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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文章在《NCP簡訊》發表後，這些文章並未劃下句

點，而會隨著我的未來經歷，繼續成長。這些文章也同時影響了

我，想更進一步探索我寫過的事物。先說明我的行為如何受到我

寫的文章的引導。例如《古騰堡的知識銀河》提到了《古騰堡聖

經》 (Gutenberg Bible)，亦稱為四十二行聖經 (42－line Bible) [文

獻一]。當時我頗遺憾，不能在文章中放一張《古騰堡聖經》的照

片。2012年8月我特別到耶魯大學的貝尼克圖書館(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尋找原版《古騰堡聖經》，如圖

一所示。貝尼克圖書館收藏的是最早的紙本(Paper)《古騰堡聖

經》。《古騰堡聖經》另有羊皮紙(Vellum)版本，保存於美國國會

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以及加州的杭庭頓圖書

館(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我也希望能於近

期內拜訪，親眼目睹羊皮紙版本的《古騰堡聖經》。

《閃文集Ⅳ》自序

訪問耶魯大學時發現許多我筆下敘述的人物都是該校校友，

也因此引導我參觀保存於耶魯大學的這些人物史料，包括《寫程

式的的女將軍》的哈普 (Grace Hopper；1906－1992；參見圖二

(左)) [文獻二]以及《電報的故事》的摩斯(Samuel Morse; 1791－

1872；參見圖二(右)) [文獻三]。《古騰堡的知識銀河》提到托

勒密 (Claudius Ptolemaeus；90－168)，我到了波士頓，特別參觀

波士頓公共圖書館(Boston Public Library)的地圖展覽中心(Tierra 

nueua - The Norman B. Leventhal Map Center)，看到了托勒密的地

圖(參見圖三)，百聞不如一見，有點激動。托勒密出現在林某人

的三篇文章，除了《古騰堡的知識銀河》外，在《科技人的宗教

信仰》提到托勒密的占星術[文獻四]，在《雅典學派》一文，托

勒密出現於拉斐爾的壁畫。托勒密的眼睛到處轉動，一副鬼靈精

的模樣，讓林某人的印象深刻。

圖二: 林某人在耶魯大學校史館拍攝的人物照片: (左)哈
普 (Grace Hopper；1906－1992)； (右) 摩斯(Samuel 
Morse；1791－1872)

圖一: 貝尼克圖書館展示的《古騰堡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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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1000元鈔票送給我，如圖四所示。成吉思汗生前沒有留下畫像。
忽必烈稱帝後才為他的祖父畫肖像(忽必烈的爸爸是成吉思汗的四
皇子托雷)。其實宮廷畫師是以忽必烈的長相為藍本，畫出成吉思
汗。畫像的額頭有頭髮垂下，鬍子也很長。忽必烈的畫像則未見頭

髮垂額，鬍子也較短。如果仔細觀看這張鈔票的圖案，可以獲得不

少資訊。成吉思汗肖像反面是由22頭牛拖著的帳篷車，後面跟著一
隻雙峰駱駝。在《阿拉伯情緣》文中有駱駝的敘述，我就特別注意

駱駝的長相。阿拉伯駱駝是單駝峰(參見圖五(左))，而蒙古的駱駝
則是雙峰。2012年12月我拜訪新竹北埔綠世界生態農場，看了該農
場剛引進的羊駝（Alpaca）。羊駝臉部長相像駱駝(不過耳朵較長; 
參見圖五(右))，屬駱駝科(Camelidae)，沒有駝峰。羊駝的族譜可以
追溯到南美洲印加帝國早期，是當時已被馴化的家畜。

我訪問麻省理工學院(MIT)，寫了MIT學生的惡作劇(Hacks at 
the MIT)，發表在《雜談創意》。2012年11月20日我有機會遇到
MIT校長萊夫(L. Rafael Reif) 。我問他上任時，有沒有被學生的
惡作劇設計了? 他開玩笑的表示，他很緊張 (其實他老神在在)。
他說: 「I knew they would but did not know when and where」，
又補充了一句:「Have to wait and see」，顯然學生還沒偷襲他。
《雜談創意》也提到我認識的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土耳其裔教授

Akyildiz。他訪問台灣時，特別要求要逛擺滿小攤的夜市，並告
訴我，和小攤販打交道時: 「討價還價是藝術」，我心想此公大
概天性特別，喜歡討價還價。2012年12月，交通大學邀宴台積
電張忠謀董事長，席中閒談，他說數年前到伊斯坦堡(Istanbul)旅
遊，遇到地毯商人，會一直在客人耳邊嘮嘮叨叨，討價還價。此

時我才恍然大悟，在土耳其，喊價是人們的天性(也是樂趣)，難
怪土耳其人說:「真主喜歡生意人」。
我在《文字的力量》文中提到蒙古文，在網路上找到一張蒙

古的1000元鈔票，以這張鈔票來介紹現代蒙古文字。我被鈔票上
的人物肖像吸引，但一直不確定是成吉思汗或是忽必烈[文獻五]。
2012年9月我在天津遇到了一位蒙古教授Dr. Tsetseg Balinova。她告
訴我，那張鈔票的人物是成吉思汗，還很慷慨的由錢包拿出同樣一

圖三: 展示於波士頓公共圖書館
的托勒密地圖；托勒密費盡心思
地把他所知道的8000多個地方
的經緯度座標，收集在他的地圖
本，並詳細說明如何採用兩種方
法將球體的地球繪製到平面上。
他以北為指標，繪製出了一系列
的托勒密地圖。

圖四: 印有成吉思汗肖像的蒙古鈔票



閃文集 Ⅳ 9閃文集 Ⅳ8

閃文集Ⅳ

《NCP簡訊》的文章亦會隨著我的個人經歷成長。我的文

章在重複出版的過程，同時不斷修正演進。每一篇文章發表在

《NCP簡訊》後，會集結於《閃文集》(或續集)再次出版。在兩

次出版之間，由於我個人新的體驗成長，會一直補強文章的內

容，並更正錯誤。有時思緒如脫韁野馬，枝葉茂密，聯想過多，

一篇文章無法再擴張，掰不下去，就變成新的一篇文章。例如

由《教授寫書與稿酬》[文獻六]不斷聯想，新材料成為《教授的

「利是」》[文獻七]。因為文章隨著我天馬行空的思緒演進，其

結構也變得極為鬆散。雜文之所以雜，不必因循學術論文「起承

轉合」的八股嚴謹寫法，對我而言，是一種解脫。

我對喜愛的歷史人物(如蘇軾)，做了許多的性格描述及評

論。這些描述及評論零散於多篇文章中。但我也留下線索，希望

能將這些資料由不同的文章再拼湊回來，這些線索，是文獻的引

用(Reference)。我刻意在每一篇文章最後列出參考文獻，文獻的

引用形成網路，將《閃文集》的相關文章鏈結，對我而言，這些

文章不再孤單的獨立，而是這幾本《閃文集》及續集社群網路

(Social Network)的一分子。

《閃文集》文章中的插畫也不斷演進。《閃文集IV》的插畫

的風格與第一本《閃文集》已不太相同。我不斷畫肖像畫，是受

到交通大學吳妍華校長(參見圖六)影響。我擔任行政工作，有時處

理瑣碎的事，心情煩躁，吳校長就說: 「林副，別想那麼多。你不

是喜歡畫畫嗎? 心情煩躁，就畫圖吧。」 於是我的圖越畫越多。

我的文章和插畫的成長頗受益於太太櫻芳的建議，幾乎每

一篇文章的初稿她都提出很好的改進意見。而在寫文章的這幾

年，我也看到我的女兒們的成長。大女兒Denise由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完成生物碩士學位後進入美國麻州塔虎茲大學(Tufts)的

獸醫學院。2012年已上手術台，親自操刀完成結紮手術 (參見圖

七)。第一次開刀時，我問她手術是否成功。她說: 「應該是吧? 至

圖五: (左)林某人和阿拉伯駱駝合照；(右) 綠世界的羊駝

圖六: 交通大學吳妍華校長在2011年交清兩大學「梅竹賽」和學生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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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狗活著完成出院手續。」小女兒Doris則已拿到駕駛執照，能

開車穿梭南北高速公路。而我腦中還是她牙牙學語的模樣呢。

家中的兩隻貓咪，仍和以往一樣，喜歡窩在印表機上休息(參

見《貓與網路通訊》[文獻八] )。以前的印表機較小，貓兒會打

架，搶著佔位置。最近換了大印表機，可同時容納兩隻貓，總算

國泰民安，貓兒不再爭吵(參見圖八(左))。Doris在美國，常打網路

視訊電話回家(參見圖八(右)電腦的右上角)。貓兒Latte聽到Doris熟

悉的聲音，急忙靠在電腦上聽，依戀不已。談完家事，最後我要

謝謝陳素蓉小姐細心校對書稿。

林一平 

2012年10月1日

圖七: (左) Denise蹲著替動物麻醉；(右) Denise替小狗開刀。

圖八: (左) 兩隻貓同時窩在印表機上; (右) Latte使用網路視訊電話，仔細
聽Doris(電腦右上角)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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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話或付費電話(Payphone)在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成立電話公司的第二年(亦即1878年)時，就開始提供服務。
1883年後在旅館等場所的室內更設有豪華的付費電話亭。電話亭
外有電話公司的服務員(Telephone Company Attendants)，負責在客
人打完電話後收錢。為了對付打霸王電話，有些電話亭甚至有萬

全(Fail-safe)的收錢妙招，亦即在客人打電話時，鎖住電話亭，沒
付錢之前不開鎖，非要收到錢後才甘休放人。最早的電話亭是貝

爾的助手華生(Thomas Augustus Watson；1854－1934；參見圖一
(左))的發明。據說他在進行電話實驗時嫌街道太吵雜，將毛毯掛
在家具四周，人趴在下面講話，是為「電話亭」的原創想法。另

一說法是，電話的實驗雛型收訊不佳，因此他和貝爾必須大聲互

吼。他的房東受不了，要求他們別吵，只好以毛毯消音。華生於

1883年設計第一個室內「商用」電話亭，以豪華木料製作，有通
風孔、窗戶、窗簾、桌子、筆，以及墨水。後續電話亭架設在室

外，更是花樣繁多。1920年英國郵局在街頭擺起K1 (Kiosk No.1) 電
話亭。之後由建築師史考特(Giles Gilbert Scott；1880－1960)發明了
K2紅色電話亭(參見圖一(右)) ，是倫敦街頭紅色電話亭的始祖。

圖一： (左 )華生
(Thomas Augustus 
Watson；1854－
1934)  ;  (右 )  K2
紅色電話亭是在
1924年英國的設
計競賽中挑選出來
的作品。

上海電信博物館以蠟像模型還原1980年代上海弄堂口的公用

傳呼電話亭 (如圖二所示)。這類公用電話亭強調功能，主要能滿

足公眾打電話的需求，分為「雙彩亭」和「單鐵亭」兩大類，以

敞開式和附壁式為主，不遮風不避雨，通話的私密性也得不到保

障。上海大部分是弄堂格局，不似北京的四合院，因此電話亭設

在弄堂口，以利民眾使用。電話亭內坐著傳呼電話阿姨。只要阿

姨一叫，表示有電話打來，人們就會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情，飛

奔到弄堂口接電話。

圖二: 上海電信博物館還原了早期上海的傳呼電話亭(林某人攝於2010
年)；1951年，上海僅有公用電話1512部，那時的公用電話，大多安裝在
弄堂口的煙雜店裡，由賣雜貨的老闆代為看管，不負責傳呼。1952年，
上海開始試行傳呼公用電話，電話傳呼阿姨電話接多了，往往練就了各
地方言的絕活。阿姨的標準對話台詞是: 「儂好，這裡是xx弄，請問你找
誰？」「好的，稍等，我這就去叫⋯⋯」。阿姨大多深諳人情事故， 傳
呼電話時用字遣詞都很講究，避免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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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電話在商業化後就有一堆人想盜用電話。最神奇的是，

有一位音樂系的大學生，能模仿各種錢幣掉落的響聲，維妙維

肖，騙得接線生團團轉。這種付費電話，係將鐘型儲錢筒騎在西

電(Western Electric)編號85的「小提琴」(Fiddleback)電話機。這個

鐘型儲錢筒是有專利的，專門用於貝爾電話公司的「西電」電話

系列，取名Fiddleback，因為其木製的質感，頗有小提琴的風味。

早期無論電話機或電話亭都以木製為高貴。1950年代美國辦

公大樓的設計趨向玻璃牆的時尚，此時擺設在一樓大廳的木造電

話亭就顯得非常突兀。貝爾實驗室針對此問題改良，以玻璃及金

屬材質設計較現代化的電話亭。玻璃電話亭在1960年後的校園極

為流行，主要是《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刊登一張照片的效

果。照片中是一群壯碩的加州大學學生擠進一個玻璃電話亭，

號稱「電話亭疊羅漢」(Phone Booth Stuffing；參見圖三(左))。

該「運動」源起於1959年，有25名南非學生宣稱他們完成電話

亭疊羅漢的壯舉。消息一傳出，英國、美國，及加拿大的學生就

拼命想打破這個記錄，甚至翻新花樣，在疊羅漢之餘，還外加條

件，必須能接聽電話或打電話。一群MIT的學生搜盡各種物理學

原理，想要多擠一些人。另一群人則用傳統餓肚子的方式，讓自

己的體積縮小。無論他們想盡任何招數，就是無法打破南非的記

錄。我十歲時看過《生活》雜誌這張照片，直到今日仍然印象深

刻。數一數照片中疊羅漢的人數，不超過10人。我無法想像南非

的25人如何完成疊羅漢，莫非他們有非洲縮頭族的秘方? 美國後

來將電話亭疊羅漢的風潮轉移到汽車，稱之為福斯汽車疊羅漢

(Volkswagen Stuffing)。

利用服務員來收取電話費是很麻煩的方式。因此康乃狄克州的

葛雷(William Gray)發明自動付費電話。這位葛雷先生並非和貝爾打

官司的那位葛雷(參見《電話的故事》 [文獻一])。故事源起於1888

年康乃狄克州的哈福市(Hartford) ，葛雷的年輕太太生病，需要打

電話找醫生，卻找不到付費電話亭。葛雷跑到一家工廠哀求半天，

終於獲准使用電話，及時找到醫生，救了太太一命。

身為機械工人的葛雷靈機一動，想到發明投幣的機制安裝在

電話機上，如此就可以在公共場所到處擺設付費電話，而不需服

務員來收取電話費。他在1888年4月5日申請到付費電話的第一個

專利，並在1889年將第一個公共電話擺在哈福市的銀行，做起

生意。1891年成立葛雷付費電話公司(Gray Telephone Pay Staion 

Company)。葛雷的第一個投幣機制和現代公共電話不同，打完電

話再付錢。這個方式當然問題多多，尤其無法對付打完電話，不

付費就開溜的人。為了解決諸多問題，葛雷陸續改善收費機制，

總共申請了23個專利。

葛雷的公司將付費電話以各種方式裝設，包括在桿子上、像

骨董時鐘般的櫃子，或者直接放在桌上。一開始這項新產品的經

營並未達到葛雷的期望。於是他說服一家電話公司將其發明買

下。葛雷展示他設計的付費電話機給電話公司高階主管看，卻被

認為不切實際。該電話機只要投5分錢就可打無數通電話。而投

幣後若未打電話，卻又不能退錢。葛雷最後想到妙招，仍然和一

般電話，由遠方電話機房的接線生來轉接電話。當用戶投幣時，

遠端的接線生可以聽到錢幣掉落的「叮噹」聲音。當接線生聽到

「足夠錢幣」後，就開始轉接電話。這個可笑的設計，好像還相

當實際，因為它一直延用到1964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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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掏出腰包很有一套。例如圖四(右)是我模仿畫出Poste Italiane

的廣告，當中的女郎似乎楚楚可憐的請求: 「打電話給我吧。」

林某人對行動電話的預付卡也有深入研究，發表多篇學術期刊

論文，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拙著《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 

Architectures》 (Lin and Chlamtac；Wiley, 2001) 。

早期的台灣，電話是奢侈品，並不普及，一般民眾要開洋葷

過癮，就得找公用電話。當時台灣電信技術不成熟，不足以提

供計時收費的服務，只好引進美製投幣式話機與試辦「良心電

話」，皆失敗。所謂良心電話，是打完公用電話後，自動自發的

將錢幣投入錢筒，無人監督。要靠客戶良心來做生意，顯然有

困難。直到1950年代，自行研發的投幣式公用電話機有了突破性

的發展，大紅色的公用電話亭，雨後春筍般的矗立街頭。台灣的

大紅色電話亭和英國的版本還十分相似呢(參見圖五)。我還記得

小時候打公用電話，都是先撥通電話，聽到對方聲音之後，再投

錢幣(參見圖六(左))。美國早期公共電話有些掛在電線桿上 (圖六

我曾在《閃文集》第231頁提到，公共付費電話常遭破壞(因

為有人想竊取內部的錢幣)，尤其是在聽筒部分(大概沒偷到錢，

就敲壞聽筒洩恨)。最有趣的是，電話亭在美國一些國家公園很神

祕的被毀損，甚至被打扁。原來是在交配季節時，發情的北美麋

鹿(North American Elk)對於其地盤很敏感，看到電話亭玻璃反映

自己的身影，以為是情敵，當然就會奮力一擊。為了要解決公共

付費電話的各種疑難雜症，早年的台灣電信局和電信工會，編出

「武林秘笈」(參見圖三(右))，提供電信員工遵循。

投幣式付費電話的缺點除了容易遭受破壞外，另一個缺點是

儲錢筒滿了以後，客戶就無法再打電話。義大利於1976年發明電

話卡來解決這個問題。有了電話卡，就不需要將錢幣儲存在電話

機。1996年義大利人沙米(Massimo Sarmi；參見圖四(左))的團隊

發明行動電話的預付卡，更讓付費電話的市場變得五彩繽紛。

沙米後來成為義大利電信公司Poste Italiane的CEO，對於吸引客

圖三: (左) 電話亭疊羅漢；(右)解決公共付費電話各種疑難雜症的
「武林秘笈」  (收藏於高雄科工館)

圖四: (左) 沙米(Massimo Sarmi) ; (右) 我模擬畫出Poste Italiane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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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將電信網絡延伸到鄉村與偏

遠地區，都提供公用電話。在辛勞且艱苦

的建設過程中，當地民眾往往出錢、出力

協助，扛材料、開路、拉線、甚至煮點心

提供工作人員充飢。然而投幣式公用電話

有諸多不方便，前面已有說明。林某人當

兵時，每晚在軍營休息，都排隊等著打電

話給女朋友（就是現任林太太）。輪到我

打電話時，儲幣筒往往已塞滿，只能望

「機」興嘆。1984年中華電信研究所自行

研發出IC卡式公用電話機(參見圖八)，不

再需要投幣，打長途電話就相當便利。台

灣的公用電話業務在1990年代臻至巔峰，

成為電話公司生財的金雞母，曾經創下

成長率達194％，全年營收達96億多的記

錄。然而行動電話興起後，行動電話的預

付卡固然蓬勃發展，有線公共付費電話的

使用者則是銳減，大概沒多久就會走入歷

史。林某人於2010年8月參觀上海電信博

物館，裡面擺了一張早年公共電話的牌

子，益發令人感慨(參見圖九)。

(中))，也頗具特色。後來的旅館及餐廳等營業場所廣佈公共的付
費電話(參見圖七)，其費率高於一般的公共電話，原因是除了電
話公司收錢外，營業場所的業主也分了一杯羹。

圖五: (左) 中華電信總公司一樓展示的古早公共電話亭；(中) 林某人2010
年6月訪問倫敦時，拍攝的K6公共電話亭; 英國號稱有「三紅一黑」: 紅色
電話亭、紅色郵筒、紅色雙層公車，以及黑色計程車；(右) 2012年8月林
某人到美國東部參訪，在MIT的學生活動中心看到了英國式電話亭，特地
拍照留念。

圖六: (左)台灣最古早的投幣電話；(中) 美國早期公共電話掛在電線桿上；
(右) 美國早期公共電話是由貝爾電話公司提供，在電話亭旁會有其鐘狀商
標，今日已不復見，但在美國街道上還偶爾看得到當年的人孔蓋。林某人
2012年8月在波士頓就曾見到，拍照留念。

圖七 :  私人店面的公共
電話的收費往往高於一
般的公共電話。

圖八 :  台灣的第一張公
用電話IC卡

圖九:上海電信博物館收
藏的公共電話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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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開場是Gaga被抓去監獄關(因為她把男朋友毒死)。

另一位女孩Beyonce懷疑她的男朋友劈腿，就想學Gaga把男朋友毒

死，所以到監獄將Gaga保釋出來，兩人聯手把劈腿的臭男人做掉

(這是標準的「Gaga 無厘頭劇情」)。整首歌附錄如下:

(Gaga被丟進籠子裡，她跳起來黏在欄杆上)

獄警A：I told you she didn't have a dick.

獄警B：Too bad. 

 (監獄放風，Gaga和一位同性戀接吻)

廣播：Lady Gaga, you've got a call. 

(女囚互毆，Gaga在旁邊看戲)

廣播：Beyonce is on line Gaga! 

公共付費電話的沒落已成趨勢。唯一例外，應該是監獄，囚

犯對外通訊，仍然靠公共電話(如何付費，林某人就沒經驗囉) 。
Lady Gaga (Stefani Joanne Angelina Germanotta；b. 1986；參見圖
十)在她2010年的MV《Telephone》，就有在監獄打電話的場景。
Gaga是超級搞怪的女孩，以「電話」為其MV的片名，穿插公共
電話及超級怪異的帽子式行動電話(參見圖十一(左)；這頂帽子可
以同時讓兩個人打電話)。監獄中的公共電話「長相」還算正常，
但Gaga 的頭髮則捲滿啤酒罐(參見圖十一 (右))，真是「髮」不驚
人死不休。

圖十: Lady Gaga (Stefani Joanne Angelina Germanotta；b. 1986)；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一位社會學教授於2011年春季開設一門「Lady 
Gaga和名人社會學」課程，從Lady Gaga的音樂、錄影帶、時尚以
及其它藝術作品等方面來研究其成名的社會學意義，還探討商業推
廣策略、新舊媒體的角色、粉絲及演唱會等主題。

圖十一: Lady Gaga在MV《Telephone》片中打電話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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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Jai Rodriguez： ...appears to be a mass homicide; police  officers  

            search for two women sent to be fleeing in this  

                        crime...in pussy wagon. (Gaga在Beyonce的車上)

Gaga：We did it, honey bee. Now let's go far, far away from here.

Honey Bee：You promise we'll never come back.

Gaga： I promise.

[文獻一]《電話的故事》，《閃文集II》第271頁

 (Gaga打完電話，換衣服準備出獄)

獄警A：It's your lucky day. Some idiot bailed you out. 

獄警B：You'll be back, honey... (Gaga上了Beyonce的車)

Honey Bee：You've been a very bad girl. A very, very bad bad girl Gaga.  

Gaga：Uh-huh, Honey Bee. 

Gaga：Sure u wanne do this honey bee?  

Honey Bee：What do you mean am I sure? 

 Gaga：You know what they say: Once you kill a cow, you gotta    

   make a burger.   

Honey Bee：You know, Gaga, trust is like a mirror. You can fix it if  

           it's broke. 

Gaga：But you can still see the crack in that m*therf*cker's reflection! 

(Gaga在廚房打電話，做毒三明治給餐廳裡Beyonce的劈腿男朋友享用)

Let's make a sandwich

COOK and KILL (殺人烹飪食譜)

1 oz. rat poison 

1/2 oz. meto-cyanide

1/2 oz. Fex-M3

1 cup Tiberium

Shake and stir. Good luck! 

Honey Bee：I knew you'd take all my honey, you selfish mother- ****er. 

