書速記法（當時他年僅28歲）。這方法的特

點是將子音符號簡化為拉丁字母，發表於教科書

《Anleitung zur deutschen Redezeichenkunst oder 

Stenographie》。1888年愛爾蘭教育家格雷格

（John Robert Gregg；1867－1948；參見圖十）

以橢圓和斜米字框架為基礎，發明了一種幾何圖

形的「細線表音速記法」。格雷格速記法寫的更

快，成為美國最流行的速記法，大約90%教速記的

學校都採用這種方法，也廣泛應用於商業速記。

中國很早就有草書，主要用於藝術創作。最

早的速記法是蔡錫勇（1847－1897；參見圖十一

(左)）於1896年的發明。他想改革漢字，按照漢字

的拼音編寫了《傳音快字》（參見圖十一(右)），

實際是一種速記符號。蔡錫勇是福建龍溪人，曾

任駐美使館翻譯， 1884年（光緒十年）由張之

洞派充廣東洋務局總辦，負責辦理交涉事務，開

設銀元局、槍砲廠、水陸師學堂以及製造兵輪

等事。他取法美國凌士禮（Lindsley）速記法，

研擬中國拼音文字方案。1912年他的兒子蔡璋

（1872－1958）正式編寫出版《中國速記學》一

書，基本原則和「細線表音速記法」一樣，是以

圖八：速記法：(左)草書（Cursive）； (右)幾何

圖形（Geometric）

圖九：加貝爾斯貝格（Franz Xaver Gabelsberger；
1789 －1849）

圖十：格雷格（John Robert Gregg；1867－1948）

圖十一：(左)蔡錫勇（1847－1897）； (右)《傳音

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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橢圓和斜米字方位框架為基礎，以漢語聲母、韻

母為基本單元的設計，用不同角度的斜線、橢圓

和半圓代表各種複合的聲母、韻母，是中國最早

的速記著作。後來出現的漢字速記法大多以此為

根據。

學習速記以記憶為主。1 9 1 5年，辜鴻銘

在北京出版了《春秋大義》（Spirit of Chinese 

People），說：「在考慮我給你們說明的中國人

的精神時，你們一定要記住它不是科學，哲學，

神學，或者什麼主義……中國人的精神甚至不是

心理活動……中國人的精神是心靈的狀態，靈魂

的性情，你們不能像學速記或者世界語一樣學習

它，簡單說，它是一種心態，或者用詩人的話

說，一種寧靜祥和的心態。」在這段話，辜鴻銘

以學速記或者世界語來凸顯中國人精神不可以死

背的方式學得。反過來說，辜鴻銘認為學速記及

世界語是要靠死記死背的。的確，他是靠這種方

式學會了九國的語言 [附註一]。

死記死背的速記在中國成為學校課程的一個

科目。有一位女孩沈琬（沈安娜；1915－2010；

參見圖十二）曾在上海學習速記，記錄速度能達

到每分鐘200字。她是共產黨員，卻於1935年在

國民政府擔任速記員。她出席各種高層會議，接

觸大量機密文件，為中共提供內幕情報，被稱為

「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速記法在現代社會已逐漸被快速打字機

（Shorthand Machine）和錄音機取代，除了私

人記日記、某些備忘錄，以及記者採訪時偶爾用

到，已經很少有人再繼續學習速記。快速打字機

（如圖十三所示） 廣泛用於法庭，能快速且安靜

地的記錄開庭的過程。快速打字機有小銀幕，可

即時顯示速打的全文。

今日速記並未消失，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延

續。目前由於手機發簡訊和網上聊天的需要，出

現新類型的打字速記，亦即用各種縮略語代表單

詞。漢語在互聯網上演化出的略語也可以說是一

種約定俗成的速記法。很多手機號稱有速寫功

能。例如早期OKWAP iP88（參見圖十四(左)）的
圖十二：沈琬（沈安娜；1915－2010）本人不很

好看，我將之美化一番。

圖十三：快速打字機及其鍵盤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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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記能提供使用者實用的隨身手記，無論輸入什