(新聞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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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而感到苦惱，引導他發現對數法則(Logarithms)。納皮爾的創意

是將大數目的積或商的運算，轉變成和或差的計算。此公思考往

往出人意表，被稱為「瘋子納皮爾」。「logarithm」是兩個字的

組合: logos 代表比例，arithmos則是數字。對數的表示法在人類

文明的演進扮演重要角色，因為它可以將「很遠的數字」拉近到

人們的眼前，顯著的擴大人類想像力的「視野」(參見《電話的故

事》[文獻一]) 。

他設計了所謂「納皮爾的骨頭」( Napier's Bones；參見圖二

(右))，是編了數字的木棒，排列後可用來計算。十年之後，奧特

（William Oughtred; 1574－1660；參見圖三(左)）將納皮爾的對

數法刻在一種稱為「滑尺」 (Slide Rule；參見圖三(右)) 的器具

上。這是往後近4百年的工程師都會用到的工具，甚至在阿波羅

登月計畫的太空船內使用。英國於1964 年紀念納皮爾，在蘇格蘭

的首府愛丁堡成立納皮爾大學。我大四時修專題研究，以邏輯閘

製作一個快速乘法器，就是利用納皮爾的理論將乘法改成加法。

算盤是最早期的計算工具之一。距今一千八百年前，漢末三

國時期徐岳撰的《數術記遺》中敘述：「珠算，控帶四時，經緯

三才」，這是對珠算的最早文字記載。第一個算盤圖畫出現於北

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卷左趙太丞家藥舖櫃檯上帳本

左邊，有一個15檔算盤(參見圖一(左)）。

真正普及算盤的推手是明朝的程大位（1533－1609；參見圖

一(右)）。他參照商人的語法，完成了撥算盤的《九歸歌》，歌

訣為「二一添作五，逢二進一；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逢三

進一； 四一二十二，四二添作五，四三七十 ... 五一添作二，五二

添作四，五三添作六，五四添作八，逢五進一。」這口訣更被引

申於日常用語。章回小說《三俠五義》第二回有這麼一句：「好

好兒的二一添作五的家當，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意思是本

來兩人平分，多了一個人變成三人平分。《九歸歌》就像是計算

機的演算法，每一句口訣相當於一行程式指令。以不同的排列組

合念口訣撥算盤，就像在寫程式兼跑程式。

自算盤發明後，「計算工具」真正的改進發生於1612年。

蘇格蘭長老教會的修道士納皮爾（John Napier of Merchistoun; 

1550－1617；參見圖二(左)）聽到有人為了計算龐大數值的商、

計算工具

圖一 : (左 )《清明上河
圖》; (右) 程大位（1533－
1609）

圖二: (左) 納皮爾 (John Napier of Merchistoun；
1550－1617)；(右) 納皮爾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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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年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參見

圖五)製作了階梯式圓柱齒輪的計算器，稱為Stepped Reckoner (參

見圖六)。因為這種齒輪會自動累計數目，因此具有乘法與估計平

方根的功能，擴充了辛卡德的計算器功能。1679年後萊布尼茲開

始深入思考二進位算數(Binary Arithmetic)，並想像以彈珠移動來表

示二進位數字的運算。萊布尼茲於1703年撰寫論文《Explication de 

l'Arithmétique Binaire》，闡述出今日電腦運算的基礎。

「納皮爾的骨頭」是手動裝置。第一個機械式計算機器由

日耳曼人辛卡德 (Wilhelm Schickard；1592－1635；參見圖四(左))

於1623年所設計。其動機是希望能幫他的好友克卜勒 (Johannes 

Kepler) 做天文學的計算 (Calculating Astronomical Tables)。這部計

算器叫Rechenuhr (參見圖四(右))，可以執行六位數的基本運算，並

在溢位(Overflow)時，振鈴提醒。計算器也鑲嵌一組納皮爾的骨頭

來執行更複雜的計算。這部機器建造一半時，毀於火災，因此沒

人真正看過其廬山真面目。直到1935年，有人在克卜勒的相關遺

稿，無意中找到1623年的原始設計圖，證實辛卡德並非吹牛。為

了紀念辛卡德，德國的杜賓根大學(University of Tübingen)將該校的

計算機科學研究所命名為Wilhelm-Schickard-Institut für Informatik。

圖三 :  (左 )奧特（W i l l i a m 
Oughtred；1574－1660）; (右) 滑
尺 (Slide Rule)；我們今日使用的
乘法符號 “X”是奧特的發明。

圖四:(左) 辛卡德 (Wilhelm 
Schickard；1592－1635) 
； (右 )  辛卡德的計算器
Rechenuhr直到1935年才被
找出設計圖。

圖五: 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
1716) ; 右圖是德國於1966年8月24日發行的郵票，
紀念萊布尼茲的250週年忌辰。

圖六: 萊布尼茲的計算器Stepped Reck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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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參見圖八(左))出世，主張唯物

主義，認為亞里斯多德的學說沒有事實基礎，《工具論》是一本

瘋狂手冊。培根為了「撥亂反正」，寫了《新工具》一書，闡述

歸納推理。然而咱們剛提起的笛卡兒及萊布尼茲，另有唯理論哲

學的想法，認為數學演繹才是有效方法。而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參見圖八(右)）更對經典的觀測-歸納法批

判，提出「從實驗中證偽」的評判標準，以區別「科學的」與

「非科學的」研究。經過多年爭論，歸納法與演繹法雙方的觀點

相互補充，逐漸接近。林某人曾經在博士論文中交互使用歸納法

與演繹法來證明平行模擬(Parallel Simulation)演算法的正確性。

1910年盧梭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3rd Earl Russell, 

OM, FRS；1872－1970；參見圖九) 與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參見圖十(左)）合著《數學原理》

萊布尼茲屬於唯理論哲學家，一心想設計「推理機器」，如

此人們若有爭論，也不需僵持不下，只要跑跑這部機器，就可以

找出答案。他的想法促進了數理邏輯的研究。其實較萊布尼茲更

早的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參見圖七)已想將一切

科學問題以套用公式的方法解決。這位老兄希望: 「將一切問題

化為數學問題。將一切數學問題化為代數問題。最後將一切代數

問題化為代數方程式求解。」世界當然不會如像笛卡兒想像這麼

單純。然而他發明了座標方法，創立了解析幾何，總算能把初等

幾何問題化為代數問題解答，但難免陷入繁雜而枯燥的計算中。

西方的數學發展承襲希臘幾何學研究，注重「求證」超過

「求解」。然而針對問題本質不同，只好八仙過海，以花俏多端

的方式見招拆招，證明問題，難有機械式的法則依循。亞里斯多

德(前384－前322)主張演繹推理，以「三段論」進行邏輯學的系統

性研究，寫出《工具論》巨著，主宰西方近兩千年的研究。之後

圖七: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是法國的哲學大
師，在當時執數學理論之牛耳，但在他的學術著作都簽上他
的拉丁文名字卡提修斯（Cartesius）。因此由他首創的直角
座標系也稱卡提修斯座標系。

圖八: (左)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右)
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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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異於西方，中國古代數學的本質在於「求解」，因此發

展出機械式的解題法則。缺點是造成今日填鴨式的「背公式教

育」。但這種思維發展出的演算法，卻很適合計算機的運作。例

如中國最早的數學著作之一《九章算術》將書中的所有數學問題

分為九大類，就是「九章」，每一類分別提出解題方法。這些解

題方法是一系列確定的步驟，任何人照本宣科都可以學會(不過大

部分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才被稱為填鴨式教育)。例

如西元263年時，魏晉時期的劉徽(圖十一(左))在《九章算術注》

(參見圖十一(右))首創用「割圓術」去求圓周率。這種方法是通

過不斷倍增圓內接正多邊形的邊數來求圓周長。劉徽說：「割之

彌細，所失彌少。割之又割，以至於不可割，則與圓周合體，而無

所失矣。」這就是說，當圓內接正多邊形的邊數無限增加時，這

個正多邊形的周長，就無限逼近圓的周長。當時計算工具十分落

後，劉徽這位老先生用籌算（一捆細的棍棒），擺弄半天才計算

出圓內接正192邊形求圓周率，也真難為他老人家啦。這方法是

標準的機械式解題法則，任何人照辦都可得到答案。

(Principia Mathematica；參見圖十(右))，是數理邏輯發展史上的
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有系統地全面性總結了自萊布尼茲以來，在

數理邏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奠定了20世紀數理邏輯發
展的基礎。這部著作說明整個純粹數學是從邏輯的前提出來的，

並嘗試只使用邏輯概念來定義數學概念，同時盡量找出邏輯本身

的所有原理。

圖九：盧梭 ( B e r t r a n 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3rd 
Earl Russell, OM, FRS; 
1872－1970)獲得1950年
的諾貝爾文學獎。

圖十: (左)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是英國數學
家、哲學家和教育理論家; (右)《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完
成之後，懷海德卻開始懷疑形式的哲學概念，認為哲學的目的在於將神
祕主義理性化，「以有限的語言表達宇宙的無限」，並且對「不可說明
的深刻性產生直接的洞察」。這種想法和《數學原理》的思維背離。羅
素說他完全無法理解懷海德的新哲學。

圖十一: (左 )  劉徽； (右 )
《九章算術注》的貢獻連
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 
都知曉，印行郵票紀念。
郵票中的圖案說明圓周率
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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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法的關鍵是將代數問題化為恆等式的檢驗問題。而恆

等式的檢驗問題可以機械化處理，因此整個問題可由計算機運算

證明。然而，計算機的數值運算，總有誤差。本來要證明一個式

子恆等於0，計算機卻告訴你一個很小的值，算不算是0呢? 1980

年代中期，這個問題原則性被解決；亦即，在一定條件下，計算

出結果的絕對值若小到某一程度，就一定是0。這類證明擴大了

計算機的實用性。

早期計算機以數學運算為主。例如艾佛森(Kenneth Eugene 

Iverson；1920－2004；參見圖十四)在哈佛大學當助理教授時，發

展了一套數學表達式來操作陣列，以便教授學生。1960年，他開

始在IBM工作，按照他開發的數學表達式建立了電腦語言APL。

很明顯，計算機的快速演進，已能做困難的數學證明。例如

1975年，拉賓(Michael Oser Rabin；b. 1931；參見圖十五(左))發明

一個相當快速的隨機演算法，用於判斷一個大數是否是質數。快

《九章算術注》中的《重差》分離出來，以另一個題目「今

有望海島」命名，稱之為《海島算經》(參見圖十二)。這本書的

英譯本為《Sea Island Mathematical Manual》，被美國數學家斯

委特茲(Frank Swetz ) 稱譽為：「使中國測量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

步，在數學測量學的成就，超越西方約一千年。(In the endeavours 

of mathematical surveying, China's accomplishments exceeded those 

realized in the West by about one thousand years) 」

近代各式各樣的計算機推陳出新，運算能力大為加強，因

此數學家動起腦筋想用它們來證明問題。然而多年努力，卻很難

有具體的成就。這個難題在1977年由一位中國科學家吳文俊（b. 

1919；參見圖十三）突破。他繼承了中國古代數學的傳統(即演算

法化思想)與計算機科學結合，研究幾何定理的機器證明，應用於

符號計算軟體，被稱為「吳方法」。

圖十二:《古今圖書集成》窺望海島之圖的英
譯本於1992年出版。

圖十三: 吳文俊（b. 1919）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他於1997年獲得
自動推理領域最高獎Herbrand Award，並在2006年獲頒邵逸夫獎數
學科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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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質數檢驗是目前大部分公鑰密碼體系的關鍵。1976年拉賓和史考
特(Dana Stewart Scott；b. 1932；參見圖十五(右))共同獲頒圖林獎。

計算機科學家努力尋找解決問題的計算方法，有一些問題找

到了有效率的方法，同時也證明了方法的最佳性，不管任何人來

做都不會更好。不過計算機也有其極限，若遇到太複雜的演算法，

跑一輩子也找不到答案。這種計算問題稱為NP-Complete (這個稱

呼是Knuth叫出來的)。我們在討論一個問題，若說: 「這問題是NP-

Complete。」那就不要浪費時間，苦思確切答案，而是開始動腦筋

找近似的替代方案。在NP-Complete計算理論早期有重要突破貢獻

的人物是庫克(Stephen A. Cook；b. 1939；參見圖十六) 。他證明所

有NP(難解)的問題都可以轉換為某一個滿足性問題（Satisfiability; 

SAT），而如果SAT問題是易解的（我們稱之屬於P），那麼所有

的NP(難解)問題都有能找到易解的答案（屬於P）。

圖十四: 艾佛森(Kenneth Eugene Iverson;1920－2004) Turing Award 
(1979) Citation: For his pioneering effort in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mathematical notation resulting in what the computing field now 
knows as APL,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active 
systems, to educational uses of APL, and to programming language 
theory and practice.

圖十五: (左)拉賓(Michael Oser Rabin; b. 1931)；(右) 史考特(Dana 
Stewart Scott; b. 1932)；Turing Award (1976) Citation: For their joint 
paper "Finite Automata and Their Decision Problem," which introduced 
the idea of nondeterministic machines, which has proved to be an 
enormously valuable concept. Their (Scott & Rabin) classic paper has 
been a continuous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subsequent work in this field.

圖十六: 庫克(Stephen A. Cook; b. 1939 ) Turing Award (1982) 
Citation：For his advancement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computation in a significant and prof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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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一]《電話的故事》，《閃文集II》第271頁
之後對NP 理論有重大貢獻的是卡普(Richard Manning Karp；

b. 1935；參見圖十七) ，在1972年證明了21個重要的問題都和

SAT問題具有一樣的性質，也就是說其中任何一個問題如果屬

於P，那麼就會得到NP=P的結果。而在時間上，一個演算法到

底要跑多久，亦有理論，主要由哈特曼尼斯(Juris Hartmanis；

b. 1928；參見圖十八(左))和斯德恩(Richard Edwin Stearns；b. 

1936；參見圖十八(右))提出。

計算機理論在計算機科學家的腦力激盪下，變得五彩繽紛，

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產生。我相信，未來將計算機和數學及物

理結合，應有更奇妙的火花產生。

圖十七:卡普(Richard Manning Karp; b. 1935)  Turing Award Citation: 
For his continu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algorithm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efficient algorithms for network flow and other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problems,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lynomial-
time computability with the intuitive notion of algorithmic efficiency, and, 
most notably,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P-completeness.

圖十八: (左)哈特曼尼斯(Juris Hartmanis; b. 1928); (右)斯德恩(Richard 
Edwin Stearns; b. 1936)  Turing Award (1993) Citation: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seminal paper which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field of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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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鄰居以電話撥0，卻因忙線無法接通，造成5名婦女死亡。溫

坡街曾經有許多著名的住戶，例如詩人巴瑞特．布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6－1861；參見圖二(右) )，因此火災事件格外

引人注目。痛定思痛，英國於1936年開始建置自動的緊急電話接

線系統。當有緊急電話時，交換機房會有紅色示警閃光燈及蜂鳴

響聲來提醒接線生。當時英國的電話網路由郵局(The General Post 

Office)營運，建議以簡易、好記、好撥的三碼做為緊急電話的號

碼，即使在黑暗中或濃煙裏，都容易撥打。最看好的三碼「111」

被排除在外，因為當時電話機的設計限制，用戶在掛話筒時，可

能會意外的重複撥出「1」，而被接線生誤認為緊急電話的撥號。

最後決定採用「999」。這個號碼除了好記外，最大的好處是在電

話撥號轉盤的最尾端，甚至在摸黑撥號時，都不易錯認。同時也

很容易改裝公共電話機，可以在不投幣的狀況下撥號「999」(容

易改裝的原因和當時公共電話的構造有關，不在此贅述)。有趣的

是，這套系統就像法國在推動緊急電話自動化的過程一樣，直到

1970年代才完整佈建於全英國。

早期人工電話接線的年代，電話的轉接，是由接線生一

手包辦。當用戶拿起話筒時，接線生會問要接到哪一個號碼: 

「Number, please?」 如果是緊急事故要找警察，用戶就會回

答: 「Get me the police」。當電話系統變成自動撥號後，由接線

生提供的「貼心」緊急電話服務可能消失，著實讓不少用戶擔

心。配套辦法是讓用戶撥"0"，可直接連上當地的接線生(Local 

Assistance Operator)來提供緊急服務。英國倫敦在1927年首度提

供這項服務，大力廣告: 「If you have an emergency, dial 0」。直

到今日，政府對緊急電話的服務宣導仍不餘其力。例如圖一(左)

為澳洲緊急電話的郵票宣傳。而為了區隔緊急電話，英國的斯塔

福德郡也提供欲通知警局的非緊急電話號碼(參見圖一(右))。

法國巴黎於1929年開始提供自動化的緊急電話接線，當你撥

號碼18時，會轉接到消防隊。這種服務的推動，直到1970年代才

被廣泛使用。倫敦的「撥0」緊急電話服務則在1934年時業務大

幅成長，導致接線生無法同時處理緊急電話或其他的轉接電話服

務。1935年時倫敦的溫坡街(Wimpole Street；參見圖二(左)) 發生火

緊急電話

圖一: (左) 澳洲緊急電話的郵票宣傳；(右) 斯塔福德郡提供欲通知警局
的非緊急電話號碼。

圖二: (左)溫坡街(Wimpole Street)
是倫敦相當有名的街道，林某
人2010年6月曾經路過，街景漂
亮。(右)著名詩人巴瑞特．布朗寧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 
－1861)曾居住於溫坡街。有一部
1934年的電影，片名就叫《The 
Barretts of Wimpole Street》，隔
年溫坡街就發生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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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單一緊急電話號碼的建置上，後發先至，贏得第

一名的美國城市位於阿拉巴馬州。其過程相當戲劇化。1968年1

月15日的《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登出AT&T的 911建

置宣告(參見圖四)，惹惱了阿拉巴馬電話公司(Alabama Telephone 

Company，簡稱ATC)的總裁葛拉漢(Bob Gallagher;參見圖五(左))，

認為AT&T行大欺人，不將ATC這些獨立的小電話公司看在眼裡，

在提出緊急電話提案時，自以為能唾掌而決，也不找大家來討

論。葛拉漢吞不下這口氣，想打敗AT&T，搶先完成緊急電話服

務的建置。他找來ATC的廠務經理(State Inside-Plant Manager) ，共

同討論他的想法。這位經理費茲傑羅(Bob Fitzgerald；? － 2002；

參見圖五(右))認為葛拉漢的想法可行，很用心的在ATC的27個交

換機中挑出哈爾雷維市(Haleyville)的交換機，作為第一個建置點。

費茲傑羅組成一個5人研究團隊，重新設計電話線路，修改現有的

交換機，在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完成這項艱鉅的挑戰。工作完成於

1968年2月16日下午2 時，整個團隊高呼「Bingo!」

緊急電話接線系統的建置在北美洲慢了半拍，在朱巴

(Stephen Juba；1914－1993；參見圖三 (左)) 的努力下，直到1959
年才出現於加拿大馬尼托巴省(Manitoba)的溫尼泊市(Winnipeg)。
而美國更落後，於1958年時，國會開始檢視全國緊急電話服務的
必要性。到了1967年才通過同意案(Legal Mandate)。當時AT&T
抄襲加拿大的版本，僅將「999」改為「911」。原因是「9」和
「1」在電話撥號轉盤的兩端，不會被意外誤撥。在1968年的華
府新聞發表會(Press Conference at Washington DC)，印第安納州眾
議員羅許(John Edward Roush；1920－2004；參見圖三(右))提出
AT&T這個「911」單一緊急電話號碼的解決方案，獲得國會的支
持。聯邦貿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與AT&T規劃
在印第安納州的杭亭頓 (Huntington)建置第一個911系統。我當年
在印第安納州的布魯明頓(Bloomington)舉行婚禮。曾經路過杭亭
頓，是很漂亮的城市。很不幸的，在「911」單一緊急電話號碼
的建置上，杭亭頓終究沒有拔得頭籌。雖然如此，羅許在推動緊

急電話服務仍有貢獻。不過他在1976年競選連任時失利，輸給奎
爾( Dan Quayle)，而奎爾則在此一役，一戰成功，官符如火，扶
搖直上的成為美國副總統。

圖三: (左 )朱巴 (Stephen 
Juba;  1914－1993 )；
(右 )羅許 ( John Edward 
Roush；1920－2004)被
認為是在美國建立911緊
急電話系統的推手。 圖四:《華爾街日報》登出AT&T的911建置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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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雷維市以擁有全美第一個緊急電話系統為傲，甚至在路

牌上都要廣告一番(參見圖六(右))。1968年後 911 成為美國的單

一緊急電話號碼，在全國任何地方撥這個號碼，會經由單一窗口

PSAP (Public-Safety Answering Point)處理。1991年， 歐盟擴大採

用112 為跨國的緊急電話號碼。在台灣，緊急電話號碼包括110、

112，及119。

緊急電話服務的實施有許多困難必須克服。主要在於電話服

務的範圍和實際行政區域的劃分，無法完全吻合。例如某人住在

A市，但離B市警察局較近。家中發生搶案，打緊急電話求救時，

姍姍來遲的可能是路途遙遠的A市警察。如果緊急電話是由行動

手機打來，那麼問題更大，因為用戶隨時在移動。為了解決行動

緊急電話的移動定位問題，林某人也做過研究，發表於《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詳細內容請參見[文獻

一]。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確認打來的緊急電話不是謊報。一般而

言，緊急中心PSAP會有雙層驗證程序。同時接線生也須小心觀察

是否應該終止「不緊急」的緊急電話。

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的緊急電話均為「119」。日語的火警

電話「119」發音與「火火苦」相近。台灣地區於1959年前，報火

警撥09，報警察撥00。1959年後改為「119」及「110」。1969年首

先在台北市警察局消防大隊成立勤務指揮中心，將原來分散裝置

在各分隊的火警電話，統一納入指揮中心。最後值得一提的是，

緊急電話的號碼選擇，會隨著撥號機制的變化而改變。早期以轉

盤式的電話撥號，重複相同的號碼能有效避免誤撥，因此會選擇

999這個號碼。今日以按鍵方式「按」號碼，不小心重複按到同

當天阿拉巴馬州的眾議院院長(Alabama Speaker of the House) 

菲特(Rankin Fite)由哈爾雷維市政府撥打第一通911電話到市警局。

坐在菲特旁邊的人是哈爾雷維市長懷特(James Whitt)。而坐鎮在警

察局接電話的人則是眾議員貝維爾(Tom Bevill；1921－2005；圖六

(左))。據說貝維爾的回話僅僅是很簡短的「Hello」。費茲傑羅全

程待在 ATC 的交換機房，觀察這通電話的進行。

圖五: (左) 葛拉漢(Bob Gallagher)；(右) 費茲傑羅(Bob Fitzgerald；?－2002)

圖六: (左)貝維爾(Tom Bevill；1921－2005)；(右) 哈爾雷維市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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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詩《A Dispatcher's Letter to God》敘述一位緊急電話接

線生的禱告，顯示出她對這份工作的使命感。內容如下: 「Help 

me keep safe those who depend on me. Give me healthy ears, for they 

are my link with those who need me. Keep my mind sharp and alert, my 

fingers quick and nimble. Grant that I never forget how to do ten things 

at once, and do them all equally well. ⋯ God, give me the ability to learn 

what I need, to remember it quickly, and give me the wisdom to use the 

knowledge properly⋯」

[文獻一] Tsai, M.-H., Lin, Y.-B. and Wang, H.-H. Active Location   

    Reporting for Emergency Call in IP Multimedia Subsystem.     

                8(12): 5837-5842 , IEEE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2009.

一鍵的機會很大，因此改成911或119。行動手機隨身攜帶，在晃

動間誤觸按鍵的機會更大，而112的撥號不會受手機鎖鍵功能(Key 

Lock)的限制，更增加誤撥的機會，頗讓人傷腦筋。

大曼徹斯特區警察局(Greater Manchester Police) 曾經報告，在

年夜的6小時內接到2,400通緊急電話，大部分一點都不緊急。因此

警察接到緊急電話時也會再三確認，甚至錯失真正的緊急事件，

造成遺憾。有報案人打緊急電話，會憤憤不平的說:「I called 911, 

and they didn't believe us either.」 為了讓民眾有正確的「緊急電話」

概念，有許多宣導品。林某人記得女兒小時候讀過幾本關於宣傳

緊急電話的圖畫書 (參見圖七)，寓教於樂，相當不錯。

圖七: 寓教於樂的圖畫書《Emergency Call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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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電磁學的研究，應先介紹丹麥科學家奧斯特 (Christian 
Oersted；1777－1851；參見圖三)。他無意中發現了通電的導線會
使一旁的磁針產生偏轉。以往「電」與「磁」一直被當作兩個不

相干的現象，因此研究一直沒有大的進展。1820年7月21日，奧斯
特以拉丁文發表論文《關於磁針上電流碰撞的實驗》，宣布「電

流的磁效應」這個重大發現，不僅為電和磁之間建立了聯繫，開

拓了電磁學的探索道路，造成了後來電報、電話等應用的實現。

他因此被稱為「電磁學之父」，而磁感應強度(Magnetic Induction )
也以他的姓氏為單位。「電流的磁效應」影響了英國科學家法拉

第的研究。法拉第評價奧斯特的發現如下：「它猛然打開了一扇

科學領域的大門，那裡過去是一片漆黑，如今充滿光明。」

1990年至1995間我在Bellcore工作，最初的工作範圍以電信應

用為主。1993年後，參與行動通訊相關計畫，認識了好幾位無線

電技術的專家，包括張麗鳳(參見圖一)及Tony Noerpel。當時的老

闆Nelson Sollenberger是IEEE及AT&T 的雙料Fellow，不管在研究或

實作方面，都是第一流的水準。有趣的是，他並沒有博士學位，

而初次會面的人卻都順理成章的稱他為Dr. Sollenberger。聽到這個

稱呼，他會立刻糾正，說他不是博士，讓在場的人尷尬一陣。我

回到台灣後，研究領域仍然和無線電技術相關，也和這群老朋友

保持聯繫。

無線電波是一種電場和磁場的波動，可由頻率很高的交流電通

過天線輻射產生；換言之，它是電磁波的一種表現形式。提到電，

就必須談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參見圖二)。他

是電的發現者，於1752年以一捲鐵絲及絹布糊成的風箏，在大雷雨

中做實驗，發現閃電是空中正負電子撞擊的結果，並發明了避雷

針。其實富蘭克林最初只是好奇，想知道空中的閃光是否是電流。

更早於1747年，富蘭克林就開始玩起靜電玻璃管(Electricity Tube)，

他發現許多電學的現象，由此打開廣闊的研究領域。

無線電的故事

圖一: 張麗鳳(右)的研究紮實，是林某
人很佩服的無線電技術專家。每次她
來台灣，我和工研院的周勝鄰博士都
會約她聚餐，2013年交通大學頒發
講座教授給張麗鳳博士，由我代表校
長頒發證書並致贈禮物。

圖二 :  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鼓
吹人們必須努力工作、必
須節省，曾說「留意小錢
的支出，小漏水能讓一艘
船沈沒」（Beware of l ittle 
expenses; a small leak will 
sink a great ship）。富蘭克
林在歐美極受尊崇，有「現
代文明之父」、「美國的完
人」等稱譽。

圖三: 奧斯特(Christian Oersted；1777－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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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兩條導線上的電流方向相同，則導線互相吸引；反之，當電流

方向相反時，導線互相排斥。其吸引力或排斥力與導線之間距離的

平方成反比。」這就是「安培定律」（Ampere's Law）。
和安培同一時代的法拉第於1 8 3 1年發現電磁感應現象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奠定了日後電機工業發展的基礎。
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1791－1867；參見圖五)沒受過正規數
學教育，卻以無比的想像力將向量(Vector) 的概念導入電磁學。
如果我們比較沒有受過正規數學教育的科學家，法拉第的功力

顯然比愛迪生要高明(請參見《直流電大戰交流電》[文獻二]) 。
法拉第的人格高尚謙虛。皇家學院聘請他為學會主席，英國貴

族院要授予貴族封號，都被他謝絕。他的化學教科書《Chemical 
Manipulation》極為暢銷，自1827年至1838年間再版多次。他拒
絕印行第五版，認為科學書籍萬壽無疆的再版，代表科學沒有

進步，是很丟人的。法拉第是很感性的人，寫了一堆情書給他

的妻子撒拉(Sharah Barnard)。某次婚前約會，搭驛馬車到曼斯頓
（Manston）看夜景，法拉第寫道：「難以想像坐馬車有這麼的
快樂，每一刻的時光、每幅景緻、每個地方、都優美的像首交響

曲，我去過的任何地方，我渡過的任何夜晚，沒有一次像今夜這

麼奇妙，全是因為有她作伴。」

繼奧斯特之後對電磁學做出貢獻的人物是安培（Andre-Marie 

Ampere；1775－1836；參見圖四）。安培在13歲時寫了一篇論文

《求圓錐形曲線長度的研究》，獲得里昂科學會刊登。他去旁聽

里昂學院達伯倫（Abbe Daburon）教授的數學課程，教授給他的評

語是：「數學的困難，無法阻擋他前進的腳步。」

安培的第一任妻子病逝，第二任太太離婚，之後他放縱情

慾。身為大學教授，卻常常偷跑到聲色場所。1811年，他與一

位有夫之婦同居。隔年又和孩子的家庭女教師發生不倫關係。

他難以自拔，痛苦自白：「我內心的欲望，是我的意志難以駕馭

的⋯⋯我的行為，實在邪惡。」1814年，安培自殺一次，沒有成

功。1817年，安培無意間讀到《效法基督》(De imitatione Christi)一

書。之後大徹大悟，將注意力轉移，研究奧斯特的電磁現象，以

脫離情慾。1820年安培發表《直線電導線間的電動力》，提出：

圖四:安培（Andre-Marie Ampere ; 1775－1836）小時候上學，總會停在
塞納河的橋上玩著小石子，做數學遊戲。有一次看錶，發現玩過頭，急
忙將石頭丟入河中，跑進學校。到校後才發現手上抓著石頭，錶已丟入
塞納河。他的前輩牛頓也幹過煮金錶這種糗事( 參見《科技人的宗教信
仰》 [ 文獻一 ] )。

圖五 :  法拉第  ( M i c h a e l 
Faraday ; 1791－1867) 某次
作完電磁感應理論講演後，
一位貴婦人有意挖苦他：
「教授，你講的這些東西有
甚麼用處呢?」法拉第詼諧地
回答：「夫人，你能預言剛
生下的孩子有甚麼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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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學時修電磁學這門課，遇到了一位好老師毛齊武教授。

他深入淺出的解釋馬克士威爾方程式，讓我領略到數學式子背後

的深層含意。我寫作業時，特別喜歡將馬克士威爾方程式轉變成

三度空間的圖像，用彩色筆繪出。毛齊武教授收藏了我的作業。

二十年後我再度拜訪他，看到當年被收藏的作業，非常訝異，這

是插花的題外話。

法拉第和馬克士威爾在電磁領域的貢獻引領後世科學家，

成為發展無線通訊技術的堅固基礎。接下來，英裔美國人休

斯 (David Edward Hughes；1831－1900；參見圖七) 發明感應
秤 (Induction Balance) 並於1879年將之應用於無線電波的傳
送。可惜，1879年時馬克士威爾的電磁波理論 (The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還未被證實，休斯將他發現的這種傳輸誤
認為已知的電磁感應。休斯是很有天分的人，在音樂方面有很深

的造詣，19歲就當上音樂系的教授。

緊接著法拉第之後，在電磁理論大放異彩的是馬克士威爾

(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參見圖六)。法拉第的發現

能「說服人心」，應該歸功於馬克士威爾。就像牛頓為伽利略的

先見套上數學原則一般，馬克士威爾以數學形式將法拉第的立場

加以闡述。類似於安培，馬克士威爾也是天才兒童，15歲時就在

愛丁堡皇家學會的會刊上發表論文《談橢圓之製圖法》，和當時

的大科學家平起平坐。在1860－1865年間，馬克士威爾和法拉第

多次接觸，惺惺相惜。1873年，馬克士威爾的巨著《論電學和磁

學》(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問世。

他所寫下的馬克士威爾方程式 (Maxwell's Equations)完美的詮

釋了電、磁之間的關係。過去一大堆的電磁定律和方程式都僅是

馬克士威爾四個方程式的特例。有意思的是，方程式敘述的定律

(電的高斯定律、磁的高斯定律、法拉第定律，以及經他修正過的

安培定律)皆非他所發現。他將四個定律放在一起，並整理成形式

統一的數學式子。在提出這組完美的方程式之後，馬克士威爾進

一步在這些數學式子中尋找新的物理現象，以紙筆推算出電磁波

的存在，甚至連波速都算了出來，和當時已知的光速非常接近。

因此他做出一個大膽的假設：可見光是電磁波的一個特例。這個

發現，提供了愛因斯坦思考狹義相對論的重要背景。愛因斯坦讚

嘆馬克士威爾的成就是 「Most profound and the most fruitful that 

physics has experienced since the time of Newton. 」，他認為在牛

頓之後，馬克士威爾最具影響力。而愛因斯坦則於1905年將牛頓

及馬克士威爾的理論連結，成為其相對論之濫觴。馬克士威爾也

很有幽默感，寫情詩三句不忘本行，有如下的句子: 「Charged to 

a volt with love for thee」[附註一]。

圖六: 馬克士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 20多歲時寫了
一篇關於土星光環的論文。100多年之後的太空船飛到土星周圍，證
實了這篇論文的說法。他經由數學計算，認為土星的光環不是整塊固
體，也不是液體，否則引力和離心力的作用會使它分崩離析，因此推
斷土星環應該是由一些小碎塊聚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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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器 (Radio Transmitter)。然而，美國專利及商標局在1904年將無

線電的專利權判決給了馬可尼，之後特斯拉一再努力，爭取無線

電專利權。一直到他死後的1943年，美國最高法院才宣布特斯拉

是無線電的發明人。特斯拉的故事參見[文獻二]。

在休斯發明感應秤後經過8 年，德國人赫茲 (Heinrich Rudolf 

Hertz ; 1857－1894；參見圖八) 於1887 年提出了製造電磁振盪器的

方法，並觀察到電磁波的反射、折射、干涉和偏振，證實了馬克

士威爾的理論。他展示了電磁波的直線傳播，並將這個重要結果

發表於期刊《Annalen der Physik》。他發現的無線電波反射，引導

出雷達的發明。赫茲並未將他的成果往實際的應用發展，而只是

單純的認為他證明了馬克士威爾的理論是正確的。當人們問這個

發現往後的發展為何，赫茲聳聳肩說: 「Nothing,  I guess. 」赫茲下

此結論的原因如下: 沿著地面的電磁波信號，會受到地面建築和高

山的影響，不可能傳得很遠，因此是無三小路用。他並沒有考慮

到地球大氣層是一面天然的反射鏡，可以有效的反射電磁波，達

到遠距傳輸的目的。

真正實用的無線通訊及遙測技術是由塞爾維亞工程師特斯拉

(Nikola Tesla；1856－1943；參見圖九(左)) 所實現。1889年特斯

拉宣稱在科羅拉多州進行實驗，將無線電訊號傳送到巴黎。1893

年到 1895年這段期間，他在密蘇里製造並成功的展示了無線電傳

圖七：休斯  (Dav id 
Edward  Hughes  ; 
1831－1900)；2010
年出版《Before We 
Went Wireless:David 
E d w a r d  H u g h e s 
FRS》很生動的敘述
了休斯的行誼。

圖八: 赫茲 (Heinrich Rudolf Hertz；1857－
1894)；我畫圖時，貓咪Simba跳到桌上，踩
到我的手。筆一滑，赫茲的右額頭就多出一
條線。讓他破相，實在抱歉。

圖九: (左) 特斯拉(Nikola Tesla；1856－1943) 是感情很
豐富的人，然而常常搞不懂他要的是媽媽或是愛人，
最後也落魄的結束一生；(右)波波夫（1859－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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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馬可尼攜夫人史凱莉(Christina Bezzi-Scali)作環球旅

行，於12月訪問中國(參見圖十二(左)) ，在上海交通大學裝設一

套無線電發射設備。他也到上海真如鎮參觀無線電發訊台(參見圖

十二(右))。真如無線電發訊台於1929年設立，當時是遠東最大的無

線電發訊台，隸屬國民政府交通部，擔負國際電報業務，其電路數

一度佔世界第四位。日軍侵華，真如無線電台是轟炸破壞的重點目

標。上海淪陷前，電台大部分設備、人員遷往成都及重慶。日軍占

領後，加以擴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真如台，擴大

發訊。1951年，真如國際電台併入上海電信局，承擔長途電話、電

報、傳真、廣播，以及氣象、航海、石油、漁業等專業通訊。 

追本溯源，第一部無線電接收器的發明應該歸功於俄國人

波波夫（1859－1906；參見圖九(右)）。他於1894年發明的無線

電接收器，基本上是一個金屬檢波器。和特斯拉同一時期使無

線電通訊進入實用階段的推手則是義大利人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參見圖十)。1894年，才20歲的馬可尼就

了解赫茲電磁波實驗的重要性，想到利用電磁波向遠距離發送無

線電信號。以此方式，可提供海洋船隻的通訊。1895年馬可尼發

明散屑器，並且送出一個無線電信號，越過葛里封別館附近一座

小山。很不幸，義大利郵政局拒絕他的發明。次年馬可尼轉移陣

地，到英國公開試驗實用無線電報，送出越過英國索爾斯伯利平

原三公里的信號。

1897年 5月，馬可尼傳送橫越布里斯托海峽14.5公里遠的信

號。7月，馬可尼成功發送海對地的無線電信號。整個無線電報

技術成熟，在倫敦成立馬可尼無線電報公司，於1899年送出橫越

英吉利海峽的信號。1900年馬可尼在調頻(Tuning)研究工作有重大

發展。1901年 12月12日，從英國波爾滬傳送出摩斯電碼“Ｓ”，

在加拿大的紐芬蘭接收到。1905年馬可尼採用水平指向性天線

(Horizontal Directional Aerial)，有效增加長途發報的範圍。

1909年有一艘汽船遇難沉入海底，這時船上的馬可尼無線電

機傳出求救訊號，船員因此得救。同一年馬可尼因其發明而獲得

諾貝爾物理學獎。1912年 4月15日，「永不沉沒」的鐵達尼號在

首航中撞上冰山。船上馬可尼公司的發報員利用無線電機求救，

附近收到信號的一艘船隻前來救援，使得七百餘人倖免於難。圖

十一是紀念第一個SOS訊息拯救船難的郵票。

圖十: 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

圖十一: 紀念第一個SOS訊息的郵票：
SOS是國際摩斯電碼救難信號。這三個
字母組合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被採用的
原因是它的電碼“ ...---...”（三個圓
點，三個破折號，然後再加三個圓點）
在電報中是發報方最容易發出，接報方
最容易辨識的電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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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的技術實現了許多無所不在的應用。我個人最常用的

應用是無線視訊會議 (TelePresence)。2011年8月我常常在往返台

北及新竹間的高速公路上，以無線視訊會議和在美國的太太及在

泰國的大女兒聯繫。最新的視訊會議系統結合無線技術，讓身處

地球不同角落的人，以環保又經濟實惠的方式，享有最接近面對

面的溝通交流模式，達成最好的溝通品質與效率。TelePresence也

翻譯成「遙現」，是用虛擬實境技術實現遠端複雜控制的一種技

術。最早出現於艾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參見圖

十四(左) ) 的1956年小說《The Naked Sun》(參見圖十四(右) )。

今日在台灣盛行的行動通信技術GSM採用跳頻(Frequency 

Hopping)技術，而有重大貢獻的人物是曾被譽為全世界最美麗的女

人拉瑪（Hedy Lamarr ; 1914－2000；參見圖十三）。拉瑪是美國影

星，二十歲時演出電影史上第一部「露兩點」的影片《Ecstasy》，

全世界對其美貌驚艷不已。1940年拉瑪在宴會上遇到鋼琴家安瑟

(George Antheil；1900－1959) 。在鋼琴邊閒聊之際，拉瑪忽然想到

一個秘密通訊的方法，可發展出抵擋敵人電波干擾(Anti-jamming)

並防竊聽的軍事通訊系統。當時的無線通訊使用固定頻率，除了容

易被攔截干擾外，並時常有斷訊問題。拉瑪看著安瑟手邊的琴鍵，

靈機一動：「就像彈奏鋼琴的不同琴鍵一樣，時常改變通信的頻

率就可達到防止敵人電波干擾的目的。」安瑟按照拉瑪的想法，藉

由他所熟悉的自動鋼琴，開發出一個能夠自動編譯密碼的模型，亦

即今日我們熟悉的跳頻技術。這項技術不但擴大通訊量，並且成功

將通訊內容加密，在1942年取得了美國專利。1985年Qualcomm在

美國加州成立，以展頻技術為基礎，研發出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系統，常提及拉瑪在跳頻技術的貢獻。

圖十二: (左)馬可尼(中間)攜夫人訪問中國；(右)真如無線電發
訊台模型(林某人拍攝於上海電信博物館)

圖十三 :  拉瑪（H e d y 
Lamarr；1914－2000）
1 9 6 6年出版爭議性自
傳，為暴露個人情慾隱
私之第一人。二戰時她
希望美國軍方能將她的
發明加以實作，改善軍
事通訊，但未被採納。

圖十四 : (左 )  艾西莫夫  ( Isaac 
Asimov；1920－1992) 是公
認的科幻大師，與凡爾納、威
爾斯並稱為科幻歷史上的三巨
頭，也與海萊因、克拉克並
列為科幻小說的三巨頭； (右 ) 
《The Naked Sun》被譽為「an 
interesting exercise in scientific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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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沙的一家公司Panstwowe Zaklady Tele i 

Radiotechniczne工作。1939年他被公司送到

美國進行一項無線電接收器的研發計畫。沒

多久德國入侵波蘭，麥格努斯基回不了家，

只好待在美國落地生根，大戰之後也不再返

回波蘭。他的兒子彰顯老爸在無線電專業的

貢獻，在伊利諾大學的電機資訊工程系設

立了一個講座Henry Magnuski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Professorship來紀念他。

摩托羅拉在二次大戰期間也生產調幅

(AM)的對講機SCR-536，體積較小，不需

背包，可以手持，因此稱為「手提對講機」

(Handie-Talkie；參見圖十六(下))。其實我們

今日叫「Walkie-Talkie」並不對，因為這是

指主機放在背包的對講機。正確的叫法應該

是「Handie-Talkie」，不過這個詞兒在1951

年已被摩托羅拉註冊為商標，因此其他廠商

都不用它，而是將他們的產品另取名字，

例如「Handheld Transceiver」或是「Handie 

Transceiver」。摩托羅拉的對講機製作精

良，堅固耐用，有人開玩笑說，由其結構觀

之，可以當作「磚頭」來防身，扔出去砸傷

人綽綽有餘。這種專業機型可以在沙漠、雨

林、火場等惡劣環境下使用，殆無疑義。之

今日無線電產品處處可見，而我小時候最羨慕卻得不到的

是無線電對講機 (當年國民政府戒嚴，小老百姓是不准碰的)。

在此細說一番無線電對講機的歷史。最早以調頻技術(Frequency 

Modulation簡稱FM)研製的無線電對講機  (Radio Receiver/

Transmitter) 係於1940年由蓋文製造公司(Galvin Manufacturing 

Company) 研發成功。蓋文製造公司是 Motorola的前身，其故事請

參見《摩托羅拉的故事》[文獻三]。當時設計的對講機是放在背

包，可揹著邊走邊說，因此被暱稱為「Walkie-Talkie」。早期對講

機的研發，主要人物是諾柏(Daniel Earl Noble；1901－1980)。

諾柏在學生時期就進行無線通訊研究，一手設計並建立了

美國康乃狄克州的雙向警用無線電系統。這是全世界第一套雙向

FM 無線行動電話系統。1940年這套系統建置成功後，蓋文製造

公司的老闆蓋文(Paul V. Galvin)見獵心喜，力邀諾柏加入他的公

司。於是諾柏擔任了蓋文公司的研究部門主管。他的第一個任務

是為美國通訊部隊(U.S. Signal Corps)建置無線電對講機，戰果豐

碩。美國通訊部隊的故事請參見《軍隊的通信》[文獻四]。1947

年後諾柏為摩托羅拉設立第一個半導體研究室。這個實驗室發展

出和無線通訊相關的電晶體如 Power Transistors 及Radio Frequency 

Transistors。 諾柏對雙向無線通訊的研發貢獻卓著，因此IEEE於

2000年設立Daniel E. Noble Award，其獎章如圖十五所示。

1940年蓋文公司設計的對講機研發團隊由諾柏領軍，定調採

用FM技術。射頻工程師(RF Engineer)是波蘭人麥格努斯基 (Henryk 

Wadysaw Magnuski；1909－1978；參見圖十六(上))。他早年貧

苦出身，幫波蘭軍隊修理收音機來養活自己和妹妹。1934年他

圖十五: 諾柏(Daniel 
Earl Noble；1901－
1980)

圖十六: (上) 麥格努斯
基 (Henryk Wadysaw 
Magnuski；1909－
1978)的兒子漢克在
1985年完成了第一
部電腦傳真機，賺了
不少錢，他的故事參
見《閃文集Ⅲ》第55
頁；(下) SCR-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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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被認為是無線電對講機的發明者是加拿大人印斯 (Donald 
Hings；1907－2004；參見圖十八(右)) ，於1937 年為他的東家CM&S
公司研發出可攜式的無線訊號裝備(Portable Radio Signaling System)，
命名為「Packset」。1939年加拿大對德國宣戰，CM&S送印斯到渥
太華 (Ottawa)，將他的發明轉為軍事用途。印斯在電信方面有多項
專利，被選入電信名人堂(Telecommunications Hall of Fame)。

今日的行動電話業者也有提供無線電對講機服務，稱之為

PoC (Push-to-Talk over Cellular)。中華電信於2005年利用GPRS
網路，提供亞洲第一個PoC服務，最多同時可容納20位用戶的
對話。客戶群主要是情治及警政單位。一般民眾也有人訂購此

服務，有趣的是，大部分的連線只有兩個人。略窺究竟，當中

有一些是男女朋友，貪圖談話方便，不想撥號，將PoC當成談
情說愛的熱線，倒也恰當。一般而言，PoC服務除美國外，並
不易推廣。林某人對PoC服務，有深入研究，分析PoC說話權控
制的演算法，發表於國際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文獻五] 。

後摩托羅拉繼續發展Handie-Talkie技術 (圖十七(左)是摩托羅拉後

來發展出的調頻FM對講機) ，並成為行動電話的製造廠商。圖
十七(右) 為林某人使用摩托羅拉為太古公司(Swire)製造的古早行
動電話，體積相當龐大。 

更早於諾柏的團隊，另一位無線電工程師葛羅斯(Alfred 

J. Gross；1918－2000；參見圖十八(左))發明高頻無線(High-

frequency Radio)對講機的設備(和諾柏的FM技術不同)。葛羅斯於

9歲時就開始玩無線電，可謂出道甚早。他於1934至 1941年間研

究早期的Walkie-Talkie技術。葛羅斯使用高頻無線技術，引起美

國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重視，雇用他來發展空對地

(Air-to-Ground)的雙向無線通訊系統，稱之為Joan-Eleanor (有趣

的是，Eleanor是某位CIA員工的老婆，而Joan則是另一個員工的

相好)。Joan-Eleanor系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用於敵後通訊。這套

系統首建奇功於1944年，在 3萬英呎的高空上接收到荷蘭的敵後

工作人員巴比(Bobbie)傳送的情報。

圖十七: (左) 摩托羅拉的Handie-Talkie電話 (收藏於高雄科工館)；(右) 林某
人使用摩托羅拉為太古公司(Swire) 製造的行動電話。

圖十八: (左)葛羅斯(Alfred J. Gross；1918－2000)；(右)印斯 
(Donald Hings；190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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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百年來無線電技術的建立，為今日無線電的應用打下

基礎，發展能夠一日千里，也已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我們享受

行動應用的便利，都歸功於這些先賢百年來的努力。

[誌謝] 感謝蘇育德教授提供意見。

我在《軍隊的通信》一文提到通訊對軍隊作戰的重要性。早

年作戰以陸軍為主，採用有線通訊。海軍和空軍大量擴增後，無法

利用有線通訊，往往得獨立單兵作戰，靠個人直覺及膽識致勝。

有名的例子是抗日時期的高志航(1907－1937；參見圖十九(左))。

他19歲時在軍閥張作霖的東北航空處擔任少校駕駛員，在一次演習

中折斷右腿。療養後，腿比原來短一分，駕駛飛機技術卻反而比以

前更有進步，被稱為高瘸子飛行員。九一八事變，高志航南下到杭

州筧橋航空學校擔任空軍少尉見習。當時飛機上並無通訊設備，必

須靠單兵作戰。他苦練精進各種飛行技術，能倒飛及弧形飛，被公

認為中國獨一無二的飛行技術。高志航去義大利考察，曾在墨索里

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參見圖十九(右))面前表演飛行技

術，折服義大利飛行員，深受贊許。墨索里尼說:「(高志航)這樣技

術的飛行員在義大利也是數一數二的。」

高志航的飛行技術亦折服蘇聯人，被一位蘇聯空軍少將稱為

天神及現代英雄。 1937年8月14日日本航空隊出動百架轟炸機，

轟炸江、浙兩省。高志航緊急下令起飛迎戰，10分鐘戰鬥，擊

落敵機6架，擊傷2架，而國軍飛機無一損失。輝煌戰果轟動了全

國，特別將8月14日定為空軍節。當時中國戰機並無通訊設備，皆

靠飛行員間的默契及個人膽識作戰。日本飛行員對高志航又敬又

恨，發毒誓時常說：「我要作了虧心事，出門就碰上高志航。」

二次大戰期間無線通訊技術快速發展，戰機之間已有良好通訊，

可輕易達成協同作戰，像高志航這類個人英雄式的飛行員就不常

見了。

圖十九: (左) 高志航(1907－1937)；(右)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一向瞧不起亞洲人，卻深深折
服於高志航的飛翔技術，提供高薪，希望高志航留在義
大利。英國飛行員見墨索里尼如此讚揚中國人，很不服
氣，挑戰高志航在空中對決，卻被高修理得落荒而逃。
墨索里尼器重高志航，是有眼光的領袖，可惜歷史評價
不高。不過他在國內仍受愛戴。義大利有句俗話：「無
論你怎樣批評墨索里尼，起碼他讓火車準點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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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Push-to-Talk over Cellular.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7(7): 2612-2618, 2008.

     [附註一]  馬克士威爾的文學造詣相當好。他寫了一首詩

《Valentine by a Telegraph Clerk》，當中「Clerk」 也是馬克士威爾

的名字，有點一語雙關，我姑且翻譯為《電報員的情人》。在我看

來，這是一首「不純粹詩」(Impure Poetry) ，有莎士比亞的功力。

當中兩句的翻譯如下: 「電流經過重重電阻下，磁場不斷地向外開

展，而妳又按回來，傳達我如下的訊息」， ⋯，「我是妳的電容，

妳以電流注灌了我，而我則轉變成電壓，充滿妳這個電池。」。原

詩附錄如下: 

The tendrils of my soul are twined
With thine, though many a mile apart.
And thine in close coiled circuits wind
Around the needle of my heart.

Constant as Daniel, strong as Grove.
Ebullient throughout its depths like Smee,
My heart puts forth its tide of love,
And all its circuits close in thee.
O tell me, when along the line
From my full heart the message flows,
What currents are induced in thine?
One click from thee will end my woes.
Through many a volt the weber flew,
And clicked this answer back to me;
I am thy farad staunch and true,
Charged to a volt with love for thee

[附註一] 馬克士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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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師鮑多(Jean-Maurice-Emile Baudot；1845－1903；參見圖二) 。

他在1894年發展了一種多工器(Multiplexer) ，可以在一條電線上

同時傳送4個混合訊號。這一個重要發明奠定了網路系統的多工

架構，能提供多位用戶同時使用電報網路。鮑多也發明了鮑多碼

(Baudot Code) ，取代了摩斯碼。

鮑多碼是早期數據通訊所採用的編碼。該碼使用5個位元

(Bits)來代表一個字元 (共32個不同的字母及其他符號) 。為了紀

念鮑多，電報傳輸速率以鮑多(Baudot Rate)為單位，每一個鮑多

是指電子信號在一秒鐘最大狀態改變的個數，也被當作電腦之間

傳輸速率的單位。早期的電傳打字機有三排按鍵，包括大小寫字

母，以每分鐘大約60字元的鮑多碼傳送。

1960年代初期，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研擬自

動編目格式，制訂英文的字元集與交換碼，作為圖書館書目交換

的共同標準。1968年美國國家標準局以此交換碼為雛型，制定了

「美國資訊互換標準代碼」（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或ASCII），作為電腦數據傳輸的標準碼。前面提到的

在《閃文集》的「行動計算 (Mobile Computing)」文中提到

我有一部30多年前使用的打字機，仍然保存至今，很獻寶的秀

(show)給大家瞧瞧(如圖一(左)所示)。打字機經過改良後，被用於

電傳 (Telex)的發送及接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打字機在資訊

傳遞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在鼓勵婦女從軍時，都以打字機來

當做號召廣告(參見圖一(右))。電傳打字機(Teletypewriter)傳送的

資訊必須經過電信編碼(Coding) 。電信編碼的演進，也有一些有

趣的故事。

電傳打字機最早的想法來自於豪斯(Royal Earl House；1814－

1895) 。早期電報以摩斯碼傳送。1844年豪斯首先在紐約展示一

項發明，將收到的摩斯碼訊號連到兩組各有28個類似於鋼琴鍵的

鍵盤，每個按鍵代表一個字母，以顯示接收到電報的內容。1886 

年豪斯公司和摩斯公司爭論這個發明是否侵犯摩斯碼專利，大動

干戈的打官司。沒多久兩家公司合併為Great Western Telegraph 

Company ，不打不相識，冤家變親家。接下來有一群工程師持續

改良電傳打字機，包括我們在《無線電的故事》一文中提到的休

斯 (David Edward Hughes ; 1831－1900) 。而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工

電信編碼

圖一: (左)我的古
董打字機； (右 ) 
美國小姐在二次
大戰時為美國政
府宣傳。

圖二: 鮑多(Jean-Maurice-Emile Baudot；1845－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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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II藝術也演化出新創的標點符號。尤其是由手機發出簡訊

的小符號組合，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的增加。標點符號(Punctuation)

源自拉丁文「點」(Punctus)，讓讀者知道閱讀時何時應該停頓。

西方標點符號最早由亞里士多芬(Aristophanes ; 前257－前180;參

見圖五(左))發明，並解釋其意義。例如冒號「:」(Colon)表示詩的

一節，引申為句中不長不短的停頓。之後各種標點符號層出不窮

的冒出，直到印刷術發明後，才逐漸統一。原因是印刷的字模固

定，無法任意創造新的標點符號。

鮑多碼以非同步方式傳送，而ASCII則以同步方式傳送，是今日最

通用的單位元組編碼系統，等同於Universal Multiple-Octet Coded 

Character Set（簡稱UCS;即是國際標準ISO/IEC10646）。ASCII使用

7個位元來表示英文字母、數字，以及其他符號，後來第8位元也

編入成為延伸ASCII（Extended ASCII），可以增加許多外文和表

格符號，共可表示256個不同的文字符號。

1984年公佈ISO10646時，美國部份大型電腦業者都反對。原

因是ASCII只能顯示256個字元的限制，對於其他外文(例如中文) ，

自然不敷使用。1988年初， Xerox及Apple等公司另外編訂16個位

元的全球字元編碼標準，可容納全世界各種語言的字元和常用符

號，命名為Unicode。今日ASCII字碼仍被使用，而由其符號更發展

出所謂的「文字圖」創意，亦稱為ASCII藝術(ASCII Art)，主要使

用ASCII電腦字元來繪出圖片。最簡單的ASCII藝術由兩個字元符

號組成，例如「:) 」(微笑) 。圖三是台灣於2005年發行的符碼傳情

郵票。現在也有一些程式可以自動將照片轉換成ASCII藝術。由程

式轉出的ASCII藝術作品例子，如圖四所示。

圖三: 台灣發行的符碼傳情郵票

圖五 :  (左 )  亞里士多芬
( Aristophanes ; 前257－
前180) ; (右) 許慎 (58－
147）字叔重，有「五經無
雙許叔重」之譽。

圖四:  (a)我點畫的人像; (b)轉換為ASCII Art的人像；(c) 放大ASCII Art的
眼睛部分；(d) ASCII Art眼睛再放大後，可清楚看到英文字母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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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符號融合成一個方便的符號。這個新符號表示既疑又驚的情感

(Interrobang)，它的Unicode為8253，在HTML文件中可以用&#8253；
或&#x203D；來表示，不過這個符號的使用並不廣泛，有些網頁瀏
覽器並不支援。

ASCII Code也用於GSM的英文簡
訊(Short Message)編碼。簡訊是1980
年代由行動電話系統提供的服務，

該服務的規格由德國人希勒布蘭德

(Friedhelm Hillebrand;參見圖八(左))主
導制定。當時他考慮簡訊的字數限制

時，並沒有做任何專業的市場調查，

而是由兩項觀察得到的結論。他們發

現在賀卡上寫的字很少超過150個字
元。而在分析商業電傳 (Telex) 時，字
數也少於150個字元。對於採用160個
字元的簡訊容量，希勒布蘭德很滿意

的說：「This is perfectly sufficient」。
在決定字數後，GSM規格會議就進行
簡訊編碼的制定。在140 bytes的傳輸
容量限制下，以ASCII編碼，正好是
160個字母。近年來每年都有數百萬
億通簡訊的發送，但希勒布蘭德沒賺

到錢，他說，如果部分收入能進入他

的口袋，「that would be nice」。中文
簡訊用UCS2 編碼，以70個字(包括數
字、標點符號及空格)為限。這個限
制是將就於當初英文簡訊傳輸容量，

完全沒有經過任何市場調查。

中國自先秦時代就已經有標點符號。戰國時代的竹簡以

「└」符號表示一篇文章的結束，而「▄」則表示斷句。漢代許

慎(58－147；參見圖五(右))把「)」符號收入《說文解字》(參見
圖六(左))，解釋為「鈎識」。「鈎識者，用鈎表識其處也。⋯今
人讀書有所鈎勒，即此。」根據亞里士多芬及許慎的說法，ASCII
藝術「:) 」不就像是讀完一節好詩，愉快的停頓，予以鈎識?