麼內容，均能百分之百呈現，猶如手寫的真筆

跡。 iP88 並具備簡繁體字畫面切換，和即時翻

譯、拼寫校正等多項翻譯功能，內建 10 萬字的

英漢³漢英雙語辭典，方便英文查詢書寫之用。

手機已是現代人隨身必備，很適合用來快速捕捉

靈感。作家張曉風曾提到號稱唐朝詩鬼的李賀

（790－816；參見圖十四(右)）。此公作詩時不斷

在驢背上苦吟，「吟詩一夜東方白」。他背著一

隻古錦織成的袋子，一有文思，立刻寫在一張小

紙條，把紙條塞入錦囊。如此，很多創作靈感都

「及時入袋」，不會遺漏。張曉風將之稱為「靈

感速記法」，並鼓勵現代人以手機為錦囊，像李

賀一般隨時隨地創作，將靈感快速記錄下來。

「將靈感速記下來」的作法，我執行得相當

徹底，為了隨時隨地能寫下或畫出我的想法，我

訓練出一心二用，在開會或走路時都能寫作及繪

畫。這個過程我詳述於《一平繪話的人物畫像》

[文獻二]。邊走路邊繪畫，絕對不是正經作法。

的確，我絕對不是藝文工作者。無論是文字或插

畫，只是用來表達我的想法，不敢追求作家或畫

家的水準，因此繪畫的環境因陋就簡，就馬馬虎

虎，不像張大千，創作時規矩甚多，身旁還有美

女侍墨 [文獻三]。我畫圖時頂多有貓咪來搗蛋，

常常會用爪子來抓我的筆桿。例如《無線電的故

事》中的赫茲（Heinrich Rudolf Hertz）肖像畫到

一半，貓咪一抓筆桿，赫茲的臉就多了一條線 [文

獻四]。因此我作畫時得抱住貓，免得筆被碰觸

（參見圖十五）。

相對於手寫速記，有所謂的速畫（Shorthand 

Drawing），當畫家快速捕捉靈感時，可以利用

速畫方式記錄構思草圖，再據此繪出完整的作

品。例如荷蘭畫家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

圖十四：(左) OKWAP iP88 ；(右)洛陽市宜陽縣濱

河公園的李賀廣場豎立了3米高的漢白玉李賀塑像

圖十五：我畫圖時得防止貓咪來搗蛋。

圖十六：我創作的小老鼠的速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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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1669）以速畫著稱。圖十六是我創作的

小老鼠速畫，用來教學生的初階插畫。圖十七是

我速畫性感女星愛雲芬芝（Edwige Fenech；b. 

1948），因快速而簡陋，面孔並未呈現愛雲芬芝

的美艷，而是像東方人的面孔。

[附註一 ]  辜鴻銘（1 8 5 7－1 9 2 8；參見圖

十八）是一位學貫中西，將中國文化傳播西方的

先驅人物。那時的西洋人都說：「到北京可以不

看三大殿（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辜鴻

銘10歲時赴英，跟隨英國義父布朗學習德文。

布朗要求辜鴻銘隨他一起背誦歌德的長詩《浮士

德》。朗誦時，布朗一邊比劃地表演，要求辜鴻

銘模仿著他的動作背誦。辜鴻銘極想知道《浮士

德》書裏講的內容，但布朗堅持不肯逐字逐句地

講解。他說：「只求你說得熟，並不求你聽得

懂。聽懂再背，心就亂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

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時我再講給你聽吧!」

半年多的工夫辜鴻銘便囫圇吞棗地把一部《浮士

德》大致背了下來。

第二年布朗才開始講解《浮士德》給辜鴻銘

聽。他認為越晚講解，瞭解就越深，因為經典名

作不同於一般著作，大部分人無法一聽就懂。學

完《浮士德》，辜鴻銘開始學莎士比亞的戲劇，

於一年內將莎士比亞的37部戲劇都記熟了。辜鴻

銘下了極深的功夫在背誦，有分教：「名花不放

不生芳，美玉不磨不生光。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

得梅花扑鼻香。」他的實力，絕非憑空而來。辜

鴻銘除了「背功」驚人外，還有別的特異功能。

旅英時有一次在公共汽車上倒拿著報紙看。周圍

的英國人嘲笑這個鄉巴佬，不懂英文還裝著看

報。等他們笑夠了，辜鴻銘淡淡地說：「英文太

簡單了，不倒讀簡直沒意思。」然後大聲地倒著

唸報紙，一口地道的倫敦腔，英國人都驚獃了。

辜鴻銘深厚的西方素養極得益於童年背誦

《浮士德》及《莎士比亞》的經歷。他後來在北

京大學教英詩時，有學生向他請教掌握西文的方

法，他回答：「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

辜鴻銘曾說：「今人讀英文十年，開目僅能閱

報，伸紙僅能修函，皆由幼年讀一貓一狗之式教

科書，是以終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張中國私墊

教授法，以開蒙未久，即讀四書五經，尤須背誦

如流水也。他有很多異於常人的看法，常對新文

化及新名詞批判。1915年9月，他在北京大學的開

圖十七：我以速畫模仿愛雲芬芝（Edwige Fenech；
b. 1948）

圖十八：(左)辜鴻銘（1857－1928）；(右)辜鴻銘

在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

《春秋大義》，開創售票講演的先例，而且票價高

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蘭芳的京戲，只要

一塊兩毛錢；聽辜鴻銘的演講，卻要兩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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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典禮上大發議論，說：「現在的文章都不通，

所用的名詞就不通，比如說“改良＂二字吧，以

前只說“從良＂，沒有說“改良＂的，既然已經

是“良＂了，你還要改什麼，你要改“良＂為

“娼＂嗎？」1900年八國聯軍進占北京，辜鴻

銘被派和八國聯軍首領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圖十九(左)）進行談

判。《清史稿》稱道辜鴻銘：「庚子拳亂，聯軍

北犯。湯生（辜鴻銘）以英文草《尊王篇》，申

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

乃就。」那時的北京有人說：「庚子賠款後，若

沒有一個辜鴻銘支撐國家門面，西方人會把中國

人看成連鼻子都不會有的！」辜鴻銘留學法國，

在巴黎租屋，女房東是巴黎最著名的妓女。當時

瓦德西常常探頭探腦地來辜鴻銘寄居之處找女房

東。經女房東介紹，兩人頗為熟識。庚子之亂，

德國公使被殺，德國國王大怒，宣布北京城破之

日，當以進入野蠻之國的方式對待中國，大開殺

戒。幸而瓦德西在談判中不斷與辜鴻銘通風報

信，中國終於能順利地展開和談。最後是殺了兩

位滿州親王和趙舒翹。倒楣的趙舒翹，死法甚為

特別，我詳述於《死刑的故事》[文獻五]。

滿清滅亡後辜鴻銘仍留辮子，因此有人戲

稱：「全世界只有一條男辮子保留在辜鴻銘頭

上」。  他梳著小辮走進課堂，惹來學生們一片

哄堂大笑時，辜鴻銘只是平靜地說：「我頭上的

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聽到此話，學生一片靜默。  其實辜鴻銘留學英

國時，就已先國人剪去了辮子，直到後來人們

開始談論革命，他才又留了辮子。1921年美國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曾刊登穿著前

清朝服、拖著長辮子的辜鴻銘漫畫（參見圖十九

(右)）。他撰文《沒有文化的美國》（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批評美國文學，說美國除了愛

倫坡（Edger Allan Poe）所著的《安娜貝爾李》

（Annabellelee Lee）之外，壓根兒就沒有一首好

詩。美國人有雅量，全文登載，得到各方青睞。

辜鴻銘與泰戈爾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印

度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參見圖二十）稱他為「最尊貴的中

國人（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Chinese）」。甘

地在他的著作寫著：「A friend sends me a cutting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containing the report of an 

interview with Mr. Ku Hung-Ming,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Chinese, referring to the cultural great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圖十九：(左)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
1832－1904）；(右)辜鴻銘撰文《沒有文化的美

國》（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
圖二十：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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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辜鴻銘影響瓦德西的談判。對瓦德

西有影響力的還有一位賽金花（趙靈飛；1870－

1936；參見圖二十一）。她是德、奧、俄、荷

四國的特命全權大使洪鈞的如夫人，隨夫出訪，

能說德語。洪鈞死後她輾轉流落北京，經營高級

妓院。蘇曼殊《焚劍記》中記述：「彩雲（即賽

金花）為狀元夫人，至英國，與女王同攝小影。

及狀元死，彩雲亦零落人間。」庚子拳亂，八國

聯軍入侵紫禁城，瓦德西權勢薰天。賽金花曾為

德國公使夫人，因此瓦德西另眼看待，成為入幕

之賓。清末小說《九尾龜》描述，當時北京腥

風血雨，賽金花愛國心切，說：「我雖然是個妓

女，卻究竟是中國人，遇著可以幫助中國的地

方，自然要出力相助。」《焚劍記》寫著：「庚

子之役，與聯軍元帥瓦德西辦外交，琉璃廠之國

粹賴以保存。」《賽金花事略》也記載賽金花：

「使不可終日之居民頓解倒懸，至今猶有稱道之

者。」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義和團所殺，其夫

人揚言：「光緒賠罪，慈禧抵命。」賽金花說服

克林德夫人改變心意，建議為克林德豎立一座牌

坊，類似歐洲人的石碑或銅像。曾樸《孽海花》

描述賽金花和克林德夫人談判時「靈心四照，妙

舌如蓮，周旋得春風滿座。」然而賽金花以獻身

瓦德西的方式救國，事過境遷後，清朝政府覺得

沒光彩，過河拆橋，並未表揚其功勞。賽金花最

後潦倒以終。葉祖孚著《燕都舊事》引用詩人劉

半農的話：「中國有兩個“寶貝＂，慈禧與賽金

花。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賣國，一個丟

臉。」這種說法，對賽金花並不公平。

[文獻一]《電信編碼》，《NCP簡訊》2011年12月

[文獻二]《一平繪話》的人物畫像》，《閃文集

III》第19頁

[文獻三]《由電玩廣告的「物化女性」談起》， 

                  《閃文集II》第102頁

[文獻四]《無線電的故事》，《NCP簡訊》2011年

12月

[文獻五]《死刑的故事》，《閃文集II》第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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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一：賽金花（趙靈飛；1870－1936） ; 我
由一張陳年照片模仿畫賽金花。由於照片模糊，

看不出她的臉部輪廓。感覺上，她的鼻子大，嘴

唇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