191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參
見圖六(右))，是第一部用白話和新式標點寫作的中文書。汪原放
（1897－1980）於1920年在上海經營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中國
第一部有標點符號的古典書籍《水滸傳》。標點符號的使用，對

中國白話文的推廣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些人寫作，超愛用標點符號，例如英國作家強森(Benjamin 
Jonson；1572－1637；參見圖七(左))甚至在自己名字中間加了冒
號，變成「Ben : Jonson」。而標新立異，創造符號成癖的，也
大有人在。我曾在電子郵件收到重疊「?」及「!」的ASCII藝術
(參見圖七(右))。這個符號是史派克特 (Martin Speckter；1915－
1988) 的傑作。他是一位廣告商，覺得設計廣告時，若宣傳句子
結尾只用一個符號會比使用兩個更好看。於是想盡辦法想將兩

圖六: (左)西元100年（東漢和帝永元
十一年）出版的《說文解字》，是中
國第一部字典；(右) 《中國哲學史大
綱》只有上半卷。雖然胡適一再承諾
會寫下半卷，卻未曾兌現諾言。他的
《白話文學史》也只有上卷，因此胡
適常被人笑稱為「善作半卷書」。

圖七 : (左 )強森 ( B e n j a m i n 
Jonson;  1572－1637) ; 當年
演員們經常推崇莎士比亞，說
他寫作時手到拈來，絕不塗改
一行。強森的看法是：「莎翁
可能先已塗改過一千次了。」
(右)重疊「?」及「!」的ASCII
藝術

圖八: (左)希勒布蘭德(Friedhelm 
Hillebrand)；(右)摩斯(Samuel 
Morse；1791－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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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必備電碼本。林某人印象中《新石頭記》提到這封電報，和

後來的武昌起義有關。武昌起義也有編碼趣聞。當時起義軍急於

把起義成功的消息散播全國，就想利用電報。然而《電報新編》

是明碼，在電報局會被清廷截留，必須改用密碼。當時湖北的清

朝大官作鳥獸散，只扔下一個八省土膏捐大臣柯逢時。 他手裡有
一份密碼本，可以用來發通電。 於是起義軍去柯逢時那裡弄來密
碼本，隨即聯絡漢口的俄國領事，請俄羅斯人代發電文，成功的

通電全國。就如同當年武昌起義，電文需要加密，今日行動通信

的有些簡訊應用(如銀行密碼傳送)也需要在訊息加密。當年希勒
布蘭德決定簡訊的字數時，並未考慮加密，林某人做加密簡訊的

的研究，發現ASCII碼加密後能發送的簡訊的字數大幅縮水，真
是傷透腦筋。該研究發表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Networks》[文獻二] ，詳細內容就不細表。加密一直是通訊編碼
的重要議題，例如布魯姆(Manuel Blum；b. 1938；參見圖十(左))
及姚其智(Andrew Chi-Chih Yao；參見圖十(右))在加密這領域都
有相當大的貢獻。

代表字母的編碼也有好玩的故事。例如摩斯(Samuel Morse；
1791－1872；參見圖八(右))發明的摩斯碼以三短一長代表英文
字母「V」，發出聲音是di-di-di-dah。這不正是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 1770－1827；參見圖九)第五交響樂章(Fifth 
Symphony) 的第一小節的音符嗎? 而「V」也是羅馬字「五」。這
是巧合嗎? 或者晚貝多芬20年出生的摩斯參考過第五交響樂章?

中國最早的電報編碼也用到摩斯碼。早期漢文的每個字都配

有一組四位數的電報碼。例如「中」是「OOO二」號，「國」
是「O九四八」號，這些號碼轉換成摩斯電碼後，就可以傳送電
報。而電報碼的轉換，最早靠一本類似電話簿的《電報新書》，

係參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選了6800個漢字來編碼。
後來鄭觀應 [附註一] 把這本書改編了一下，使之更適用於中文，
增加了更多漢字，改名叫《電報新編》，成為中國電報長期採用

的系統[文獻一]。晚清小說，常會提到《電報新編》。例如《新
石頭記》第十八回提到當中的人物伯惠接到一封武昌來的電報，

連忙取《電報新編》，翻譯電文。可見當時大戶人家尚無電話，

圖九: 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 1770－1827)掌握音符已達出
神入化，曾說: 「Music should strike fire from the heart of man, and 
bring tears from the eyes of woman. 」

圖十: (左)布魯姆(Manuel Blum; b. 1938) Turing Award (1995) Citation: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foundations of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ryptography and program 
checking;(右) 姚其智(Andrew Chi-Chih Yao)  Turing Award (2000) 
Citation: In recognition of his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computation, including the complexity-based theory of pseudo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cryptography,and communication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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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倫坡也常常將密碼放在他的詩作中。1839年，愛倫坡在

《Alexander's Weekly Messenger》雜誌向讀者下戰帖，宣稱他能

破解任何讀者提出的密碼文件。一年半之後，他總共破解了100

份讀者的加密文件。他又轉達一位Mr. W. B. Tyler所提出的兩道

密碼文件，挑戰讀者來破解。這位Mr. Tyler大概是愛倫坡的化

名。Mr. Tyler的第一道題於1992 年被一位教授Terence Whalen破

解。第二道題於2000 年被一位軟體工程師Gil Broza破解，歷時超

過160年。

其實好的密碼不在於將原來的碼增加額外的東西。高手反

而會逆向思考，如何減少不必要的東西。美國作家庫池(Joseph 

Wood Krutch；1893－1970；參見圖十二)曾說: 「Security depends 

not so much upon how much you have, as upon how much you can do 

without.」正是這個意思。資訊工程師只會拼命增加通訊碼的複雜

度，應該好好思考庫池的話。

提到加解密，林某人就會想起愛倫坡。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參見圖十一）著迷於密碼學，也常將密碼的概

念引入他的文章。最有名的例子是他的小說《金甲蟲》(The Gold 

Bug) 。在這篇文章，愛倫坡拜訪一位朋友家，這位朋友抓到了隻

金色甲蟲，似乎是新品種，因此雀躍不已。這位朋友獻寶似的畫出

甲蟲的樣子給愛倫坡開開眼界，突然發現了什麼，若有所悟。之後

這位朋友好像發了瘋，一直神經兮兮的外出或在屋裡繞來繞去。一

個月後，他再度邀請愛倫坡到遠處的一棵大樹，樹下發現了大筆的

財寶。原來朋友那天發現，畫甲蟲的那張羊皮紙上有特殊的墨水，

寫下了一堆密碼。朋友解讀後認為是海盜基德船長的寶藏。在英文

中，最頻繁出現的字母為 e，因此故事中假設密碼出現次數最多的

8為 e。其次，英文中最經常出現的字詞為 the，基於8等於 e 的假

設，又可以從密碼裡發現48共出現了五次之多，故解讀出4等於 h。

根據以上的假設及英文特定的語法，終於解讀出其他密碼的意思。

《金甲蟲》是最多人讀過的愛倫坡作品，亦被視為現代解謎小說的

濫觴，啟發《達文西密碼》、《玫瑰之名》等創作。

圖十一: 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第一位
靠創作糊口的美國作家(就林某
人認知)，也因此長期陷於經濟
困難與不順遂的爬紙格生涯。
他曾坦承，創作《金甲蟲》純
粹是為了解決飢餓問題，不過
《金甲蟲》卻是愛倫坡最為人
所知的作品。

圖十二: 庫池(Joseph Wood Krutch；1893－1970)是環
保關懷者，認為人類必須要與其他生物共同分享這個地
球，否則就無法長期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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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hamming_distance(s1, s2):
    assert len(s1) == len(s2)
    return sum([ch1 != ch2 for ch1, ch2 in zip(s1, s2)])
漢明將他的數學研究成果應用於計算機科學和電信，有重要

貢獻。他於1942年獲得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的博士學位。1945年
他參加曼哈頓計畫，計算物理學家所提供的方程式，以判斷引

爆原子彈會否燃燒大氣層。

他計算後的結論是，不會燃

燒，安心投彈可也。無此疑

慮後，原子彈才開始試驗。

二次大戰結束後，他到貝爾

實驗室工作整整30年。在這
段期間，他曾經和「資訊理

論之父」夏農(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2001；參
見圖十五)同一間辦公室。夏
農主攻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而漢明則專攻編碼
理論(Coding Theory)，彼此
互相砥礪切磋，兩人都成為

該領域的巨人。漢明一直活

躍於電腦界，和莫奇利(John 
Mauchly；1907－1980；參見
《誰是電子計算機之父?  》
[文獻四])是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的
共同發起人，漢明後來並成為

ACM的總裁。

過去喧騰多年的「英國麥田圈圖案」(Crop Circle; 參見圖
十三)號稱是外星人的密碼，解密後會變成ASCII碼。這個說法
林某人不太相信，聽完笑笑就是啦。但有此傳說，可見ASCII碼
的名氣甚大。ASCII也涵蓋了一些控制碼(Control Code)。例如
End of Address (EOA), End of Message (EOM), End of Transmission 
(EOT)等等。這些控制碼的「漢明距離」(Hamming Distance)
會盡量遠離，以免混淆誤認。「漢明距離」是美國數學家漢明

(Richard Wesley Hamming；1915－1998) 的發明，屬於資訊理
論 (Information Theory)範疇，用來量測兩個長度相同的字串的
差異程度。簡而言之，「漢明距離」係指同一位置不同字元

的數目(the Hamming distance between two strings of equal length 
is the number of positions at which the corresponding symbols are 
different)。漢明的故事請參見《漢明的研究理念》一文[文獻三] ; 
圖十四為其代表作。

漢明距離可用一個簡單的程式來計算。維基百科登載一個以

Python語言寫的Hamming distance程式，量測兩個字串s1及s2之距
離，如下所示。看不懂的讀者諸君，只要學林某人，一旁鼓掌稱

讚即可。

圖十三: 英國麥田圈圖案在
1970年代後引起公眾注意，
被認為是外星人的傑作。但
在科學家多方考證下，認為
是人為的製作，藉以取樂或
招攬遊客。英國古代也有麥
田圈的記載，出現於1679年
的哈特佛郡(Hartford)。

圖十四 :漢明 ( R i c h a r d  W e s l e y 
Hamming；1915－1998)及其代表作

圖十五 :  夏農 ( C l a u d e  E l w o o d 
Shannon；191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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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一] 鄭觀應（1842－1922；參見圖十七 (左)）是澳門

人，自幼受歐風薰陶，「究心政治、實業之學」，曾發表一篇文

章《論電報》，詳細闡述電報工作原理，並指出電報在軍事、

商業、政治上的種種優勢。他撰寫的《盛世危言》(參見圖十七

(右)）對中國近代社會極具震撼力，影響了光緒皇帝、康有為、

梁啟超、孫中山，甚至毛澤東。

1883年時中國電報局由天津轉移到上海，派盛宣懷(1844－

1916；參見圖十八(左))去解決丹麥大北公司架設電線，影響到

中國利益的問題。當時的助手是鄭觀應。丹麥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參見圖十八(右)）經營陸地和海底電纜業

務，總部設在哥本哈根，背後真正老闆是俄國沙皇，有雄厚的財

力和政治影響力。當時和盛宣懷談判的是大北公司中國地區總辦

恆寧生（J. Heningson）。恆寧生的後人曾於2010年8月回到大北

公司在外灘的電報大廈舊址拜訪，和林某人擦身而過。

其實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特殊的編碼，就是身分證號碼(參見

圖十六右下角)。交大資訊學院的計算機概論的課堂上，就有身

分證的編碼考題。身份證字號的第一位為英文字母，代表登記

出生的所在地。第二碼為數字，是男女生之代碼，男生為 1，女

生為 2。這個數字有點浪費，或許未來可以擴充，例如變性的應

該可以用3和4代表男變女或女變男。接下來為流水號 (Sequence 

Number)，最後一碼則為檢查號碼(Check Sum)，是根據前面的號

碼算出來的。當戶政事務所的職員將您的身分證號碼輸入電腦

時，電腦會自動核對檢查號碼，如果號碼輸入錯誤，會馬上偵測

出，提醒重新輸入，免得您的身分被張冠李戴。有位先生擁有一

條龍身分證號A123456789，大夥都懷疑是假號碼，上網購票，被

禁掉，也沒銀行願意讓他申請信用卡。其實這個號碼是真的，由

A12345678推導出的檢查號碼很湊巧的是9。這個號碼曾被應召站

拿去使用在援交、公司漏稅、健保看病、申請信用卡、郵局掛失

等，害得號碼的主人經常被警方、健保局、稅捐處等單位調查。

圖十六: 身分證的編碼範例；這位女性的號碼
A234567890和男性的A123456789有異曲同工之妙。

圖 十 七 ： ( 左 )  鄭 觀 應
（1842－1922）；(右)《盛
世危言》對中國近代社會極
具震撼力。鄭觀應和年輕時
的孫中山有密切互動。孫中
山北上投書李鴻章，其內容
鄭觀應都有意見參與。後來
兩人理念相左，逐漸疏遠。

[附註一] 鄭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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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海和洋人交涉的慣例，中國其它邊境重鎮也紛紛依照

辦理。 如鎮南關、東興、蒙自、思茅與法國相接，騰越邊界紅蚌

河與英國相接，琿春、黑河屯、恰克圖、伊犁與俄國相接，這些

邊境在商定與外國的電報線轉接時，簽的條款既詳細又慎重，基

本上沒吃什麼虧。 

[文獻一]《電報的故事》，《閃文集II》第105頁 

[文獻二] Hwu, J.-S., Hsu, S.-F., Lin, Y.-B., and Chen, R.-J. End-to- 
     end Security Mechanisms for 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Networks, 1(3/4): 177-183, 2006.

[文獻三]《漢明的研究理念》，《閃文集II》第67頁

[文獻四]《誰是電子計算機之父? 》，《閃文集III》第223頁談判一開始，恆寧生表明希望大北公司能保有廈門的陸路電

報線。當時大北公司在廈門的電報陸線敷設採用新技術，不用電

線桿，而是從海濱地區挖了一條地溝，把海線直接順著地下連到

廈門田尾西面的電報館內。中國的法律規定洋人的電報線「海

線禁止上陸」。 恆寧生很聰明的說：「這個地下陸線其實不算陸

線。我們挖的地溝很深，海拔是負的，電報線是在海平面以下，所

以仍舊該算是海線。」

盛宣懷愣住，正沒理會處，在旁邊一直不吭聲的鄭觀應拿來

一張歐洲地圖，隨手一點，恆寧生立刻語塞。鄭觀應指的是荷

蘭。荷蘭是著名的低地國家，整個國家三分之二都在海平面之

下。鄭觀應的意思很明白，荷蘭境內的電報線全是陸線，丹麥人

從來不說是海線的，到了中國，如何標準改變? 這個常識丹麥人

很清楚，恆寧生只好鎩羽而歸。 

圖十八:(左) 盛宣懷 (1844－1916)；林某人拍攝於台北
郵政博物館，不過和盛宣懷的真正長相差很遠；(右) 
當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在外灘的電報大廈現在改為上
海電信博物館。林某人曾於2010年8月來此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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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他的中文翻譯傳記(參見圖三(右))。這種紀念方式，令人感到

溫馨。反觀格達費，被他的人民處死，下場則令人唏噓。眼見這

些人的生與死，讓我感嘆，不禁深思起人生的意義為何。

自從《閃文集》出版後，張進福及鄧啟福兩位校長的《雙福

筆記》已停筆，而我則繼續為網通國家型計畫執筆《一平繪畫》

專欄。截至2011年底，專欄文章已累積超過15萬字及1300張圖。

我的文章談到許多人物的故事，也繪畫出他們的肖像，並標出

其出生及去世的年份。仍然健在的人，會註記「b.」，是born的

縮寫。《一平繪畫》中敘述的人物，人事變遷頻繁。例如我提到

IBM執行長Sam Palmisano (參見《資訊處理之父與IBM》 [文獻

一])，和我會面時，談起IBM之願景，興致勃勃，意氣風發。如

今已交棒給羅密提（Virginia Rometty），而IBM也成為由女性擔

任執行長的最大規模企業。回首過去寫的文章，不禁有滄海桑田

之嘆。最讓我感到遺憾的是，有些人在我撰寫他們的故事時，仍

然健在，而在文章發表時，卻已身亡，例如《海角七號》中的茂

伯(林宗仁；1947－2011；圖一(左)；參見《指揮(Conductor)的重

要》[文獻二])、伊莉莎白泰勒(Dame Elizabeth Rosemond Taylor；

1932－2011；圖二；參見《電話目錄簿》[文獻三])、賈伯斯

(Steve Jobs；1956－2011；圖三(左)；參見《由賈柏斯談起》[文

獻四])、格達費(Moamer Kadhafi；1942－2011；圖四；參見《軍

隊的通信》[文獻五])、瑞奇(Dennis MacAlistair Ritchie；1941－

2011；圖五；參見《誰是電子計算機之父》[文獻六])、米爾納

(Arthur John Robin Gorell Milner；1934－2010；圖六；參見《誰

是電子計算機之父》)，與馬卡西(John McCarthy；1927－2011；

圖七；參見《資訊情人夢》[文獻七])。這些人蓋棺論定，有榮有

辱。例如茂伯的人緣好，治喪委員會包括政治、演藝界重要人

物，極盡哀榮。又如賈伯斯去世後，中華電信獨資贊助天下雜誌

《一平繪畫》中人物的生與死

圖一: (左) 茂伯(林宗仁；1947－2011)；(右)茂伯治喪委員會

圖二: 伊莉莎白泰勒(Dame Elizabeth Rosemond 
Taylor；193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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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Dainzin Gyaco；b. 1935；參見

圖八）的著作《達賴生死書》(Advice on Dying：And Living a Better 

Life)教導普羅大眾，要了解生命的意義，先得看透死亡的道理。

《達賴生死書》基於輪迴的概念，加以引申，認為人們若不相信

有來世，必然會創造出一個以短期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對於自己

行為的後果不會多加考慮。丹增嘉措認為人們若相信有來世，則

他們的整個生命將全然改觀，對於個人的責任和道德也將了然於

胸。換言之，如果知道死亡後靈魂會輪迴轉世，就會在當下這一

世積極修行，期待有更光明的來世。

圖三: (左) 賈柏斯(Steve Jobs；1956－2011)；(右) 中華電信贊助出版賈
伯斯的中文翻譯傳記。

圖四 :格達費 ( M o a m e r 
Kadhafi; 1942－2011)曾經
公開支持恐怖主義而被雷根
批評為「狂人」。伊拉克戰
爭後利比亞政策轉偏向西
方，並於2006年與美國恢
復邦交。2009年格達費在
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達94
分鐘的演講《革命事業的領
袖弟兄》，同步口譯員在中
途心情崩潰，放棄翻譯。

圖五: 瑞奇(Dennis MacAlistair 
Ritchie；1941－2011)和 
Thompson 發明C語言後，
徹底地改變了程式編寫語
言的世界。C 語言發明迄
今 30 幾年，是世界上應用
最廣的程式語言，如果沒有 
C 語言的誕生，就不可能發
展出現在的 Linux、BSD、
Mac OS等系統了，或許也
不會有機會看到賈柏斯創造
的蘋果傳奇。 

圖六: 米爾納(Arthur John Robin 
Gorell Milner；1934－2010)出
生於軍人家庭，曾任工兵少尉。
1973年在愛丁堡大學任職，開
發了函數式編程語言ML，並和
他的同事一起完成了LCF的開
發。他熱愛音樂，大學期間主要
精力都花在音樂上，是一名非常
出色的雙簧管演奏家。

圖七: 馬卡西(John McCarthy；
1927－2011)從小就展現出數學
天份，大學進入數學系時跳級兩
年，取得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博
士。他倡導以數學邏輯發展人工
智慧，發明人工智慧領域最受歡
迎的程式語言LISP。



閃文集 Ⅳ 87閃文集 Ⅳ86

閃文集Ⅳ

類似於佛教的輪迴，其他的宗教也認為死亡之後靈魂不會

消滅，嘗試以「Living a better life by learning from death」來宣導

教眾在生前實踐其教義。我在《科技人的宗教信仰》提到，我

勉強算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不可知論

(Agnosticism）的信徒，認為我輩凡夫俗子根本無法回答「是否有

來世」、「上帝是否存在」這類形而上學的問題。因此我無法在

宗教的「往生說」框架下探討生命的意義，而是比較認同「Living 

a better life by learning from birth」。如果我們能體驗「誕生」的

辛勞與喜悅，就會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個日子，努力過得更有意

義。我有機會目睹兩個女兒出生的過程，而二女兒更是由我親手

剪斷她和媽媽連接的臍帶。女兒出生的一剎那，對我造成極大的

震撼，告訴自己要為家庭努力付出，珍惜每一時刻。《電話的故

事》文中提到James Herriot (Alfred Wight；1916－1995；參見圖十

(左)) [文獻九]。他的小說中有許多故事敘述迎接新生命的喜悅，

讓人對生命有更大的期待。Herriot的獸醫故事是我高中時代最喜愛

的小說。女兒Denise六歲時，我開始引導她讀Herriot的小說，也影

在台灣的威權時代，生命的意義早就已有「官方定義」。

先總統  蔣公說: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這句話

當然沒錯，然而出自蔣公金口，要全民背誦，莫非要我們拼命

敦倫? 或許他是說給丹增嘉措聽的。丹增嘉措屬於西藏格魯派，

為宗喀巴所創(參見《科技人的宗教信仰》[文獻八]) 。宗喀巴(Je 

Tsongkhapa；1357－1419)是西藏的馬丁路德，主張要嚴格執行教

規。宗喀巴在受過比丘戒後便改戴黃帽，表示振興戒風的決心。

因此人們也把格魯派稱作「黃教」。黃教是現今西藏最大的教

派，主張僧眾嚴持教規，崇尚苦行，禁止娶妻。因此達賴及班禪

是以轉世傳承，而非父子相傳。宗喀巴之前的西藏紅教則和蔣公

看法相同，僧人可娶妻，也參歡喜禪 (參見圖九(左))。撰寫《西藏

生死書》 (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參見圖九(右))的

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就屬西藏紅教。他在書中提到「歡喜

禪」，據聞和女信眾實踐歡喜禪的雙修法，結果在美國遭控告性

侵害，被李敖譏評為西藏妖僧。

圖八 :  丹增嘉措（D a i n z i n 
Gyaco；b. 1935）本「乃至有
虛空，以及眾生住，願吾住世
間，盡除終生苦」的精神，致
力於世界各地傳播藏傳佛教。
2011年由流亡藏人投票後，
他宣佈將一切政治權力移交給
噶倫赤巴洛桑森格。

圖九: (左 )北京首都博物館
珍藏的雙身佛（Yab-Yum）
亦即歡喜(Mandkesvara)； 
(右 )《西藏生死書》 ( 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的前提是人死後生命
依然存在，並且有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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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平繪畫》文章中有一位人物，其生命的意義是「為

死而生」。他是《台灣的電信大戰》文中提到的張自忠（1891－

1940；參見圖十一）[文獻十]。張自忠殉國的經過，日本人有詳

細記載。日軍陸軍少將浦銀次郎寫了一本書《231聯隊史》，記載

1940年5月棗宜會戰期間，張自忠力戰不屈，臨終前還從血泊中猛

然站起，其威嚴震懾了逼近他的日本衝鋒隊士兵，令這群日本兵

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最後由遠處的軍曹開槍擊中頭部，張自忠

才倒地而亡。 日軍對張將軍的忠勇深表崇敬，在文字敘述中表露

無遺。這場從五月一日至十六日的戰役，中國損失三個團，但日

軍所付出的代價更大。 日軍傷斃四萬五千人以上，繳獲大炮六十

餘門，馬二千餘匹，戰車七十餘輛，汽車四百餘輛。張自忠平日

衣著十分簡便，但此次出戰卻穿上正式的黃呢軍服，帶上中將領

章。他出發時已不打算回來，所以衣著整齊。消息傳到重慶，蔣

介石大為震撼，也無法理解為何總司令戰死，副總司令、軍長、

師長卻無人陣亡。張自忠是八年抗戰殉國軍人中官階最高者。他

為何有如此「積極赴義」的人生觀? 張自忠在抗戰初期被國人誤會

為日奸，受到許多責難。因此決定以死明志，求得一己的清白。

他說: 「我生則國亡，我死則國生。」每場戰役皆先身士卒，奮

不顧身的衝鋒陷陣，最後求仁得仁。蘇格拉底(Socrates；前469－

前399；參見圖十二) 說：「不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也

就是說，人活著的意義在於自我進行道德的反省。張自忠自我反

省，發誓洗刷日奸的誤會。他達成人生的目的，死後不再有人說

他是日奸，反而尊稱他為中國戰神。

響她對生命的看法，決定未來要當獸醫。2009年7月29日Denise在

印度當志工，第一次為牛接生。她很興奮的說，整個過程和Herriot

小說描述的情形相當類似。幫牛助產的故事，Herriot的第一本小

說《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參見圖十(右))描述得很生動，

而女兒為牛接生，完全體驗到整個過程。她說:「I helped a cow 

give birth yesterday. :D Dude, you remember the James Herriot books? 

I HOOKED MY FINGERS INTO THE CAL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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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ise又提到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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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

由接生的經過，體驗到「生之喜悅」。

圖 十 : ( 左 ) 哈 利 ( J a m e s 
He r r i o t；A l f red  W igh t；
1 9 1 6－1 9 9 5 )； (右 )《A l 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是極為幽默風趣的作品，字
裡行間洋溢著對萬事萬物自
然而樸實的讚美與親切的人
文關懷。除了讓人捧腹的趣
事之外，也描寫了英國鄉間
怡人的風景，以及純樸而熱
情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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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上的道德重整》文中提到「過勞死」，大多數人認

為是極悲慘的事。其實做研究要有很大的熱忱，最好不要將之

視為上下班的工作，僅僅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將寫論文單

純當作是「工作績效」，那日子就很難過了。居里夫人最後結

論: 「We must believe that we are gifted for something and that this 

thing must be attained. 」若有此信念，轉變態度，做研究就會有

很大的樂趣，而寫論文也會變成最好的娛樂及休閒活動。因此世

俗所謂「過勞死」，其實是我比較期待的死法。就像張自忠希望

死於戰場，我也希望能在實驗室做研究時駕鶴西歸。一方面乃因

公殉職，頗為榮耀; 另一方面，不會經年臥病，拖累家人。如此

看來，「過勞死」不失為快樂的死法。我常常開玩笑的說，身為

大學教授，死亡時的姿勢，是頗有講究的。大抵而言，吾輩教授

我輩身為學術研究者，人生追求為何? 

很不幸的，發表論文的量化壓力，一直存在

於台灣的學術界，成為學者追求的目標。我

在《陽明山上的道德重整》一文提到有一位

年輕教授的感慨:「我曾經到處打聽其他教授

怎麼又能養兒育女、又能撥出時間撰寫多篇

一流的論文？⋯回台灣幾年下來，常常聽到

一些過勞死的消息，⋯每次過勞死的新聞發

布後，就會有長官們提醒下面年輕後輩，要

注意身體健康呀！雖然過不到一個月，又會

開始舊調重彈說要怎樣看論文績效。」年

輕教授的困境，的確令人同情[文獻十一]。

不過居里夫人(Marie Sklodowska Curie；

1867－1934；參見圖十三)認為，學術研究

者的人生過程本來就不簡單 (I was taught 

that the way of progress was neither swift nor 

easy. Life is not easy for any of us)。怨天尤

人無濟於事，應該改變態度，對自己有信心

(But what of that? We must have perseverance 

and above all confidence in ourselves)。而追求

學術真理，更應堅持，不可輕易認輸放棄，

這才是做研究的正確態度。

圖十一: 張自忠
（1891－1940）

圖十二 :  蘇格拉底
(Socrates；前469－
前399)

圖十三: 居里夫人(Marie Sklodowska Curie；1867－1934) 對於功
名看得很淡，拒絕許多發財的機會。在她的研究受到肯定前，窮
得連醫藥費都沒著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鐳漲到每公克美金十萬
元。有人勸她申請「鐳」專利，她斷然拒絕。她成名之後，各國政
府爭相邀宴，她卻連一件像樣的晚宴服也沒有。愛因斯坦評論道:
「在所有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被榮譽所腐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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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由數位典藏，學術研究者的著作論述，也能完整讓後人查

詢。網通技術使得「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句話實現，讓卑微如

我者在往生後能留下生命的歷程紀錄。這個紀錄是流芳百世或遺

臭萬年，就在個人一念之間囉。最後我引用德雷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參見圖十五)的話來結束這篇文章:「Life 

is an opportunity, benefit from it. Life is beauty, admire it. Life is bliss, 

taste it. Life is a dream, realize it. Life is a challenge, meet it. Life is a 

duty, complete it. Life is a game, play it. Life is a promise, fulfill it. Life 

is sorrow, overcome it. Life is a song, sing it. Life is a struggle, accept 

it. Life is a tragedy, confront it. Life is an adventure, dare it. Life is luck, 

make it. Life is too precious, do not destroy it. Life is life, fight for it.」

應該是「仰而生，俯而亡」。所謂「仰而生」，是期許大學教授

能仰不愧於天，有風骨的進行教育的工作。「俯而亡」是指死亡

時的姿勢。當教授不幸往生，照規定需填寫報告說明。報告若根

據「俯」的姿勢敘明「該員伏案辦公，積勞而亡」，足以證明是

「過勞死」，很光榮的因公殉職。如果是「仰而亡」(尤其是在家

中床上) ，那就很難說是因公殉職了。

傑克倫敦(Jack London；1876－1916；參見圖十四)說:「寧

為灰燼，不為塵土(I would rather be ashes than dust)!」傑克倫敦寧

願成為灰燼，因為他希望生命在明亮的火焰中燃燒殆盡，而非

窒息於乾腐之中 ( I would rather that my spark should burn out in a 

brilliant blaze, than it should be stifled by dry rot)。傑克倫敦寧願化

作一顆華麗的流星殞落，每一部分都沈浸在絢麗的光芒中，而不

願成為永恆沉睡的行星 ( I would rather be a superb meteor, every 

atom of me in magnificent glow, than a sleepy and permanent planet) 

。他認為一個人主要的功能是有意義活著，而非僅僅是單純的存

在 ( The proper function of man is to live, not to exist) 。他不想花

時間來想如何延長生命，而是想如何善用有限的時間 (I shall not 

waste my days in trying to prolong them. I shall use my time)。傑克

倫敦的話很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再談往生，亦即生命之結束。往生之後不可測，然而我

們總希望往生之後能留名。俗話說，「虎死留皮，人死留名」。

即使不能偉大到流芳萬世，也不能窩囊到船過水無痕。所幸今日

網通技術發達，利用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平台，一般人們

可經由社群網路，留下個人生活之點點滴滴，幾乎能永久保存。

圖十四: 傑克倫敦(Jack London；1876－1916) 是最
早單靠寫作致富的美國作家之一。他寫作的時機十分
好，適逢當時印刷術的改良，致使大批雜誌應運而
生，對短篇故事的需求大增。傑克的死亡有不同的說
法，有傳言他是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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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一]《資訊處理之父與IBM》，《閃文集III》第118頁

[文獻二]《指揮(Conductor)的重要》，《閃文集II》第14頁

[文獻三]《電話目錄簿》，《閃文集II》第60頁

[文獻四]《由賈柏斯談起》，《閃文集III》第165頁

[文獻五]《軍隊的通信》，《閃文集III》第188頁

[文獻六]《誰是「電子計算機之父」》，《閃文集III》第223頁

[文獻七]《資訊情人夢》，《閃文集III》第92頁

[文獻八]《科技人的宗教信仰》，《閃文集II》第235頁

[文獻九]《電話的故事》，《閃文集II》第271頁

[文獻十]《台灣的電信大戰》，《閃文集II》第44頁

[文獻十一]《陽明山上的道德重整》，《閃文集II》第77頁

[文獻十二] 《電信博物館》，《閃文集 II》第225頁

[後記] 本文於2012年1月31日完稿，2012年2月1日就驚聞辛

波絲卡(Wisawa Szymborska；1923－2012；參見圖十六)辭世。

我在《電信博物館》引用她的詩《Museum》，噫嘆人類企圖抓

住永恆[文獻十二]。辛波絲卡長年深居簡出，畢生詩作不到四百

首，得到諾貝爾獎後過了好幾年才又寫出第一首詩。辛波絲卡的

朋友都說那是「諾貝爾悲劇」。獲獎之後，更惜墨如金，怕水準

無法超越諾貝爾獎的作品。辛波絲卡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說，科

學家及藝術家的生平可以拍成偉大的電影，但詩人能提供的，卻

是無法入鏡的素材。她說：「有個人坐桌邊或躺沙發上，目不轉

睛盯著牆或天花板，偶爾，這人寫下七行字，不過十五分鐘後劃

掉其中一行。然後又一個小時過去，其間什麼事都沒有。誰受得

了看這些？」

圖十五: 德雷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 圖十六 :辛波絲卡 (W isawa Szymborska；
1923－2012) : 1996年諾貝爾獎Citation: (...)
for poetry that with ironic precision allows the 
historical and biological context to come to 
light in fragments of human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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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纜線，完成於1850年。次年，第一封由英國多佛(Dover)拍發

的電報經由海纜線，穿越英吉利海峽，送到法國灰鼻角(Cap Gris 

Nez)。不過纜線的品質很差。這次佈建產生了一個新的英文單字

「Cable」，算是意外的貢獻。

海底電纜的拉線要靠電纜舖設船，又名「水線船」( Cable 

Layer或 Cable Ship)，這是一種深海船艦，船面有巨大的拉線架構

(Superstructure)，包括多個繞線捲筒(Spool)，可以很明顯看出和一

般船隻的差異 (參見圖二(左))。全世界第一條海纜線的鋪設是由

「歌利雅號」水線船 (Goliah；參見圖二(右))完成。歌利雅就是聖

經中被大衛打倒的那個巨人。

1856年美國商人菲爾德(Cyrus West Field；1819－1892；參
見圖三 (左))與布雷特相遇，合夥組成大西洋電報公司(Atlantic 
Telegraph Company)，雄心萬丈的架設跨越大西洋的海纜線。這
項艱鉅的工程於1858年完成，從華盛頓穿過大西洋鋪到倫敦，當
時美國總統布坎南(James Buchanan；1791－1868；參見圖三(右))
發給英國首相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1784－1865；參見圖四 
(左))一封電報：「上帝保佑，希望電報能媒合民族永久和平與友
誼。」這封電報短短150字母，卻足足發了30個小時。海纜線啟

海底電纜線或海纜線(Submarine Cable或 Undersea Cable)是

以絕緣材料包裹的導線，鋪設在海底。在水深小於200公尺的淺

海域，採用埋設纜線，而在深海則採用敷設。主要的埋設方法是

以水柱噴射，埋線設備的底部有幾排噴水孔，平行分佈於兩側，

每個孔同時向海底噴射出高壓水柱，將海底泥沙衝開，形成海纜

溝。設備上部的導纜孔則引導電纜沉到海纜溝底部，由潮流將沖

溝自動填平。埋線設備由施工船拖曳前進，並通過工作電纜作出

各種指令。深海敷纜機沒有水底埋設設備，完全靠海纜本身重

量，敷設在海底表面。海纜維護相當不容易，除天災外，也很容

易遭到拖網漁船的船錨破壞，甚至會被鯊魚咬斷。纜線的損壞部

分必須在海底剪斷，帶到水面上修復，再送回海底銜接，相當費

工夫。圖一(左)是在中華電信總公司展示的海纜線。

早期海纜線的建置，以英國最為積極。英國人布雷特(John 

Watkins Brett；1805－1863；參見圖一(右))是有錢的骨董商，45

歲就已家財萬貫，可以退休。因為他的弟弟是電報工程師，引發

他鋪設連接英國與法國之間的海纜線。這是全世界第一條跨國

海底電纜

圖一 : (左) 中華電信展示的海纜線；(右) 布雷特(John Watkins Brett; 
1805－1863)

圖二: (左) 水線船上的繞線捲筒; (右) 歌利雅號水線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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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呂伯大夢》故事發生於艾文頓附近山谷。因此艾文頓

市區有一座呂伯(Rip Van Winkle) 雕像。我曾模仿畫出(參見圖四
(右))，當作《閃文集》文章「呂伯大夢NCC」的插畫，此為題外
話，不再細表。

中國首條海纜線是1871年被英國、俄國及丹麥霸王硬上弓敷
設的。當初設計的海底電纜，從香港經上海連接至日本長崎(參見
圖五)。由於清政府的反對，禁止電纜在上海登陸(這個頭殼燒壞
的政府，啥新科技都反對)。後來丹麥公司不理清政府的禁令，將
線路引至上海公共租界，並在6月3日起開始收發電報，詳情我在
《電信博物館》一文有敘述(參見《閃文集II》第216頁)。

台灣第一條海纜線架設於清光緒年間，是基於國防安全理由

架設的 [附註一]。1874年日本入侵台灣，造成牡丹社事件。之後
清廷派遣欽差大臣沈葆楨（1820－1879；參見圖六）赴台加強防
務。沈葆楨觀察到台、澎兩地孤懸海外與北京聯絡不易。基於軍

事聯絡之需求，建議架設電報線路。沈葆楨為治國良臣，連橫對

他有極高評價：「析疆增吏，開山撫番，以立富強之基，沈葆禎締

造之功，顧不偉歟！」

用三個星期，發送了723 封電報後，電纜絕緣體被擊穿，因此徹
底故障而報廢。

菲爾德因為一連串投資失誤，最後以破產結束一生，死於紐

約州的艾文頓(Irvington) 。該區居民為了紀念他，將一條街取名
為Cyrus Field Road。我有一次訪問艾文頓就是由索米爾河公園
大道（Saw Mill River Parkway）轉Cyrus Field Road，進入市區。

圖三:(左)菲爾德（Cyrus West Field；1819－1892；
(右) 布坎南(James Buchanan；1791－1868)

圖四: (左) 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右) 
林某人模仿畫出艾文頓市區的呂伯(Rip Van Winkle) 雕像。

圖五: 1871年從香港經上
海連接至日本長崎的海
底電纜 (展示於上海電信
博物館)；日本在1896年
佔領台灣後，也由長崎
架設海底電纜到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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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淡」海纜線是否由中國自行架設，《台灣文獻》有不

同的說法，指出這條海纜線係於1887年由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承辦。同年八月「飛捷號」裝運抵台，由丹麥工程師韓

森  (Emanuel Hansen；1859－? )監督，裝設川石至滬尾的海纜線，

於十月完工，提供電報業務。雖然「飛捷號」是否為中國自製有

所爭議，中國的確是自製了水線船，其模型收藏於上海電信博物

館(參見圖七(左)) 。

韓森出道甚早，16歲就在丹麥電信局工作。1886年被清廷聘

任為電信局工程師，川淡海纜線架設後留在臺灣擔任技師。1888

年6月韓森勘察規劃鳳山到恆春的電信線路，可惜因甲午戰爭而中

斷。韓森於臺北電報總局的服務一直沿續到日治初期。1893年清

廷曾授與他雙龍第四等勳章(參見圖 七(右))，以表彰其功，至日治

初期因其對大稻埕電報局保護有功，亦持續協助日人在台的電信

事業，故日本政府亦授勳表揚他的功勞。

1885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決定實現沈葆楨架設電
報線路的計畫，於1886年在台灣設立「電報總局」；由怡和洋行
承建基隆經滬尾、台北、台南，及安平的電報線。而安平則以海

纜連到澎湖，滬尾以海纜連到福州。同年在大稻埕建昌街(今日台
北之延平北路．民生西路的十字路口)，設立「電報學堂」。在
1887年鋪設台灣淡水至福州川石的海纜線，全長117海里。蕭正
勝的《台灣文獻》提到：「劉銘傳認為台灣一島孤懸海外，往來

文報，屢阻風濤，每至匝月兼旬，不通音訊，所以水陸電線實為

不可緩之急圖。⋯依沈葆禎之計劃，原由安平至廈門，因海程不

便，改由台北滬尾達福州之川石(芭蕉島) 。」 
根據今日福建省檔案館的記載，這是中國自行設計安裝的第

一條海纜線。使用船政電報學堂畢業生為技術人員，整個海纜線

的舖設，都由水線船「飛策號」施工完成。這艘水線船是由中國

船政製造的砲艇改裝。電纜從川石獅頭水線房（Cable House）
下海後，從馬祖南端劉泉與白犬列島間經過，向台灣淡水方向延

伸，在今日的淡水沙倉海水浴場附近登陸。工程於1887年9月中
旬完工，10月11日對外營業，台灣和大陸的直通電報以此為始。
它不僅向清廷通報台灣天災、治安、財經情況，也提供少量商務

通訊服務。[附註二]

圖六:沈葆楨（1820－1879）
是林則徐的女婿; 清朝「兩
葆楨」丁寶禎和沈葆楨兩位
名字音同字不同，都是居官
清廉幹練的大臣，是我很佩
服的人物。他落實台灣『撫
蕃』政策，開放漢人與原住
民可合法通婚。

圖七: (左) 中國自製水線船的模型(收藏於上海電信博物館) ; 
(右)雙龍第四等勳章: 韓森領到俗稱第一版的雙龍寶星(1881年
至1896年)，只頒發給洋員。1908年八月，由外務部奏准雙龍
寶星不再限於頒發給洋員，對於本國外務部官員及出洋各使
亦可頒發，以適應外交場合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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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的海底電纜，除了在台灣與澎湖、台灣與馬祖、台灣

與金門之國內電纜以及前述兩條國際海底電纜外，還有許多條國際

海底電纜。例如有一條從台灣拉到香港，直通新加坡再接到歐洲各

國。近年來更積極參與歐美及亞太地區各種光纖海纜投資建設，完

成台菲關及台港二號光纜系統，提供高品質和高速率通信服務。

2009年8月莫拉克(Morakot) 颱風引發屏東和台東外海非常嚴重

的海床運動(海底土石流)，沖斷台灣的六條國際海纜(參見圖十)，

包括中華電信連接到香港、新加坡、菲律賓的語音通信與網路都

大受影響，經過一個月才修復正常。過去幾十年，國際海纜被「路

過」的船錨砸斷，被鯊魚咬斷銅纜，偶有所聞，但被颱風沖斷，

還真跌破大家的眼鏡。當初全球上百家電信公司看中台灣海峽海

底平，合資在台灣海峽附近興建海纜。一般來說，山地、石頭較

多、或土質較硬的地方都不適合鋪設海纜，台灣南部海域地質比較

符合海纜舖設，成為各國青睞的「良地」，四條國際海纜都選擇台

灣海峽做為登陸地點。沒想到這次斷纜的地點卻是百年來鮮少出現

台、澎割讓給日本後，川淡海纜線被迫以十萬墨西哥鷹洋

的賤價出賣給日本。1931年，中日交惡，中國切斷川石水線房外

的電纜終端，斷絕電訊輸送。台灣淡水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因美國飛機猛烈轟炸台灣，淡水電纜線路遭到摧毀。二戰勝

利後台灣回歸中國，還曾經用這條線與福建外海的川石島電信局

進行通訊，一直到1949年才不得不把它截斷。

電信局於1979年完成台灣對外第一條國際海纜系統: 台琉海

纜 (參見圖八)，由KDD丸號海纜船完成佈纜作業，系統全長680公

里，連接台灣頭城及日本琉球，可經由日本國內轉接TPC2海纜直

接連接到美國本土。此建置使用當時技術最成熟的日本大洋電纜

公司(OCC) 1英吋同軸海纜，可提供480路雙向類比電話電路。

電信局於1980年完成第二條國際通信海纜:台呂海纜系統(參見
圖九)以連接台灣及菲律賓呂宋島，全長1025公里，可同時傳輸640
線電話電路，除了用於中菲通信，更可透過其他海纜系統連接新

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協之通信。該海纜系統採用英

國STC公司(Standard Telephones and Cables Limited)所提供之單管同
軸海纜，等於四線雙向電話傳輸。

圖八: 台琉海纜系統海中設備樣本

圖九: 台呂海纜系統圖說及海纜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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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7日法新社馬尼拉電，8家亞洲電信公司達成協議

將合作建設一條海底電纜系統，可連結10個區域中心。其中台

灣中華電信也參與這項計畫。這條長8000公里的「亞太通路」

（Asia-Pacific Gateway）提供日益增加的需求量，並避開可能危

及海底電纜的地震帶，於2011年啟用，提供服務。這項計畫連結

中國、香港、日本、南韓、馬來西亞 、菲律賓、新加坡、台灣、

泰國及越南。為了更了解此建置，林某人於2010年7月特別去一

趟香港，參觀中華電信的香港子公司東華電信 (Donghwa Telecom 

Co., Ltd；參見圖十一(左)) 。總經理吳英明(參見圖十一(右))分析

「亞太通路」對該公司的影響，條理清楚。對台灣而言，「亞太

通路」有其重要性，可和台灣原有的海底電纜成為迴路，大幅加

強對外電信之可用度。

的深海斷纜，跟以往靠近陸地、被漁民漁撈過程不小心扯斷，差別

很大。東南亞地區沒有鋪設直達光纜，資料傳遞的最短途徑就是取

道東北亞，穿過世界上最活躍的地震帶之一。東南亞和東北亞的光

纜大都取道台灣東部海纜，因此韓國到香港，日本到香港，上海到

香港的海纜，幾乎都經過台灣海峽。恆春地震震斷了在台灣枋山及

頭城登陸的四條國際海纜。所有的斷處都出現在枋山西南方，使得

從日本拉線過來經過頭城、枋山到大陸汕頭的法新歐亞三號、中美

海纜(China-US )、亞太光纜網路(APCN)、及法新歐亞一號四條海纜

全數斷掉。由於地震發生在南部，連帶衝擊台灣對大陸、香港、新

加坡等東南亞國地區，以及上述地區對外的國際通信。 更嚴重的

是，由電信公司合資興建的四條公有海纜斷掉後，中華電信本想借

重另外四條由企業獨資興建的私有海纜，怎料連EAC、C2 C、Flag

等私有海纜也都全部斷掉 [文獻一]。幸好中華電信在第一時間點應

變，有額外網路容量，因此服務中斷情況有限，兩天後所有必要連

線恢復運作。台灣四面環海，對外聯繫，除了衛星能提供窄頻通

訊，寬頻服務則全靠海底電纜。若說海纜線是台灣資訊對外接軌的

生命線，一點也不誇張。

圖十: 林某人於2012年參訪
南台灣國際海纜之登陸處(在
兩艘漁船的方向 )，此海纜
接到中華電信的枋山衛星事
業處。海纜上岸處立有警告
牌，船隻不可以在此下錨。
由高雄到墾丁的路上會經過
此處。

圖十一 :  (左 )東華電信位於香港干諾道China Merchants 
Tower；(右)林某人與吳英明總經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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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中國第一條自行設計、施工並掌管的電報線是在台

灣完成。1876年 (光緒3年)丁日昌派了電報學堂學生蘇汝灼、陳平

國主持設計，武官沈國先負責施工，一共設立了兩條電報線。一

路從台南府城到安平鎮海口；另一路從台南府城到旗後(高雄)，全

長40多公里，共設了三個電報局，分別位於台南府城內右營埔、

安平鎮鯤身和旗後，3個月完工。可惜的是，受制於頑固派的阻力

和財力的限制，丁日昌無法完成台灣到大陸的電報連線。

[附註二] 閩台海底電纜提供商務通訊服務，收費並不便宜，

每個字收費兩角洋錢，以當時的時價可以買一斗米。不過這個價

碼並非隨便哄抬。當時中國電報局統一了收費標準，採用同府、

同省、出省三種遞加的計費辦法，明確規定華文明語每字的價

碼，本府城內收銀元5分，省內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華文

密碼及洋文加倍收費。閩台電纜，因為是海線，所以比較貴。

[文獻一] http://www.wretch.cc/blog/oolong1001/3725808

2010年2月6 日，爆料網站維基解密(wikiLeaks)拋出一個

爆炸性項目「2008關鍵海外依存度計畫」(2008 Critical Foreign 

Dependencies Initiative, CFDI) 。雖然不知真假，清單中詳細列出台

灣海纜的登陸位置(參見圖十二)：包括C2C海纜系統枋山登陸點、

C2C海纜系統淡水登陸點、中美海纜系統枋山登陸點、EAC海纜

八里登陸點、FLAG/REACH北亞海纜頭城登陸點和高雄港等，並

說明其為美國依存之海外基礎建設重點之一，相當勁爆。國際通

訊主要仰賴海底電纜，地點雖不屬於機密，然而一旦暴露，可能

成為戰爭時的攻擊目標，影響國際聯繫。因此仍是隨時必須加強

維安的地方。 面臨「維基解密」可能造成的衝擊，國防部及國安

局已成立專案小組因應。讀者諸君若想知道全世界海底電纜的分

布，可查閱http://www.cablemap.info/。

圖十二: 維基解密(wikiLeaks)網站上解密美國海外的海底電纜。

[附註一] 丁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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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界，立志學習資訊工程(參見《閃文集Ⅲ》的文章《資訊情人

夢》)。成功大學學風自由，除了本科外，我也參與不少建築系及

外文系的活動，這些無心插柳的活動，對我後來進行行動服務應

用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我大學畢業後，到陸軍通校服兵役(參見《軍隊的通信》[文

獻一])。來到陸軍通校的義務役教官涵蓋全國各電機資訊科系的

大學畢業生，讓我能認識網通領域的菁英。如今這群義務役教官

遍地開花，在全世界資通訊領域皆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當兵時

和我同寢室的台大電機碩士黃書淵，更影響我由美國回到交通大

學任教。我和黃書淵(1959－1996)相識十四年。我們曾經一同遊

玩、一同惡作劇、一同做研究。我也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

路。不熟悉黃書淵的人總認為他不苟言笑，常常板著臉，一副

很酷的樣子。實際上他很幽默，很調皮搗蛋，說話往往令人噴

飯。他常常認為他的大兒子嘟嘟很愛搗蛋，喜歡遊走「法律邊

緣」。他閒著沒事就會訓一訓兒子。其實根據我的觀察，嘟嘟

的行為大概就是黃書淵小時候的翻版。他的二兒子安安則人如其

名，十分安靜，於2009年入學交大資工碩士班。

1983年至1985年間黃書淵和我一同在陸軍通信學校(簡稱陸軍

通校)服役，有不少好玩的回憶。入伍訓時我們曾被派去幫伙食兵

殺豬。以前以為豬是弱小動物，殺豬時才知道豬的力大無窮。幾

個白面書生沒抓牢，豬就掙脫跑到操場。於是就繞著操場追豬，

後來豬兇性大發，竟然反過來追這些菜鳥傻兵。我們從來不知道

豬可以跑那麼快，結果有一位同學被追上，褲子幾乎被咬掉一

半，如同卓別林喜劇中的場景。

本文敘述我成為網通人的心路歷程，並紀念一位好朋友黃書

淵(參見圖一 (左))。在我成長的年代，經歷大學聯考及徵兵制。當

時的台灣，大部分人都受到這兩個制度的影響。少數的例外如「拒

絕聯考的小子」吳祥輝，因拒絕聯考，被視為行徑怪異，而名聲大

噪。聯考於2002年廢除，台灣的徵兵制也正式宣告在2013年結束。

走入歷史的這兩套制度，在當年決定了我成為網通人的命運。

林某人高中時成績最好的學科是化學，因此大學聯考以台大

化學為第一志願。然而卻考上成大電機，步入電機資訊領域。原

因是聯考科目中的數學考太差。我當年的聯考成績389分，上不

了台大化學系。這個分數可以上交通及清華某些科系，然而這些

科系都要求數學分數達高標。林某人聯考的數學分數連低標都沒

過(不足20分)，上不了這些系。不過我的三民主義幾乎滿分(足見

我的思想正確)，因此總分達到成大電機標準。承蒙成大電機不

棄，沒設限數學分數，林某人總算進了一所好大學。當時成大電

機系主任張俊彥教授引導我接觸IEEE的各種學術期刊，開闊了我

一個網通人的成長歷程

圖一: (左)好友黃書淵 (1959-1996) ；(右)賴渭川和我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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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用右手寫字的。

當時通信預官人人立志要出國。印象中不為出國熱潮所動的

是中文教官張大春。這位仁兄幽默風趣，綽號「大頭春」，退伍後

留在國內耕耘，成為著名作家。大部分想出國的預官們則是勤練英

文，不在話下。陸軍通校的職業軍人看我們這群通訊預官如此熱

衷，也覺得好玩。有一次就約我和黃書淵參加他們的讀書會，宣稱

是研讀原文聖經。我們覺得藉此練練英文也不錯。結果一拿到聖經

就傻眼，根本看不懂。原來「原文聖經」指的是希伯來文。這群職

業科技軍人必須和以色列軍方打交道，因此精通希伯來文。

在服役的最後一段日子，同一梯次的教官們都忙著考GRE、

托福，及公費留學。我由成大畢業，對出國留學毫無概念，只能

跟著有樣學樣。黃書淵在考試前從未認真準備。陸軍通校約有

二十位教官參加公費留學考試，卻只有黃書淵考上，實在神奇。

在我個人的記憶中，黃書淵的小考很少考得非常好，而大考則絕

無失誤。當時陸軍通校的預官們都忙著申請美國研究所，填寫表

格。有一次我見到一位預官將美國寄來的申請表格丟進垃圾桶，

很好奇地問其緣故。他說: 「這是華盛頓大學計算機系的申請表

格。這個系已經有好幾年不收台灣學生，所以我就不浪費時間申

請了。」我覺得將表格丟掉實在很可惜，就撿起來，填寫後寄

出。黃書淵也申請同一學校。結果我們在退役前都收到華盛頓大

學計算機系的入學許可。因為我出身成功大學，而黃書淵在台大

電機的成績亦不甚佳，因此陸軍通校有一些台清交畢業的教官常

會說：「要是知道華大那麼好申請，我早就申請了。」我和黃書

淵聽了為之氣結。事後發現我們是該系數年來唯二直接由台灣入

入伍訓結束後黃書淵和我留在陸軍通校當教官，分配在同一

間寢室。黃書淵是少數已婚的通訊預官 (他和太太劉儀慧在當兵

前就結婚)。每星期三半休，他都跑回台北和劉儀慧會面，通宵不

眠。第二天一早再趕回中壢山仔頂。因此星期四早上上課，他打

瞌睡打得比學生還兇。我們稱之為「黃教官症候群」。軍中生活

頗少色彩。我下班後常和黃書淵結伴看二輪電影，幾乎看遍所有

的台港片。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黃書淵及另一同寢室教官

簡憲寧到龍潭見識「活魚三吃」。我們很興奮的對著魚箱內的大

魚指指點點，餐廳的夥計則眼明手快的挑出一尾八人份的大魚，

我們來不及阻止，魚就被摔在地上，要我們買單。仗著年輕力

壯，我們三人還是吃完了八人份活魚。餐畢決定由龍潭走回山仔

頂以助消化，事後有兩個禮拜看到魚就反胃。

我在陸軍通校教過「電視學」，並且被校方「逼迫」寫了一

本3000餘字的電視機操作手冊。軍隊的設備都有操作手冊，以免

大頭兵使用不當，破壞了設備。但是開關電視也要有手冊，未免

小題大作。我寫完後，很不好意思的偷偷上繳校方，希望沒人發

現。我出國數年後，遇到某位後來也在陸軍通校服役的留學生。

他說: 「通校不知哪一位腦袋短路的教官，竟然寫了一本厚厚的手

冊，教人如何開電視。」我只能苦笑不答。教官上課要排班，我

的課被排到上午第四節。下課吃飯，學校餐廳已大排長龍。為了

爭取時間，只好不顧手上的粉筆灰，不洗手就直接衝進餐廳。於

是我養成用左手寫黑板，用右手拿筷子的習慣(這樣吃飯不洗手，

也不會沾到粉筆灰)。直到今日，我上課仍然習慣用左手寫黑(白)

板。很多交通大學的學生都以為我只會用左手寫字，其實我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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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年紀最小者)。不過這個入學方案，除了要求學生合格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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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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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ise也終究沒有跳級入學華盛頓大學 (參見《女兒是長不大的

小貓咪》[文獻三]) 。

華大計算機系氣氛溫暖而訓練過程極為嚴格。記得1985年入學

後的第一個學期我選修計算機架構(Computer Architecture)，心中忐

忑，怕跟不上進度。黃書淵安慰我說: 「我在台大修過進階的計算

機架構課程(Advanced Computer Architecture)，你不懂可以問我。」 

有此保障，我稍稍安心。上完第一堂課，我果然聽不懂，趕緊找黃

書淵。沒想到他也是一臉慘綠，上課聽得霧煞煞。接來的一年我們

謹慎戒懼的努力念書，到了1986年夏季，黃書淵成為該屆最早通過

博士資格考的學生之一；另一位同年入學華大的王文漢亦通過資格

考，而我則晚半年才考過。王文漢是相當有意思的人物，剛入學華

大時他的指導教授是Prof. Edward Lazowska，而我的指導教授是Prof. 

Jean-Loup Baer。考完資格考後，我們互換指導教授。1985年黃書淵

和我還曾很熱心主動的幫他找女朋友，結果是越幫越忙。

王文漢的研究具世界一流水準，博士畢業後，卻選擇進入業

界，成為Intel的高階主管，對產業相當有影響力。2010年9月11日

我參加張進福政務委員(參見圖二(右))率領的「台灣雲端運算產業

聯盟參訪團」，至加州訪問Intel總部(參見《伏得風》一文[文獻

四])。當天晚上和Intel的朋友共進晚餐，王文漢是主人之一(參見

圖二(左))。張進福在這次訪問，義正詞嚴的質疑Intel和台灣簽約

學的學生。今日回想，蠻感激陸軍通校提供很好的資通訊研究環

境。我們這群預官固然幫國家培養出不少軍隊的通訊人才，而陸

軍通校也擴大我們的資通訊視野，服役後能順利出國深造。當年

同一梯通校教官中如黃正能(華盛頓大學電機系教授)及陳光禎(台

大電機系教授)，日後都一直和我有專業上的往來。

1985年8月我和朋友賴渭川(參見圖一(右))結伴搭機飛往美國

西雅圖，由台灣的同學會安排暫時的住宿。該處尚有一位剛到華

大的室友王存國，個性十分瀟灑，由台來美，沒帶啥行李，只有

一些衣物，一盒月餅和幾本武俠小說。我和賴渭川由台灣帶來一

堆教科書，還未開學，就緊張兮兮地猛K一番。王存國則是悠哉

悠哉地啃著月餅讀武俠小說。待學校宿舍有著落後，我們幾個人

就各奔東西。我在華大期間未再遇到王存國。直到近30年後，

我們同時受邀在教育部擔任學術審查委員會(教育部學審會)的委

員，意外喜相逢。此時王存國已是中央大學教授暨教育部學術獎

得主，對多項資訊管理議題之研究有斐然成果。

1985年9月中某一周是華大計算機科學系新生報到日。我來

到系館報到，由研究生接待。接待我的竟然是一位年僅十數歲的

毛頭小孩。我詫異地問他，是否是教授的小孩。他說不是。然則

是跳級大學部的學生?也不是。是碩士生? 也不是。原來他已有計

算機科學以及物理雙碩士，現在正專攻博士。我當時相當震撼，

見識到華大計算機科學系的臥虎藏龍。華盛頓大學有一個「小天

才學程」(Early Entrance Program)，可讓國中生預修直升華大，因

此博士班有毛頭小孩這種學生。2000年我再度訪問華大一年 [文

獻二]。當時我的女兒Denise 12歲，亦申請到這個學程(是獲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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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黃書淵成為

同屆同學中通過 General 

Exam (博士第二階段資

格考) 的第一人，我則

於隔年通過這場考試。

我們在考資格考前極為

認真，而在考完試後則

極為鬆散，平均每天會

一起看四部電影的錄影

帶。劉儀慧燒得一手好

菜。在華大的第一年，

每當下課後我總是尾隨

黃書淵之後 (美名曰陪他

回家) ，希望他們能留

我晚餐(而劉儀慧一定會

主動留客)。後來我實在

熬不住，於1986年十二

月至印第安納州將我女

友王櫻芳娶回西雅圖(參

見圖五)。太太的廚藝甚

佳，從此以後我的體重

直線上升。在高速公路

被攔下，交通警察都不

相信駕駛執照上的相片

是我本人。在華大的四

發展WiMAX產業，卻未再投入資源。Intel總裁Paul Otellini親自

出面解釋，Intel推動WiMAX的階段性任務已達成，未來仍會持

續和台灣合作。後來Intel信守諾言，在台灣大學成立Intel-臺大創

新研究中心，龐大的研究經費有部分為王文漢的單位所提供。

王文漢也很慷慨的捐贈華大計算機系，該系在2011年的系

刊有一篇王文漢的專訪 [文獻五]，很親暱地稱他為「Our Man 

at Intel」 (參見圖三)。在文中，王文漢的指導教授Baer更聲稱

他為「a brilliant student, first-rate researcher, and the nicest guy on 

earth」。華大計算機系和畢業的系友互動極為良好。2011年我因

為行動電信的貢獻獲得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TWAS) 頒贈TWAS Prize。華大計算機

系得知此一消息，也立即將之發布於2011年的系刊(參見圖四)。

圖二: 張進福政委 (右)訪問
Intel，和王文漢(左)聚餐。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王文漢
做事很懂策劃，因此執行時
往往事半功倍，成效顯著。

圖三: 華大計算機系刊以極大篇幅專訪王文漢。

圖四: 華大計算機系刊也有小小篇幅報導林
某人獲頒TWAS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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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書淵擅長替他人取綽號。在華大有位女同學，她的下巴有

點戽斗，黃書淵在背後稱之為鞋拔姐。該女孩之母語為廣東話，

我們在她旁邊說國語亦不忌諱稱她為鞋拔姐，因為她不懂國語。

直到有一次她跑來黃書淵和我的面前，用生硬的國語問我們為何

稱她為鞋拔姐，我們才發現她聽得懂國語，為之尷尬不已，其實

這位女同學的長相是挺清秀可愛的。1987年後，我很認真的跟指

導教授Lazowska研究平行模擬(Parallel Simulation)。他培養學生

很有一套辦法，即使沒有發表論文，也常出錢讓學生參加學術會

議，增廣見聞。他幫我印了一盒名片，教我在會議中認識重要人

物，給他們名片，好好推銷自己。他說: 「Jason, try to impress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s in the conference!」(Jason為林某人的洋學

名。) 指導教授讓我接觸了他的廣大人脈，讓我一輩子受用不盡 

[文獻六]。

1989年黃正能來華大電機系擔任教授。當年在陸軍通校服

年，我、黃書淵和另一對好友夫婦賴渭川及林碧蓮三個家庭常常

一起遊山玩水、撈香魚、撿牡犡 (參見圖六)、抓螃蟹，以及車房拍

賣(參見圖七)。我們看著黃家的兩個兒子嘟嘟和安安長大，而他們

則看著我們的長女Denise長大。

圖五: 西雅圖飛機場候機；左起嘟嘟(黃書淵大兒子)、黃書淵、劉儀慧
抱著二兒子安安(他於2009年入學交大資工碩士班)、劉儀慧母親、王櫻
芳以及林某人。

圖六: (左) 二月是撈香魚的季節: 林某人抓到香魚，左方紅衣者為黃書
淵。(右)六月是撿牡犡、抓象拔蚌的日子:左方是櫻芳在撿牡犡，右後方是
黃書淵家人在挖象拔蚌。

圖七: (左)以三角錐形網抓螃蟹；(右) 車房拍賣: 林某人當年住到了全華盛
頓大學最好的家庭宿舍，是獨棟的一層樓別墅，有超大窗戶，可眺望華
盛頓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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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手。他往往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正確精要的決定。很明顯

的，他非當年西雅圖的吳下阿蒙，已能展現出獨當一面的大將之

風。我們的理念相似，而他更能彌補我對台灣學術界生態認識之

不足。當時我們充滿希望，認為在事業上彼此能有很好的合作機

會及發揮的空間。

然而福者禍所倚，不幸的事竟然降臨在黃書淵身上。我的個

性極為急躁。每有主意，在黃書淵評估可行後便要劍及履及的實

現。由於我對校內行政法規陌生，執行的細節皆由黃書淵一力承

擔。黃書淵做事風格一向秉持多做少說的原則，亦很少麻煩他

人。在這段期間他同時承辦兩個國際會議，又值搬家，並且母親

生病住院，終於積勞成疾。黃書淵的肝癌病根固然種因於半年之

前，而近期的過度勞累則是引發病症的近因。黃書淵的學術研究

做得甚好，升正教授後較往昔加倍努力，希望能發表更多有價值

的論文。在過去幾個月，他投稿學術期刊皆無消息。而在他臥病

的第一個禮拜內，卻有五個學術期刊來函，將刊登他的論文。對

於這些遲到的肯定，我只能感嘆造化弄人。黃書淵於1996年5月1

日早上6時40分病逝於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除了他家人外，李錫

堅系主任和我亦在場陪伴。醫生宣佈他死亡的時刻正是前一年他

打電話至紐澤西告訴我獲聘為交大資工系正教授之時。當他家人

哀戚之際，我亦茫然於老友遠去。

痛失良友後，我勉力打起精神，繼續邁向資通訊研究之路。

1996年我遇到一位研究的好夥伴，遠傳電信的饒仲華博士(參見圖

八(左))。我和他共同進行許多行動應用服務的研究，提出很多創

意。2007年我邀請「Internet之父 」瑟夫 (Vinton Gray "Vint" Cerf 

役，黃正能住在我對面的寢室。和我同寢室的簡憲寧則去俄亥

俄州的Wright State University擔任教授。他們倆位應該是當年通

校教官中最早在美國擔任教職者。黃書淵也於1989年獲得博士

學位，返國到交通大學任教。我則於1990年畢業加入 Bellcore。

Bellcore是世界一流的電信研究機構，讓我見識到許多世界級的

電信研究議題。我在Bellcore工作五年，也發生許多趣聞。詳情

請參閱《Bellcore初體驗及 BOC Tour的回憶》[文獻七] 。由1990

至1995年期間黃書淵和我甚少碰面，僅以電子郵件經由互聯網聯

絡。但是我們在這段期間的學術合作卻非常成功。以遠距討論方

式，我們一同發表了許多質量不差的論文，當中包括兩篇 IEEE 

Transactions 期刊論文。這是一個挺有趣的現象；當我們在一起

的時候，想到的是遊山玩水，出點子胡鬧。而在分開的時候，反

而能討論嚴肅的學術議題。最初我們一起作平行模擬研究。於

1992年後我們開始研究行動計算(Mobile Computing)。黃書淵於

1994年在台灣舉辦第一屆行動計算會議，而我則響應在該會議給

一個六小時的簡介。

1995年在成大及交大的師長鼓勵下，我決定返國，於八月加

入交大資工系。在我申請教職的過程，黃書淵以交大資工研究所

所長的身份大力協調。同年黃書淵亦順利升等為正教授。緊接著

我們舉辦了第二屆行動計算會議，並將之擴大為國際性活動。在

短短數月的共事，我發覺黃書淵和我在五年的分離後，於行政辦

事方面都較以往成熟。而當年胡鬧行為似乎是一種很好的訓練，

讓我們現在辦事更增加了一分想像力，不會受到傳統框框的限

制。黃書淵在擔任研究所所長任內的訓練更使他成為行政的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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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943；參見圖八(右)) 訪問交通大學。林某人與之交換意見，

受益良多。他說: 「There is an underlying, fundamental reliance on 

the Internet, which continues to grow in the number of users, country 

penetration and both fixed and wireless broadband access. 」顯現互

聯網的威力。我致贈他一本我寫的教科書《Wireless Mobile All-

IP Networks》，他很客氣地接受了(參見圖九)。

2009年中華電信董事長呂學錦邀請我加入董事會及策略規劃委

員會。我和中華電信有極深入的互動，由呂學錦董事長的言談中學

到很多寶貴的電信實務經驗，也對行動應用服務更加重視。過去

數年經濟部工業局邀請我擔任Mobile Hero通訊大賽的主審(參見圖

十)，觀察到台灣應用服務的創意快速提升，相當振奮 [文獻八]。

圖八: (左) 饒仲華與林某人；(右)瑟夫 (Vinton Gray "Vint" 
Cerf；b. 1943)

圖九: (左)我的助理Ciel獻花給瑟夫；(右) 林某人致贈著作給瑟夫。

圖十: 林某人以主審身分在2011年通訊大賽的頒獎典禮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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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國家型計畫以及後續的網通國家型計畫對台灣的電信產

業與前瞻研究有極深遠的影響。而其進行的各種活動也頗具國際

知名度。這個國家型計畫還在台灣的電機資訊領域創下了一個記

錄，就是培養出最多的IEEE Fellow，包括陳銘憲、張仲儒、鍾嘉

德、廖婉君、郭大維、曾煜棋、王晉良、黃彥男、林寶樹以及林

某人。而在整個IEEE Fellow推薦流程中，吳靜雄教授盡了極大的

心力，居功厥偉。他是IEEE 的Life Fellow。

回顧我的資通研究生涯，源於Baer 及Lazowska兩位教授

的啟蒙。2010年8月是老師Edward Lazowsa的60歲大壽，師叔

John Zahorjan於5月時寄一封電子郵件給我，寫著:「Any chance 

you'll be near Boston around July 23rd? Lyndsay and I are planning 

a SURPRISE birthday celebration / mini-symposium for Ed at MIT.  

(Why MIT?  To heighten the surprise!)」原來他和師母Lyndsay安

排，要騙我的指導教授到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參加學術會議，給

他一個驚喜的生日慶祝會。我的師叔Zahorjan腦筋動得快，是個

點子王。他長得相當英俊(最近有點發福)，我1980年代第一次見

到他時，覺得他實在長得很酷，應該去演007這個角色。他的身

材高挑，常常將粉筆放在黑板上面。上課要用粉筆時，伸手一

摸，探驪得珠，就可寫黑板。當年課堂的黑板會備有粉筆，但常

常用盡，造成老師們無法寫黑板的困擾。其他老師手不夠長，搆

不到黑板上的粉筆，而這些粉筆則成為Zahorjan專用。

點子王師叔想以捉弄指導教授的方式為他做壽，我一點都不

意外，也興致勃勃，欣然同意，加入這個「共犯結構」。不過後

來學校臨時有事，無法去成美國 [附註一]。我畫了一幅指導教授

2011年我以電信領域研究及教學的貢獻，獲選為教育部國家講

座主持人，被指派代表五位得獎人上台致詞。林某人從小功課表現

平庸，不曾代表領獎致詞，這次逮到機會，總算過足了癮 (參見圖

十一(左))。當天交通大學吳妍華校長以及我的親人都到場鼓勵，讓

我備感溫馨(參見圖十一(右))。吳妍華校長相當照顧我。2010年中央

研究院要提名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WAS Prize 時，吳妍華教授推薦了

我。當時她尚未擔任交大校長，也未曾和我見過面。

在草擬國家講座致詞稿時，回想我做研究的心路歷程，發現

1997年是我進行網通研究很關鍵的一年，當時我擔任交大資工系

的系主任。校長鄧啟福銜命擔任電信國家型計畫的總主持人，找

我來協助無線通訊的分項。同時經濟部技術處黃重球處長也找我

幫忙規劃無線通訊產業藍圖。其經過在《電信國家型計畫第一期

與無線顧問群》有詳細說明 [文獻九]。

圖十一: (左) 林某人代表五位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上台致詞; (右) 左
起妻弟、太太櫻芳，以及岳母、岳父、交大吳妍華校長、林某人、教
育部吳清基部長、父親，以及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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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林某人頗憚於美國行，因為好幾次到美國在台協

會(AIT)辦簽證實，都是驚險連連。2009年我和太太櫻芳到AIT

辦簽證。我要到夏威夷一個電信國際會議給Keynote Speech，而

太太是探親。我倆到了辦事窗口，櫻芳說她要觀光探親，馬上

過關。我說我要到會議給重要演講，辦事員頭不抬，說:「請到

窗口2。」我問: 「有問題嗎?」頭還是不抬，重複說:「請到窗口

2。」林某人只好栖栖惶惶的走到窗口2。等了半小時才輪到我。

該窗口由一位既美貌又有氣質的女孩把關，一見面就很客氣地

問:「林教授嗎?」她顯然已打聽過我的底細，知道我是教書匠。

我怕多言賈禍，僅回答一個字: 「是。」她接下來說: 「你的行動

管理研究有一個Laplace Transform-based Model，是甚麼東西，請說

明一下。」哇哩咧，這不就像是博士論文口試? 只好將當中的積

分方程式解釋一遍。小姐露出迷人的笑容，說: 「林教授，我聽

不懂耶，能不能再說清楚一點?」我反覆解釋，由早上11點折騰

到下午1點。最後該小姐下了結論，「林教授，你的護照要送到

Washington DC簽證，最快3個禮拜可以有結果。」我只好哀嚎兩

聲，摸著鼻子回家靜候「佳音」。等了好幾天，夏威夷會議的日

子已逼近，怕誤了人家會議，開了天窗，只好很抱歉地取消這次

演講。後來總算得到華府批准，拿到一年的簽證，心想一年之內

總可以安心赴美啦。沒想到下一趟旅行，進入美國海關時，受到

特別招待，被要求脫掉外衣外褲暨鞋襪(我要脫內褲時，海關人員

急忙搖手，叫我別再脫了)，通過一個類似無塵室入口的吹風設

備，吹乾淨後，被奇怪的設備掃描一遍，才放行。我瞧了我的登

記證下方印了四個S字母，大概是Security的縮寫，表示必須嚴格

檢查這個賊頭賊腦的旅客。

的肖像，請Zahorjan在慶生會時轉交。在慶生會中大夥將他「紅

袍加身」，令他笑得合不攏嘴(參見圖十二(左)) 。我們也製作了

學術家譜(Ed Lazowska's academic family tree)，將一代一代博士畢

業的傳承列出。我的指導教授共有21位博士畢業，在家譜中卻列

了22位學生。因為大師兄Hank Levy是1980年的碩士，但學術成

就傑出，現在是華大計算機系的系主任(參見圖十二(右))。我算是

第八位弟子。整個家譜延續五代，共有238位博士傳承。我延續

了台灣這一分支，傳了三代，共有25位第二代博士，及5位第三

代博士。望著這張家譜，好像老鼠會，蔚為壯觀。 

圖十二: (左) 恩師「紅袍加身」，歡度60大壽；(右)林某人與老師兼大師
兄Hank Levy；Levy現職為華大計算機系的系主任，於2011年當選美國
工程院院士。

[附註一] 美國在台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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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一]《軍隊的通信》，《閃文集III》第188頁

[文獻二]《教授寫書與稿酬》，《閃文集II》第8頁

[文獻三]《女兒是長不大的小貓咪》，《閃文集III》第246頁

[文獻四]《伏得風》，《閃文集III》第141頁

[文獻五]《Most Significant Bits》, Volume 21,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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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六]《電信學術會議經驗談》，《閃文集》第253頁

[文獻七] 《Bellcore初體驗及 BOC Tour的回憶》，《閃文集》

      第227頁

[文獻八] 《台灣的電信大戰》，《閃文集II》第44頁

[文獻九] 《電信國家型計畫第一期與無線顧問群》，《閃文集》 

      第113頁

事隔一年，我要赴美為指導教授祝壽，又得辦美國簽證。

早上10點到達AIT後，很快就排到了一般窗口，辦事員仍然如

去年一般不抬頭，說:「請到窗口2。」林某人嘆一口氣，不再爭

論，垂頭走到窗口2。又等了半小時才輪到我。坐在窗口後面的

仍然是去年的氣質女孩，美貌依舊。我急忙趨前套交情:「小姐

妳記不記得去年interview我，已經通過了，今年應該沒問題吧?」

女孩笑容依然甜美:「林教授，我還記得你。去年你解釋Laplace 

Transform-based Model，我還是聽不懂耶。」哇娘ㄟ，我還真的被

這位美女盯上了。她接著問:「林教授這次到麻省理工學院有何公

幹?」我急忙回答: 「沒啥公幹，沒啥公幹!是私事，是私事!」她

追問道: 「是啥私事?」我嚅嚅回曰:「I' ll attend the 60th surprise 

birthday party for my advisor – we want to give him a big surprise.」

女孩愣了一下，噗哧笑了，說道: 「OK，簽證通過了。」林某人

心頭的石塊終於落下，鬆了一口氣。不過後來因交通大學公務繁

忙，美國行仍然落空，沒有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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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諸位女神中，最為

人熟識的當屬愛神維納斯、

月神黛安娜，以及智慧與戰

爭之神雅典娜。愛神維納

斯 ( V e n u s )風情萬縷，常常

寬衣解帶，展示傲人身材。

我在《傳真機》一文提到波

提且利 (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的畫作《維納斯

的誕生》(Nascita di Venere) 

[文獻二 ]，也曾模仿畫中的

維納斯(如圖二(左)所示)  及

布格羅  (Wi l l i am-Ado lphe 

Bouguereau；1825－1905) 的

版本(如圖二(右)所示)。

在《雅典學派(La scuola di Atene)》一文，林某人提到幾位希

臘神祇，在此和讀者諸君閒聊一番。我年幼時著迷於希臘神話。

經由《伊里亞德》 (Iliás) 和《奧德賽》(Odýsseia)，我將希臘諸神

間龐雜的譜系背得滾瓜爛熟。希臘神話由希臘時代延續到羅馬時

代，因此這些神祇往往有希臘及拉丁兩種版本的名字。例如我們

熟悉的女戰神「雅典娜」(Athena)是希臘名字，在羅馬時代被稱

為「蜜涅芙」(Minerva)，而男戰神為人熟悉的稱呼反而是拉丁文

「馬爾斯」(Mars)而非希臘時代的「阿赫斯」(Ares)。英國人發展

坦克車時以戰神為代號，稱為「馬克」(Mark) I、II、III等，是英文

版的拉丁文 Mars (參見《馬克一號、二號、三號》[文獻一])。本文

會混用神祇們的希臘名字及拉丁名字，讀者諸君可自行分辨，亦

是一樂也。

諸神當中的大哥大自然是宙斯 (Zeus;參見圖一(左))。此公如發

情的公牛般，背著老婆赫拉 (Hera;參見圖一(右))，到處偷情，令赫

拉氣得直跳腳。宙斯和黑暗女神勒托 (Leto)私生阿波羅及黛安娜，

也只不過是他偷情史中的一小段。希臘人說赫拉善妒，是不公平

的。大老婆看到一大群小三，能不發怒嗎? 赫拉是宙斯的姊姊，為

旁系血親二等親。希臘神祇間的近親繁殖處處可見，在台灣會違

反民法第983 條第1項第2款。赫拉輩分甚高，永不服輸，曾經寬衣

解帶，和維納斯及雅典娜裸體選美，史稱「金蘋果事件」(Golden 

Apple of Discord)，衍生出木馬屠城記。因選美大會而造成國家滅

亡，金蘋果事件是一項金氏紀錄。

  希臘神話與中華電信的
《春之饗宴: 羅浮宮珍藏展》

圖一: (左) 宙斯 (Zeus)；(右) 赫拉 (Hera)

圖二：(左)林某人模仿《維納斯的誕
生》畫中的維納斯。波提且利的畫
作中人體各部的比例和真實人類有
很大差距; (右) 布格羅的維納斯人體
各部的比例較為真實，但他的畫不
如波提且利有名氣。我將布格羅的
維納斯遮蓋一下，以免本書成為限
制級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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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內容太豐富，不知如何談起。」於是致詞時，專談當年他參

訪羅浮宮的經歷，不涉及特別畫家的介紹 (參見圖三)。

進入展場前，林某人全家和中華電信請來的丘比特人偶合

照，饒富趣味(參見圖四(左))。中華電信寄給我的邀請卡是布雪

1750年的作品《Apollo Revealing his Divinity to the Shepherdess 

Isse》 (阿波羅向伊賽揭示他的神性；參見圖四(右))，描述阿波羅

化身為牧羊人，而在現出原形時，向伊賽(Isse)揭示其神性的那一

瞬間。故事是頑童丘比特(Cupidon)在阿波羅屁股戳了一箭，讓他

愛上了代羅匹亞(Dryopia)的公主伊賽(Isse)，偽裝成牧羊人藉機親

近她，並引誘她敦倫。布雪(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參見

圖五(左))是法國宮廷畫家，多次為路易王朝第一美人龐波德夫人

畫肖像，因此受到路易十五的賞識(龐波德夫人是路易十五的情

人)。坦白說，林某人不太喜歡布雪的作品，因為他愛用銀色的冷

維納斯從海中泡沫誕生，美貌驚人(據說是宙斯的娘授意將宙

斯老爹的陽具割下，掉落大海，變出維納斯)。她對男人的品味有

相當高的標準，拒絕許多男神的追求，包括到處偷腥的宙斯。宙

斯惱羞成怒，強迫她嫁給醜陋凶暴的火神伏爾甘(Vulcan)。維納

斯不買宙斯的帳，寧可嫁給醜男，不肯賣身於宙斯，其格調遠高

於其他對宙斯卑躬屈膝的神祇。

林某人喜歡三姑六婆的訴說希臘諸神的劈腿八卦。若嚴肅看

待，希臘羅馬的神話是西方文化的瑰寶。法國羅浮宮博物館館長 

Henri Loyrette 說：「傳承自希臘羅馬的神話不僅是有點可怕的、或

迷人的、高潮迭起的故事全集，也是解釋人間世界、大自然與宇宙

星辰運作的一種方式，神話形塑了所有的西方思想，且滲透深入我

們的語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應該和亞洲觀眾一起分享這些希

臘羅馬神話暨文學的精彩故事，其中一些美麗的故事提供我們的詩

人、雕刻家、畫家和音樂家豐富的創作養分，尤其從十七世紀起重

新研究法國古文學之際，神話更是藝術家汲取靈感的重要泉源。」

若要培養西方文化的人文素養，閱讀並了解希臘羅馬的神話是有必

要的。2012年2月23日，林某人受邀參加中華電信的「2012年春之

饗宴：羅浮宮珍藏展」。展覽地點為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古希臘神

話為主題，共展出100組件來自法國羅浮宮博物館、圖爾美術館、

迪戎美術館、阿哈斯美術館、安格爾美術館、安德烈‧迪利芎藝

術暨工業博物館，以及凡爾賽宮七家博物館之珍藏。這次展覽正值

情人節，因此和愛情相關的作品特別受到矚目。中華電信的貴賓之

夜照例會請呂學錦董事長致詞。前兩次的梵谷展及畢卡索展，他對

兩位畫家都有深入的評述[附註一]。這次羅浮宮珍藏展涉及的藝術

家甚夥，呂董上台前我很好奇的問他要如何評述。呂董搔搔頭說：

圖三：呂學錦董事長致詞，暢談當年他遊覽羅浮宮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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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宮展覽的《Apollon et Daphne》(阿波羅與達芙妮；參見

圖六(右))，有如下的故事: 有一天阿波羅看到丘比特在玩弓箭，

斥責道：「小孩子不要隨便玩弓箭。」丘比特很不爽，抽出一支

金箭，趁阿波羅不留神時，戳他一下。被丘比特金箭射中的人會

愛上第一眼見到的異性。此時來了河神貝內(Penee)的女兒，美麗

的達芙妮(Daphne)。丘比特很調皮的把另一支鉛箭射向達芙妮。

被鉛箭射到的人，會厭惡第一眼見到的異性。於是阿波羅深深愛上

達芙妮，對她表示愛慕之意，而達芙妮則避之唯恐不及，像驚嚇的

羚羊一般逃跑。最後她倒在地上，被阿波羅追上。達芙妮急得向老

爸求救。河神也搞不過太陽神，只好將女兒變成月桂樹。雖然達芙

妮已經變成了樹，但是阿波羅依然愛著她。癡情的說：「妳雖然沒

能成為我的妻子，但是我會永遠愛著妳。我要用妳的枝葉做我的桂

冠，用妳的木材做我的豎琴，並用妳的花裝飾我的弓。同時，我要

賜妳永遠年輕，不會老。」於是乎阿波羅頭上就戴上了桂冠。

淡調子，讓我覺得冷冰冰的，不夠溫暖。不過他被尊為洛可可大

師，殆無疑義(參見圖五(右))。圖四(右)中阿波羅頭上戴著桂冠的

典故，來自於奧維德(Ovid) 的《les Metamorphoseon》(變形記；

參見圖六(左))。這個故事又和頑童丘比特有關。

圖四: (左)由左至右：林某人、女兒Doris、丘比特人偶，以及太太櫻
芳；(右)《阿波羅向伊賽揭示他的神性》

圖六: (左)《1es Metamorphoseon》(變形記)；(右)《Apollon 
et Daphne》(阿波羅與達芙妮)

圖五: (左) 布雪
(François Boucher；
1703－1770)； (右 )
《M a k i n g  U p  t h e 
Rococo》這本書讚美
布雪，也批判了他的
風格。他花俏的風格
表現出法國浮華風雅
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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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九(左))，最後卻引發特洛伊大戰。雅典娜和維納斯新仇加舊
恨，互不相讓，因此馬爾斯被雅典娜修理時，趕緊求救於維納

斯。維納斯和馬爾斯有過一段情，生下丘比特。不過維納斯站在

特洛伊這邊幫助馬爾斯另有原因; 她的另外一個私生子艾涅(Énée)
是特洛伊城內的英雄之一。特洛伊城陷落後艾涅逃到義大利，導

致羅馬城的建立。我在《科技人的宗教信仰》曾提到，由特洛伊

逃到羅馬這個事件成為牛頓發明西元紀事的關鍵[文獻三]。特洛
伊大戰有很有趣的考古故事，深深烙在林某人年幼時的心靈，我

在《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也有詳細的說明[文獻四]。

這幅畫的作者是提耶波洛(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1696－

1770；參見圖七(左))。他被譽為威尼斯派最後一位重要的裝飾畫

家，作品呈現明亮而鬆弛的風格。他在為宮殿進行濕壁畫裝飾工

作時，發展出一種超越平面構圖的誇張透視法，讓構圖中的建築

物後退到模糊的遠處。他的作品遍佈於各處的教堂、宮室和畫

廊。林某人不太能欣賞提耶波洛的畫風。就《阿波羅與達芙妮》

這個題目而言，我比較喜歡貝爾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1598 

－1680)的展現方式(參見圖七(右))。

呂學錦董事長致詞時的背景是一幅畫《The Combat of Mars 
and Minerva》 (蜜涅芙大戰馬爾斯；參見圖八)。這是大衛(David) 
1771年的作品，敘述特洛伊戰爭時，支持特洛伊人的馬爾斯
(Mars)與蜜涅芙(Minervap；亦即雅典娜)對壘，最後馬爾斯倒在地
上，向小愛神及他的娘維納斯求助。這個故事說來話長。雅典娜

和維納斯報名參加金蘋果選美，爭奪最美麗女子頭銜。最後維納

斯贏了，原來她行賄裁判，答應送他人間最美麗的女子海倫(參

圖七 : (左 )提耶波洛
( G i o v a n n i  B a t t i s t a 
T i e p o l o； 1 6 9 6－
1770)； (右 )貝爾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的
《阿波羅與達芙妮》人
物的表情十分仔細，造
型生動，捕捉到達芙妮
變身時激烈的感情。

圖八:《蜜涅芙大戰馬爾斯》(The Combat 
of Mars and Minerva)的構圖相當有有意
思，男戰神被女戰神打趴，只好向情婦求
救。小愛神是馬爾斯和維納斯的私生子，
背上有翅膀。其實小愛神只要以他的金箭
刺一下蜜涅芙，她馬上會由恨轉愛，化干
戈為玉帛，不會再打下去了。

圖九 :  (左 )海倫； (右 )
大衛 (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是
法國博物館事業的奠基
人。他死在布魯塞爾，
心臟被運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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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傑解救安傑麗嘉》的作者是法國畫家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參見圖十二）。他是新

古典主義畫派的最後一位領導人，受到畫家父親的啟蒙，1797年

師從大衛。安格爾的畫風線條工整，輪廓確切，色彩明晰，構圖

嚴謹，影響後世畫家如畢卡索。林某人初次看到安格爾的畫，覺

得還頗有拉斐爾的風格，只不過他畫的肌膚更為柔和圓潤。

《蜜涅芙大戰馬爾斯》這幅畫像的作者大衛(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參見圖九(右))年少時學畫不順，幾乎絕望

自殺，直到1774年獲羅馬獎，並於1784年成為法國皇家藝術院院

士，一舉成名。法國大革命時他對法國博物館的建設和羅浮宮的

保護有不小的貢獻，成為法國博物館事業的奠基人之一。1797年

大衛被延攬為拿破崙一世的首席宮廷畫師，創作了許多大型作

品，對拿破崙歌功頌德，不遺餘力(參見圖十)。滑鐵盧兵敗後，

拿破崙身旁的人樹倒猢猻散，大衛逃亡到布魯塞爾，賣畫為生，

皆以古希臘和羅馬的題材為主，不再沾上政治議題，以免又惹禍

上身。他教了幾位好學生，包括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安格爾。

這次展覽展示了《Roger Delivering Angelica》(羅傑解救安傑

麗嘉；參見圖十一(左))這幅畫，和希臘神話無關。此畫取材於義

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文學作品《Orlando Furioso》 (瘋狂的奧

蘭多；參見圖十一(右))。這個故事以查理曼大帝與撒拉森人之間

的戰爭為背景，講述奧蘭多對安傑麗嘉的愛情。

圖十：大衛這一幅拿破崙躍馬圖舉世聞名。

圖十二: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
反對浪漫主義，是新古
典主義的先鋒，作品表
現出蜿蜒的曲線以及精
確的圖像。

圖十一：(左)阿吉曼郵票《羅傑解救安傑麗嘉》；(右) 《瘋狂的奧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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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etto il Caravaggio；1571－

1610；參見圖十五）這位義大利畫家對巴洛克畫派的形成有重要

影響。林某人第一次看他的畫，對於他掌握光線明暗的純熟，印

象深刻。卡拉瓦喬是個豪放男，工作兩周所賺到的錢足夠他帶著

僕人在街頭放蕩一兩個月，到處惹事生非。某次爭鬥時殺死了

人，死者家人懸賞追殺卡拉瓦喬，逼得他逃離羅馬。之後他在那

不勒斯，繼續爭鬥結怨，於一年後病逝。生前聲名顯赫的卡拉瓦

喬，死後的成就卻雲消霧散，直到二十世紀末期才又被發掘重

視。卡拉瓦喬於十七世紀初期在羅馬所繪畫的《聖彼得與聖安得

烈的召喚》（The Calling of Saints Peter and Andrew）被英國女王當

作複製品，扔在骯髒的儲藏室裡長灰塵。直到最近，經過專家鑑

的確，拉斐爾是安格爾一生最崇拜的大師之一，他到87歲高
齡還在研究拉斐爾的作品。安格爾的聲譽如日中天時，把持美術

學院，對新生的各種畫風嗤之以鼻，形成學院派風格。林某人

有一次在高雄市閒逛，赫然看到一幅巨大的安格爾作品《Grande 
Odalisque》 (土耳其浴女；參見圖十三(左))，心想高雄市的藝術
素養真高。再仔細一瞧，原來是痔瘡廣告看板。安格爾若地下有

知，大概也會啼笑皆非吧? 圖十三(右) 是我的模仿畫。安格爾在
處理女性胸部有其特色。這幅畫若用於胸部整形廣告，或許較為

切題。

林某人最後介紹《Amor Vincit Omnia》(俗世愛情的勝利;參見

圖十四)。圖中的頑童邱比特砸壞了小提琴、魯特琴(Lute)、盔甲、

小冠冕、工具尺、圓規、筆及樂譜，代表愛情戰勝了戰爭、音樂、

科學，以及政府組織。這幅畫很符合作者卡拉瓦喬的叛逆性格。

圖十三：(左)安格爾作品《Grande Odalisque》(土耳其浴女)被用於痔
瘡廣告看板，上頭大辣辣的寫著「大便有血，請快就醫」真是唐突佳
人；(右)林某人的模仿畫

圖十四:《俗世愛情的勝利》(Amor Vincit Omnia)被
擺在故宮的紀念品商店外，右上角被貼上了「樣
本」，有點破壞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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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一]《馬克一號、二號、三號》，《閃文集III》，第157頁

[文獻二]《傳真機》，《閃文集III》，第50頁

[文獻三]《科技人的宗教信仰》，《閃文集II》，第238頁

[文獻四]《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閃文集II》，第140頁

[文獻五]《由電玩廣告的「物化女性」談起》，《閃文集II》，  

     第103頁

[文獻六]《由賈柏斯談起》，《閃文集III》，第165頁

定，價值高達台幣31億。這幅畫是卡拉瓦喬僅存於世約五十幅真

跡當中的一幅。他的藝術創作被認為是現代繪畫的濫觴。

[附註一] 中華電信在2010年2月22日舉辦和事業夥伴的新春

團拜「春之賞」，不像一般廠商吃吃喝喝，而是引領來賓觀賞梵

谷的名畫，讓大家欣賞藝術，我在《由電玩廣告的「物化女性」

談起》文中有敘述 [文獻五]。2011年中華電信慶祝15周年舉辦

「世紀畫家－畢卡索特展」，我在《由賈柏斯談起》文中也有提

及[文獻六]。

圖十五：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etto il Caravaggio；1571－1610）

[附註一] 中華電信的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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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步入會場，口沫橫飛的

致起詞來(參見圖三)，介紹《現

代雅典學院》的源頭《雅典學

院》。沒想到第一句話就講錯。

我說: 「拉斐爾的壁畫《雅典學

院》以大廳長廊表現出三度空間

的立體感，如果由壁畫中央延展

出一個長方立體，則其近端的兩個

邊是兩座雕像，代表日、月，而遠

端的兩個邊是中間的兩位鬍鬚兄，

代表天地⋯」為何近端的兩座雕像

代表日月? 林某人信口開河:「因為

左邊是日神阿波羅，右邊是月神黛

安娜。」結果右邊的雕像是戰神雅

典娜，被我張冠李戴啦。

《一平繪話》專欄的原始目的是寫一些網路通訊相關的趣聞

軼事，娛樂大眾。2008年在NCP總主持人吳靜雄教授啟發下，我
很認真的思考以《一平繪話》文章來引發讀者對人文通識的興趣

(詳細經過請參閱《尋找蒙娜麗莎》[文獻一])。我也開始在交通大
學教授通識課程，大量介紹資通訊相關的歷史人物，希望藉由這

些人的事蹟，引導資訊系學生對人文的興趣。之後擔任交通大學

副校長，也接觸較多的通識教育活動。

2011年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委託龔蒂菀老師設計一幅畫《現代雅
典學院》，於10月12日舉行揭幕儀式(參見圖一) ，由林某人致詞。
身為交通大學副校長，為活動致詞的次數已多如牛毛。一般活動的

主辦單位都會準備致詞稿。如何使用這個「備稿」，每個致詞者都

有不同做法。交大吳妍華校長會在前一天很仔細的看過「備稿」，

再以自己的想法重組出致詞內容。我不習慣使用「備稿」，都是了

解活動性質後臨場應變。看到《現代雅典學院》這個題目，就知道

是在模仿拉斐爾的壁畫《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參見圖
二)。依稀回想起以前看過《雅典學院》這幅裝飾在梵蒂岡教宗居室
的大型壁畫，雖然沒空了解《現代雅典學院》包括那些人物，也知

道顯然和《雅典學院》中的人物完全不同。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

以拉斐爾的壁畫來發揮其精神，講幾句話就成啦。

雅典學派( La scuola di Atene )

圖一:《現代雅典學院》揭幕儀式；由左至右依序為龔蒂菀、楊永良及林某人

圖二: 拉斐爾的壁畫《雅典學院》
(La scuola di Atene ; The School of 
Athens)透視點上的兩個人分別為柏
拉圖及亞里斯多德。超高圓頂、酒
桶穹窿(Barrel Vault)的大廳上站滿
包括哲學、詩歌、音樂、神學等學
者，每個哲學家都顯現出其「個人
靈魂」的特點。

圖三:林某人在《現代雅典學院》畫
前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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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亦即亞底米絲；Artemis；參見圖六)是阿波羅的孿生
妹妹，被尊為月亮女神。她的個性溫和，舉止優美，樂於幫助苦

難的人們和動物。黛安娜和阿波羅有很好的對比，一陰一陽，擺

在大殿上，符合中國易經哲學。因此林某人在解說《雅典學院》

時就下意識地脫口而出，認為女雕像是黛安娜。其實黛安娜也很

容易辨認，因為大部分她的畫像，頭上會戴上半月形的冠冕。

阿波羅(Apollo；參見圖四(左))是宙斯和和黑暗女神勒托 
(Leto)的私生子 (參見《春之饗宴：羅浮宮珍藏展》)。在圖二
《雅典學院》畫中，阿波羅手持金色的七弦琴，這是他的註冊商

標，因此林某人一望而知，不會誤認。宙斯特別加持阿波羅，賞

賜黃金戰車及權杖。乘著戰車趴趴走的阿波羅權威甚大，除宙斯

外沒有任何神祇能與之匹敵。因此《雅典學院》畫中放阿波羅的

雕像是很合理的。

林某人為何會將雅典娜(Athena)誤認為黛安娜? 原因如下。
某些考證認為雅典娜是外來神祇，並非希臘的產物，因此我直覺

不認為雅典娜會和阿波羅配對。希臘人為了將雅典娜本土化，聲

稱她是在宙斯頭痛欲裂時，由腦袋蹦出來。果真如此，宙斯無性

生殖的神力可真是驚人。雅典娜一出世，頭戴金盔，一手持盾，

一手持尖頭矛，身披羊皮胸甲，吶喊之聲震天撼地。當年我欣賞

《雅典學院》壁畫時看不到雅典娜常戴的高聳鋼盔(如圖五(左)所
示)，下意識認定其為黛安娜。該印象一直延續至今，導致我在公
開場合講錯話，著實懊惱。希臘的雅典邦城為雅典娜所開創 [附
註一]，因此《雅典學院》的女雕像放雅典娜也算是有道理。

圖四：(左)阿波羅(Apollo)畫像係林某人模仿拉斐爾
的畫法：(右)《雅典學院》畫中的阿波羅 圖五: (左)「標準的」雅典娜(Athena)裝扮：(右)《雅典學院》畫中的雅典

娜，左手拿著神盾埃葵斯(Aegis)，據說世上有兩面，另一個神盾為宙斯
擁有。雅典娜神盾中央裝上美杜莎，任何人看到都會變成化石。

圖六 :  黛安娜 (亦即亞底米
絲；Ar temis )是阿波羅的孿
生妹妹。圖左係林某人在
Washington DC博物館拍攝的
黛安娜雕像；黛安娜、雅典
娜以及灶神赫斯提亞(Hestia)
是希臘三大處女神，一輩子
未親近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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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斯多德的學說《工具論》(Organon)是一本瘋狂手冊，沒有事

實基礎。可見「駁斥前賢，追求真理」是文明演進的必然趨勢。

有人說拉斐爾畫中的亞里斯多德係以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1475－1564)為藍本，這一點林某人並

不認同。根據我的考證，米開朗基羅的長相是身材小、身體殘弱、

頭大、臉小、面貌陋 (參見《一平繪話的人物畫像》[文獻二])。而

圖八(左)的人物則相貌堂堂，身材壯碩，絕不似米開朗基羅。

《雅典學院》中右下角手持圓球者亦值得一提。他是天文學

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90－168；參見圖九)。他手中拿

的似乎是一顆占星(天體)球，而背對他的人則拿著地球儀和他討

論。這兩顆球代表托勒密的兩大成就：其一是地理學(詳述於《古

騰堡的知識銀河》一文)，其二則是占星術 (詳述於《科技人的宗

教信仰》[文獻四]) 。

林某人接下來的致詞就比較中規中矩，沒出啥大錯。我說

「天地」當中的「天」是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參見圖七

(左))，因為他右手指天。此公左手挾其巨著 《Timaeus》(這個希

臘字翻譯為「榮譽」)，代表理想主義和唯心論。右手戟指上天，

表示他的想法在雲端，太理想化啦。拉斐爾畫中的柏拉圖不像一

般希臘出土的柏拉圖雕像模樣，據說他是以達文西（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1452－1519）為原型繪製的。我在《尋找蒙娜

麗莎》一文提到達文西，也畫了他的肖像，如圖七(右)所示。讀

者諸君可比較，我畫的達文西是否和拉斐爾的柏拉圖有幾分相似?

我致詞當中的「地」是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前

322；參見圖八)，因為他的右手掌向地。而另一手則拿《倫理學》

（Nicomachean Ethics），強調知識須透過經驗觀察才能獲得。因

此他推崇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亞里斯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但

不見得同意老師的論點。因此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頗有大義滅師的架式。不過亞里斯多德的理論也被後人駁斥。我

在《計算工具》一文提到，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認為

圖七 :  (左 )《雅典
學院》中的柏拉圖
( P l a t o；前4 2 7－
前347)戟指向上；
(右 )林某人手繪達
文西 (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
1452－1519)

圖八: (左)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前384－前
322)在《雅典學院》中
的造型; (右)我在《電
話翻譯》一文中描繪
出的亞里斯多德插畫 
[文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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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學院》畫中的典故甚多，林某人致詞時間甚短，無法

一一說明。最後提到，拉斐爾將自己畫在壁畫的右下角(參見圖

十(左))。中古時期的歐洲，畫家受雇於貴族或公家，作品獻給主

人，不可以簽名落款。畫家們往往心癢難搔，想要千古留名，於

是在作品的角落畫上自己的人像，代替簽名。拉斐爾很佩服達文

西和米開朗基羅這兩位和他同一時代的老前輩。但他的成就卻也

不遜於這兩位先進，被合稱為「文藝復興(Rinascimento)三傑」。

拉斐爾在世的這一段時期，西方文藝復興運動進入高峰，而中國

正值明朝，鄭和第七次下西洋(1430年)之後，由盛而衰，開始遙

遙落於歐洲之後。

在那一天的致詞，我並未對龔蒂菀的《現代雅典學院》做評

論，原因是不了解當中的人物是如何挑選的。事後仔細看了《現

代雅典學院》(參見圖十一)中的人物，覺得部分人士似乎稱不上

學派。倒是畫中有一些人物曾出現於《一平繪話》的文章，在此

閒談一二。

圖九：(左)《雅典學院》中的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aeus；90－168)；
(中) 林某人畫的托勒密插畫；(右)林某人於2012年8月參觀波士頓的公立
圖書館(Boston Public Library)，內藏托勒密的地圖，予以拍照留念。

圖十: (左)《雅典學院》中的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 or 
Raphael；1483－1520)；(中)林某人畫的拉斐爾人像

圖十一: 龔蒂菀《現代雅典學院》的局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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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雅典學院》包括兩位科學家愛迪生及愛因斯坦。

在賈柏斯右上方畫了手執燈泡的發明大王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參見圖十四)。《直流電大戰交流電》文

中很詳盡的敘述愛迪生的偉大發明[文獻七]。他是世界上第一位

利用工業研究實驗室來大量生產發明物的人。他在美國、英國、

法國和德國等地共有1500項專利註冊，被稱為「門洛帕克的奇

才」。不過他很謙虛地說：「我哪裡是發明電燈，我只不過用鎢

絲把電引導在管子裡讓它發光，我哪裡是發明呢？真正的發明家是

神，他發明了電，我是發現者，沒有人應說我是發明家。」門洛

帕克(Menlo Park)是愛迪生實驗室的所在地，距離林某人在美國紐

澤西州的住家不到30英里。我曾數度造訪愛迪生實驗室。愛迪生

晚年押錯寶，強力推動直流電技術造成他事業的最後失敗。

《現代雅典學院》共有兩位資通訊科技人。首先由左上角出

場的是賈柏斯(Steve Jobs；1956－2011；參見圖十二)。站在賈柏

斯右下方的是蓋茲(Bill Gates；b. 1955；參見圖十三）。藉由網路

通訊技術，這兩位科技人幾乎改變了世人生活的方式。然而他們

倆位也像歡喜冤家一般的互相攻擊，其過程在《由賈柏斯談起》

文中有記載[文獻五]。賈柏斯在其自傳批評蓋茲，說他「基本上

沒什麼創新天分，也從未發明過任何東西」。蓋茲則覺得賈伯斯

是「怪人」、「性格有著奇怪缺陷」，並且經常罵人是「屎」(賈

伯斯的確說過Windows軟體是狗屎)。賈柏斯去世成為2011年的頭

條科技新聞，比爾蓋茲在臉書上寫道，「我第一次和賈伯斯相遇

是在30歲的時候，我們在人生一半以上的時間內，曾經當過同事、

對手和朋友。能和賈伯斯一起工作真的是非常幸運且非常光榮的一

件事，我會非常想念他的。」林某人在華盛頓唸博士學位時曾分

別見過賈柏斯及蓋茲，覺得他們的談吐文雅，不像會彼此攻訐的

人物。蓋茲曾做過很離譜的科技預測，詳情參見《資通訊的科技

預測》[文獻六]。

圖十二：(左)《現代雅典
學院》的賈柏斯 (S teve 
Jobs；1956－2011)；(右)
林某人手繪之賈柏斯。
他生前曾設計一艘革命性
的私人遊艇，命名維納斯
(Venus)，駕駛艙用七台27
吋iMac輔助航行。

圖十三: (左)《現代雅典學院》的蓋茲(Bill Gates；b. 1955)； 
(右)林某人手繪之蓋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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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領域，《現代雅典學院》選擇的人物包括了泰戈爾及

卡繆。這兩位我都曾在《一平繪話》專欄介紹過。在《時間與電

信》文中我引用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參見

圖十六)的詩，要大家善用時間[文獻九]。1924年，梁啟超和蔡元

培邀請泰戈爾訪華。到達中國後，泰戈爾情不自禁地說：「朋

友們，我不知道什麼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

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愛

的兄弟。」《現代雅典學院》在泰戈爾身旁放了徐志摩，兩者並

無真正師徒關係。徐志摩於泰戈爾訪華期間擔任翻譯，服侍得泰

戈爾龍心大悅，將徐志摩當成乾兒子。徐志摩拋棄元配不顧，和

陸小曼及林徽音大搞曖昧，實在不足以為我輩的典範。《現代雅

典學院》將泰戈爾和徐志摩比擬為《雅典學院》中的柏拉圖和

亞里斯多德，份量差太遠。就成就而言，前述的梁啟超(1873－

《現代雅典學院》畫中在賈柏斯下方吐舌頭的是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參見圖十五）。我在《計算機

模擬》中提到愛因斯坦和波爾在量子力學的爭論 [文獻八]。愛因

斯坦曾說：「I want to know God's thoughts；the rest are details. 」

換言之，做研究要弄對方向(搞清楚上帝的想法)，否則會做白

工。他譏評量子力學的機率理論如同丟骰子一般荒謬，說：「I 

am convinced that God does not play dice.」而波爾則認為愛因斯坦

沒聽上帝的話，而是在指揮上帝，反唇相譏道：「Einstein, stop 

telling God what to do with his dice. 」愛因斯坦晚年待在普林斯頓

大學，住處位於112 Mercer Street，林某人亦曾經造訪過。愛因斯

坦喜歡駕帆船。一些女人想生下天才小孩，就想盡辦法混上愛因

斯坦的帆船出海，引誘他在船上敦倫。辦完事後卻又忘了將比基

尼內衣帶走。愛因斯坦太太看到，氣得直跳腳。

圖十四： (左 )《代雅典學院》的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右)
林某人手繪之愛迪生

圖十五 :  (左 )《現代雅典學院》的愛因斯坦（Alber t 
Einstein；1879－1955）；(右)林某人手繪之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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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參見圖十八(左) ) 於1957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法國第九位也是最年輕的獲獎者。三年

後死於車禍。我在《電影．電話．戲劇人生》文章中畫了一張卡

繆的肖像(參見圖十八(右)) [文獻十]。卡繆是菸槍，隨口都叼一支

香煙。為了提倡禁菸，我將畫像的香煙拿走。卡謬否認自己是存

在主義者，然其論述卻往往針對存在的方式與死亡的問題。卡繆

的理論是，當人們意識到生活的荒謬時，就會覺醒，引發生命的

選擇：自殺或超越。有些人認識到生存的無意義後，會陷入絕望

境界，就採用肉體毀滅的方式來逃脫人生。這種現象似乎特別容

易發生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得獎之後，往往因為讀者期望的壓

力太大，寫不出曠世巨著，陷入絕望境界，就自己結束生命。例

證包括海明威(參見《創意的產生》[文獻十一]) 以及川端康成。

而三島由紀夫更因為得不到諾貝爾獎，行事趨於極端，最後結束

自己生命(參見《死刑的故事》[文獻十二])。盡管有各種自殺的

理由，卡繆仍然否定生理的自殺，他認為這種逃避是對生活的褻

瀆，也無法恢復生命的尊嚴。

1929)及蔡元培都比徐志摩更有資格進入學院殿堂。泰戈爾訪華時

由林徽音和徐志摩作陪，兩位陪客之間卻十分親熱，被稱為「金

童玉女」。林徽音是梁啟超的媳婦，不知做公公的梁啟超，看在

眼中，有何感想。蔡元培（1868－1940；參見圖十七）少年就有

才子之稱：「酒量如海，才氣磅。論到讀書，一目十行；講起作

文、斗酒百篇。」他學貫中西，不但具備中華文化的學養，也對

德、法兩國的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精神及教育制度有

極深刻的認識。他以大格局的框架建立起中國教育行政體系、整

頓北京大學，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

圖十六：(左)《現代雅典學院》
的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右)林某人手繪泰
戈爾。他講了一句名言，我很喜
歡。他說「我們看錯了世界，反
說世界欺騙了我們。」

圖十八 :  (左 )《現代雅
典學院》的卡繆 ( A l b e r t 
Camus；1913－1960)；
(右)林某人手繪之卡繆，口
中的香菸被拿走了。卡繆的
名言是：「我反叛，因此我
存在。」

圖十七：蔡元培（1868－
1940）曾說：「與其守成
法，毋寧尚自由；與其求
劃一，毋寧展個性。」蔡
元培對中國社會有透澈觀
察。他提倡民權與女權，
倡導自由思想，致力革除
「讀書為官」的舊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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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雅典學院》內有兩位宗教家。德雷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參見圖二十一)站在中排最右方，而達賴喇

嘛丹增嘉措（Dainzin Gyaco；b. 1935；參見圖二十二）則站在德

雷莎修女的左上方。這兩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道關懷者的言

論被林某人收錄於《《一平繪畫》中人物的生與死: And Living a 

Better Life》。他們有一共同處，就是心胸寬大，對於宗教沒有門

戶之見。德雷莎修女曾說: 「我們應該幫助印度教徒成為更好的

印度教徒，幫助回教徒成為更好的回教徒，幫助天主教徒成為更

好的天主教徒。」

《現代雅典學院》收錄兩位著名畫家。站在賈柏斯右方的是

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參見圖十九(左))。

而在梵谷右下方的則是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

1973；參見圖二十(左)）。我在《由電玩廣告的「物化女性」談

起》文中畫了梵谷肖像(圖十九(右)) [文獻十三]，也在《由賈柏

斯談起》文中插畫了畢卡索的肖像(圖二十(右)) 。這兩位畫家生

前的境遇大不相同。梵谷一生悲劇，潦倒貧困，一直到他去世

前，不斷遭受到間歇性精神病的折磨，在狂亂中割下自己的耳

朵。圖十九(左)是割耳後的梵谷，頭上還纏著繃帶。畢卡索則是

少數能在生前名利雙收的超級畫家，同時風流桃花不斷，一生享

盡豔福。畢卡索曾吸食大麻，在精神恍惚的情境下激發自己的創

造力。而梵谷一生中創作慾望最旺盛的時期也發生於精神錯亂之

時。這不禁讓林某人下了結論: 「科學家要相當理性，思路清晰，

才會有偉大的科技貢獻。藝術家則要發點神經病，精神恍惚，才會

有偉大的藝術創作。」

圖十九: 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

圖二十: (左)《現代雅典
學院》的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
1973）; (右)林某人手繪
之畢卡索。他說：「我
不畫我看到的，我畫我
知道的。」強調心中意
念比外表形式重要。

圖二十一：(左)《現代雅
典學院》的德雷莎修女
(Mother Teresa；1910－
1997)；(右)林某人手繪
之德雷莎修女。她說：
「不說不講地做，更能
傳播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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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雅典學院》畫了幾位演藝人員，我談談當中三位較具

代表性的人物，包括站在愛因斯坦右方的李小龍（Bruce Lee；
1940－1973；參見圖二十三），其右方的卓別林(Charles Spencer 
Chaplin；1889－1977；參見圖二十四)，以及更右方的赫本
(Audrey Hepburn；1929－1993；參見圖二十五) 。
我數年前曾寫過一篇關於李小龍的文章，現在已找不到了。

李小龍算是我在華盛頓大學的學長，在華大主修哲學。我在華大

就讀時有一天和系上的谷本教授(Tanimoto)聊天。谷本教授說他
家後院外常有香港遊覽車進出，不知是何原因。我跑去瞧瞧，原

來谷本家後院鄰近「湖景墓園」（Lake View Cemetry），是李小
龍長眠之所，常有粉絲來悼念。華大有位退休的老教授回憶，李

小龍學生時代曾在校園表演武術。老教授說：「這位哲學系的小

夥子想法實在怪異，不過武術倒是打得很有看頭。」李小龍服膺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參見《科技人的
宗教信仰》的哲學思想。尼采主張「權力意志」，認為人們應該

追求權力，要能主宰自己、主宰他人，進而主宰世界。李小龍依

循此哲學，一生追求武術的卓越。他說：「我絕不會說我是天下

第一，可是我也絕不會承認我是第二。」李小龍以哲學思考來提

升武術，因此能進入他人達不到的境界，曾說：「功夫是一種特

殊的技巧，是一種精巧的藝術，而不是體力活動。這是一種必須使

智力同技巧相配合的精妙藝術。功夫的原理不是可以學得到的，好

像科學一樣需要尋求實證，而由實證中得到結論。」不過他的功

夫論述既「哲學」又「抽象」，沒幾個人聽得懂，遑論依其論述

練成武功了。李小龍對武術的精益求精可由雙節棍法看出。在他

之前，武術家只懂舞動一根雙節棍。他加以創新，可以雙手同時

舞動一對雙節棍，是難度很高的武術。1972年《黑帶》雜誌將李

2009年丹增嘉措訪問台灣，和天主教樞機單國璽對談。達賴

喇嘛指出，世界許多衝突皆假宗教之名行之。思及二十一世紀在

科技的引領下，好像大家都很幸福，但實則不然，畢竟超市是買

不到快樂的，唯有內心的平和才有真幸福，因此生活上要注重心

靈修行。地球發展幾千年後，生活經驗和認知方式都不同，各大

宗教也都發展出不同的宗教哲理，但都尋求著共通的普世價值。

所以他主張，信仰所在地的主流宗教，如果生在基督教國家，最

好信仰基督，不必改信佛教。

圖二十二：(左)《現代雅典學院》的達賴喇嘛丹增嘉
措（Dainzin Gyaco；b. 1935）；(右)林某人手繪之丹增
嘉措；在藏傳佛教格魯派中，除了達賴喇嘛外，還有
班禪喇嘛。梵文的「班」是「班智達」，意為博學; 
而藏文的「禪」是「欽波」，是「大」的意思。西藏
人認為達賴為阿彌陀佛的化身，班禪為觀音菩薩的化
身。當年西藏受政治影響，認為蒙古可汗是金剛手菩
薩的化身，滿清皇帝是文殊菩薩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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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別林一代笑匠，奠定了現代喜劇電影的基礎。在《計算機

模擬》一文我敘述了卓別林和愛因斯坦對話的趣聞 。愛因斯坦的
《相對論》實在太深奧，因此在當時有一句用來表達令人迷惑的

口語:「對我來說，這根本是“愛因斯坦 ” 。」有一次愛因斯坦
恭維卓別林，說: 「卓別林先生，您真偉大，因為無人不知您的表
演。」卓別林回答：「愛因斯坦先生，您才偉大，因為無人知曉

您的理論。」兩位名人很幽默的惺惺相惜。卓別林曾說：「A day 
without laughter is a day wasted. 」難怪他以帶來歡笑為己任。卓別林
自導自演《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參見圖二十四(右) )，
尖銳諷刺納粹主義和希特勒。據說希特勒還看了這部影片兩次呢。

赫本的氣質高雅，風采迷人，人稱永恒的天使，被《Life》(生
活雜誌)選為Life's Legends (20 Who Shook the World；參見圖二十五)
之一，並在2011年由中國網友票選為最美麗的女人，也算是一項
紀錄。赫本在1953年以電影《羅馬假期》(Roman Holiday)的安娜公
主 (Princess Anne) 一角贏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她在《第凡內早
餐》（Breakfast at Tiffany's）和貓兒玩在一起(參見圖二十六)，讓我
這位愛貓者增加了一份好感。赫本相當聰明，對於觀察他人有一

套獨特看法：「You can tell more about a person by what he says about 
others than you can by what others say about him. 」

小龍列為世界七大武術家之一。1979年美國洛杉磯市將《死亡遊
戲》的首映日(7月8日)定為李小龍日。

圖二十三： (左 )《現代雅典學院》的李小龍（Bruce Lee；
1940－1973）; (右)林某人手繪之李小龍

圖二十五 :奧黛麗‧赫本 
(Audrey Hepburn；1929 －
1993)：Life's Legends (20 
Who Shook the World)

圖二十四: (左)《現代雅典學院》的卓別林 (Charles Spencer Chaplin；
1889－1977)；(中)林某人手繪之卓別林；(右)《大獨裁者》的電影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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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其他人學習高雅的拉丁文及希臘文時，他只能學英文。但也

因為他在英文下過苦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能寫出鏗鏘有力

的演講稿，激勵了英國人民。

[附註一] 當年雅典娜與海神波塞頓(Poseidon)爭取擔任雅典城

的守護神。波塞頓說: 「選我當守護神，我賜給你們駿馬，戰爭時

大大有利。」雅典娜說:「選我當守護神，賜給你們橄欖樹，橄欖

油可以保養肌膚，讓你們漂漂亮亮。」子民們交頭接耳半天，選

了雅典娜，並以雅典為城名。城中的依瑞克提翁神殿(Erechtheion 

Temple；參見圖二十八)建於西元前395年，傳說是雅典娜和波塞頓

鬥法爭取雅典保護神的地方。

《現代雅典學院》中有數位政治人物，當中站在德雷莎修女

下方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參見圖二十七最

為多才多藝。他主導全世界第一部坦克車的建造(參見《馬克一

號、二號、三號》[文獻十四])，也是二十世紀寫文章拿稿費最多

的作者(參見《教授的「利是」》[文獻十五]) ，更獲頒諾貝爾文

學獎。他為了紓解國政工作的龐大壓力，中年開始繪畫，變成學

有專精的印象派風景油畫家。不過他的作品成功頗得助於愛妻

克萊蒙蒂 (Clementine)。她會在邱吉爾的油畫應該停筆時，迅速

「搶救」作品，將它拿開，免得邱吉爾再加上一筆，畫蛇添足，

變得過於繁複。邱吉爾小時候被老師認為文學語言天分不足，因

圖二十六 :  (左 )《現代雅
典學院》的赫本；(右)林
某人手繪赫本在《第凡內
早餐》之造型；她被美國
電影學會選為百年來最偉
大的女演員第三名。《第
凡內早餐》  (Breakfast 
a t  T i f f a n y ' s )是卡波提 
(Truman Capote) 在1958
年出版的小說。1961年
時翻拍成電影，由赫本主
演。她在片中身著連身黑
長裙、手持煙桿的打扮，
變成她的招牌劇照之一。

圖 二 十 七 ： ( 左 )
《現代雅典學院》
的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1874－
1965)；(右)林某人手
繪之邱吉爾。他被認
為是20世紀最重要
的政治領袖之一，在
2002年BBC舉行的
「最偉大的100名英
國人」調查，獲選為
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
國人。

[附註一] 雅典娜



閃文集 Ⅳ 165閃文集 Ⅳ164

閃文集Ⅳ

[文獻一]《尋找蒙娜麗莎》，《閃文集II》第294頁

[文獻二]《一平繪話的人物畫像》，《閃文集III》第19頁

[文獻三]《電話翻譯》，《閃文集II》第158頁

[文獻四]《科技人的宗教信仰》，《閃文集II》第241頁

[文獻五]《由賈柏斯談起》，《閃文集III》第165頁

[文獻六]《資通訊的科技預測》，《閃文集II》第29頁

[文獻七]《直流電大戰交流電》，《閃文集II》第313頁

[文獻八]《計算機模擬》，《閃文集II》第202頁

[文獻九]《時間與電信》，《閃文集III》第57頁

[文獻十]《電影．電話．戲劇人生》， 《閃文集II》第120頁

[文獻十一]《創意的產生》，《閃文集II》第127頁

[文獻十二]《死刑的故事》，《閃文集II》第323頁

[文獻十三]《由電玩廣告的「物化女性」談起》，《閃文集II》第98頁

[文獻十四]《馬克一號、二號、三號》，《閃文集III》第157頁

[文獻十五]《教授的「利是」》，《閃文集II》第183頁

圖二十八: 依瑞克提翁神殿(Erechtheion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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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盛宣懷建議中國建立電報事業。1881年由他擔任津滬

電報陸線的總辦。1883年盛宣懷督理天津海關，挪用海關錢糧來

資濟電報事業，混淆各部門的經費，因此受到處分。他利用電信

高科技，在財富的聚積上，遠遠勝過他的長官李鴻章。盛宣懷首

創「官督商辦」，和胡雪巖 (1823－1885；參見圖二) 的「借洋

債」相互輝映，並稱中國募款籌錢的兩大創舉。許多晚清小說描

述兩個人如何在他們的創舉中各顯神通，花巧多端，兩袖金風。

但是一山不容兩虎，胡雪巖的老闆左宗棠和李鴻章積不相容，明

爭暗鬥，自不在話下。最後盛宣懷利用電報，擊垮了胡雪巖。

由此可見電信的重要，可決定勝負 (盛、胡相鬥這段故事請參見

《閃文集》第140頁)。

我剛到交通大學任職時，得知交通大學的創辦人是盛宣懷，

嚇了一跳，因為高陽的小說《紅頂商人》，將盛宣懷寫的非常負

面。另外一本小說《九尾龜》，也描寫盛宣懷家族，沒有說啥好

話。據說作者漱六山房(張春帆)拿著書稿去訛詐盛宣懷，卻未被

理睬。於是書中影射盛宣懷娶了九位妻妾，卻因無力雨露均霑，

每個妾侍都有情夫，讓他成了九尾之龜。另一本小說《二十年目

睹之怪現狀》，作者吳趼人描寫晚清官場的窳敗，社會道德的墮

落，一些情節更常被拿來影射盛宣懷 [附註一]。我們的盛創辦人

為何如此樹大招風，被人批評?

盛宣懷（1844－1916；參見圖一）頭銜頗多，被稱為政治

家、官僚買辦、企業家，和福利事業家。他1870年進入李鴻章幕

府，受到賞識。然而，他並未官居極品，而是在清朝打烊的前一

年，才做到郵傳部尚書及郵傳大臣。但是他對近代中國命運的影

響卻相當深遠，甚至武昌起義，遠因也是他造成的。

 交通大學的創辦人及早期的校長

圖一: 盛宣懷（1844－1916）

圖二: 胡雪巖 (1823－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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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懷出任鐵路督辦大臣九年，建造鐵路五條，全部以英、

法、德、美貸款方式完成，使得粵漢、川漢鐵路的民有、國有，

或他國所有的爭端不絕。 1911年盛宣懷升官為郵傳部尚書，建

議將地方省份各自建立的鐵路及郵政轉為中央掌控。這個措施自

然遭到地方反對，四川、廣東、湖南和湖北發生了保路運動。清

廷命令各地加以鎮壓，造成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的武昌起

義，搞垮了大清帝國。由此可見，民國的締造，我們交大創辦人

盛宣懷實在是功不可沒啊。他闖了大禍，只好逃亡日本神戶。

1915年日本曾試圖拉攏盛宣懷，但遭到他的拒絕。

在大力聚積財富之時，盛宣懷也同時進行慈善事業。1904年

日俄戰爭爆發於中國東三省 (參見《由通訊干擾談到日俄戰爭》

一文)， 盛宣懷與上海茶商沈敦和邀集中、英、法、德、美等五

國人士成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Shanghai Cosmopolitan Red 

Cross），以醫療救援遭受波及的東北民眾，積下許多功德。1906

年清廷簽訂日內瓦公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正式加入國際紅十字

組織，從此得國際公約保障，但日俄戰爭結束後即解散。1907年

由清廷任命為中國紅十字會首任會長。《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

物》寫著：「盛宣懷的一生，至少有兩件事是可以稱道的⋯第

一，他一生中所辦慈善事業頗多，每有災歉，他總是創捐鉅款，

救濟災民；第二，他倡辦北洋大學和南洋公學，成為培養新式人

才、推動國家進步的原動力。」盛宣懷去世時，留下家產二千萬

兩銀子(當時的白米一石值不到二兩銀子)，財富舉國無雙。

交通大學的正式「命名人」是葉恭綽(1881－1968)。我是由

一首打油詩認識他的。詩曰:「粵匪淮梟擺戰場，雷公先捉趙玄

壇；雖然黑虎威風大，也被靈官著一鞭。」

在經營多項科技產業的過程，盛宣懷深深體會到科技人才培

育的重要。1896年他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以經濟實用的學科為

主，這是交通大學的前身。交通大學和產業結合的傳統，一直傳

承，甚至在台灣，新竹科學園區也大量聘用交通大學培養的學

生，不僅成為國內高科技公司的骨幹，甚至成功的創立數以百計

的跨國大企業。

1900年，盛宣懷反對清廷支持義和團，陽奉陰違的命令各地

電報局將清廷召集拳民的詔旨延壓，同時電告各總督不要服從朝

廷命令。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時，他也利用電報，整合了長江流域

和蘇杭的督撫，越過逃難西安的慈禧老太太(1835－1908；參見圖

三)，與列強簽定了「東南互保條約」。從此形成中國地方軍閥的

割據局勢。

圖三: 兩本關於慈禧 (1835－1908)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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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詒被逼得喘不過氣，只好支持帝制。後來蔡鍔 (參見圖六 

(左)；他是交通大學的傑出校友，故事請參見[附註二]) 搞垮袁世

凱，帝制派樹倒猢猻散，大家都撇得乾乾淨淨，反而是最初反對帝

制的梁士詒很倒楣的被當成禍首通緝。政治之事，實在妙不可言。

詩中的「黑虎」就是葉恭綽 (他又名葉譽虎)。整個故事說來

話長，牽涉到葉恭綽的老闆梁士詒，以及梁士詒的老闆袁世凱。

我們先談梁士詒這個人。他是廣東人，1903年應試經濟特科，名

列一等第一，顯然前途無量。但是慈禧太后討厭康有為及梁啟

超，認為梁士詒的名字是「梁頭康尾」(康有為又名康祖詒)，必

定心術不端。並以此理由，將其淘汰。由此可見，取一個好名字

是跡混官場的必要條件啊。

當時袁世凱(1859－1916；參見圖四)和政敵盛宣懷天天鬥來鬥

去。袁世凱重用梁士詒，任命他為鐵路總文案，鬥倒盛宣懷後，接

收他在交通方面的勢力。1907年，梁士詒成為京漢等五路鐵路總指

揮，並創辦交通銀行，袁世凱必須依賴他辦理財政。其手下大將

包括葉恭綽、趙慶華 (就是打油詩中的「趙玄壇」)，形成「粵系」 

(詩中的「粵匪」就是指梁士詒的粵系)。1911年辛亥起義，梁士詒

很巴結的籌出巨款，交給袁世凱組閣，因此被稱為「梁財神」。

1914年，袁世凱當皇帝，要梁財神支持，但梁士詒不贊成帝

制。此時急煞了帝制派的首腦楊士琦 (安徽人；就是打油詩中的

「淮梟」)，於是以射人先射馬的方式，脅迫梁士詒。他唆使軍

警執法處的處長雷朝彥(就是打油詩中的「雷公」)去抓梁士詒的

部下趙慶華，又叫都肅政史王瑚(就是打油詩中的「靈官」) 領頭

參劾交通次長葉恭綽。這首打油詩用的是財神趙玄壇的典故(就是

《閃文集》第280頁提到的趙公明)，絲絲入扣，一語多關的同時

扣住梁財神和趙慶華。趙玄壇的坐騎是黑虎(參見圖五(左))，影射

我們交大校長葉譽虎。靈官姓王，是《封神榜》中雷部二十四天

君之一的王變天君，手持玉皇大帝御賜的金鞭(參見圖五(右))，以

此典故扣上詩中隱射的兩名人物雷朝彥和王瑚。

圖四：民初有名的袁大頭 (林某人收藏)

圖五：(左)趙玄壇的黑虎坐騎；(右)手持金鞭的王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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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變遷之最大者」，極盡讚美之詞。黎照寰在致詞中，還提到了

交通大學無線電教學的現狀，說:「交大為中國首先教授電報理

論與實用之大學，在電器工程學上，久為著名學府之一。」當時

媒體對馬可尼有細膩的敘述，說他「年屆花甲，然精神矍鑠，步

履甚健，身禦玄色厚呢大衣，體材魁梧」。而其夫人則「面罩黑

紗，頭戴烏絨帽，身著黑色大衣，胸圍紅色絲巾，面目端莊，笑容

可掬，與歡迎者談話時，更覺和藹可親。 」2010年8月林某人參觀

上海電信博物館，收藏了馬可尼和他夫人訪問上海的照片。這張

照片應證當時媒體的敘述，栩栩如生。林某人翻拍了這張照片，

讀者諸君請參閱《無線電的故事》。

2005年我跟隨張進福教授訪問上海交大(參見圖七) 。並於

2008年訪問北京交大，承蒙厚愛，請我擔任該校顧問教授。我也

曾訪問西安交大，在校內的南洋大飯店用餐。取名「南洋」也是

不忘本的意思。

我在前面提到葉恭綽是交通大學的命名者。1920年12月，葉

恭綽將交通部所屬的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上海南洋公學) 、唐山工

業專門學校、北平鐵路管理學校及北平郵電學校等四校，統一學

制，命名為「交通大學」。所以交通大學一開始就是分散式系

統，之後各校分分合合，始終飲水思源，通稱「交通大學」。今

日的交通大學有五所，位於上海、北京、西安、成都，及新竹。

葉恭綽校長在1921年交通大學開學典禮中說：「求學術造詣之

深，必先以學術為獨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誘，而後讀書真樂，此

所謂學術獨立非必與致用分離。」葉恭綽很有願景的說：「交通大

學自成立以來，積極改良已為有目共見，雖因出世甚晚，較之歐美

先進相形見絀，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窺見，彼之失敗我未身

嘗，倘以最新最後之方法猛晉追求，未必無同趨一軌之日，是在我

大學同人之努力矣。」

1933年馬可尼偕夫人環遊世界，於12月8日來到上海，由交

通大學校長黎照寰為他舉行盛大的茶會。黎照寰致詞，把馬可尼

的無線電發明媲美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稱其為「影響于現代世

圖六: (左) 蔡鍔(1882－
1916)的眼睛很特別，是
左大右小；(右) 蔡鍔墓
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嶽麓

山白鶴泉上方。蔡鍔的

信念是「以正勝邪，以

直勝曲」。

圖七: 張進福教授團隊訪問上海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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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護國英雄蔡鍔 (1882－1916) 原名艮寅，湖南邵陽

人。戊戌變法後，考入南洋公學 (所以是交通大學校友)，後來留

學日本。1900年參加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改名鍔。1911年響應辛

亥革命，平定雲南，被推選為雲南都督。1913年袁世凱上台後，

將蔡鍔調入北京，加以籠絡，封為「昭威將軍」。當時「威」

字輩的將軍地位最高，代表袁世凱的器重，希望蔡鍔幫他主導國

防。蔡也有抱負要強化中國的國防力量，以抵禦日本外侮。

1915年，33歲的蔡鍔被袁世凱嫡系的北洋軍閥排擠，難伸其

志。再加上他不贊成袁世凱稱帝，行事逐漸低調。蔡鍔在北京終

日無所事事，就去逛八大胡同，迷上了相貌「乏過中姿」的小鳳

仙，認為16歲的小鳳仙是仙露名珠，贈聯「自是佳人多穎悟，從

來俠女出風塵。」小鳳仙（1900－1954；參見圖九(左)）年幼時淪

落風塵，墮入妓籍，然而粗通翰墨，喜綴歌詞。很多人美化蔡鍔

和小鳳仙這段故事，認為他倆演戲，故意如膠似漆，目的是要誤

我們再回顧葉恭綽校長在1921年交通大學開學典禮中所說的

話：「求學術造詣之深，必先以學術為獨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

誘，而後讀書真樂，此所謂學術獨立非必與致用分離。」今日大

學受外界之利誘，盲目發表SCI論文，甚至「以篇論錢」，「論

斤論兩」，而喪失讀書真樂，實在愧對葉校長。

葉恭綽首倡無線電廣播事業，將Broadcasting一字翻譯為「廣

播」，並和國際通訊接軌。他創辦津奉長途電話，貫通東三省，

並在津浦鐵路沿線架設長途電話線，創辦天津自動電話局。中國

的電信基礎建設，他有極重大的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葉恭綽

身處淪陷區，為日軍監視，多次被汪精衛邀請擔任南京汪記政府

高官，誘以重祿，他均嚴詞拒絕。因為葉恭綽熟識坂垣征四郎(參

見《台灣的電信大戰》 [文獻一])，因此他的抗拒態度沒有遭到日

軍的修理。最後生活拮据，以典當古物字畫維持生活。葉恭綽去

世後，墓地遭紅衛兵砸壞毀損，令人感傷。盛宣懷、葉恭綽和日

本頗有淵源，但在民族大義上，卻都堅持立場，不受日本的威脅

利誘，我很敬佩。

 [附註一]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老殘遊記》、《官場

現形》、《孽海花》並列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作者吳趼人是廣

東佛山人，因此筆名為「我佛山人」(1866－1910；參見圖八)。

這本小說有一大特點，以化名影射當時的達官貴人，甚至將真人

的名字稍加變化，就登場了。例如他用「古雨山」這個角色來影

射胡雪巖，是將名字拆半。又如葉伯芬是指曾國藩的女婿「聶緝

槻」。聶緝槻字「仲芳」，對照隱喻為「伯芬」。我高中時不務

正業，以考證《二十年目睹 之怪現狀》的人物為樂。不過書中有

一位人物「苟才」，我一直找不出是晚清的哪一位人物。

圖八:「我佛山人」吳趼人(1866－1910)

[附註二] 蔡鍔[附註一] 吳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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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蔡鍔抱病擊敗優勢兵力的袁軍，推翻了袁世凱的復辟

帝制。蔡鍔在戰爭時，帶病操勞，一天睡不到四小時，之後積勞

成疾，因結核病赴日就醫，同一年11月病逝於日本。他和黃興同

時舉行民國第一次國葬。交通大學 「過勞死」的傳統，大概是

由蔡鍔所濫觴。據說蔡鍔病逝後，小鳳仙痛不欲生，寫了輓聯：

「誰識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文獻一]《台灣的電信大戰》，《閃文集II》第44頁

導袁世凱，讓他認為蔡鍔胸無大志。這種說法我不太認同。當時

蔡鍔已有兩位夫人，當中一位還已身懷六甲呢，到處亂逛妓院，

不太成體統，因此後人要有一個說法來「為賢者諱」罷了。如果

蔡鍔真的耍這種障眼小伎倆，袁世凱如此精明的人物，是不會上

當的。林某人也不相信蔡鍔會讓16歲的少女介入這種危險局面。

傳說在袁世凱稱帝前一夜，小鳳仙協助蔡鍔逃離北京。這點

林某人也存疑。如果確有此事，在那個草菅人命的時代，小鳳仙

放走蔡鍔，一定會被雷朝彥請去軍警執法處坐老虎凳。然而未見

任何記載。事實應該是蔡鍔向袁世凱請假，藉口赴日養病，再轉

道香港，回到雲南，發動護國戰爭。

圖九: (左)小鳳仙（1900－1954）；我在畫小鳳仙時，覺得她挺清
秀的。當時報紙批評她相貌「乏過中姿」，有點苛薄；(右) 著名
的高領鳳仙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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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奧爾科夫斯基與波托西尼克的影響層次不僅僅限制於通訊衛

星，更涵蓋火箭技術及外太空殖民等議題。齊奧爾科夫斯基小時

候因病失聰，被拒絕進入小學念書。他只好自我教育，獨自到圖

書館找書唸，之後擔任高中數學老師。他受到凡爾納 (Jules Gabriel 
Verne；1828－1905；參見《資通訊的科技預測》[文獻二])的影
響，開始研究太空科學，並於1929年出版一本書《Space Rocket 
Trains》，倡導多節火箭(Multistage Rocket)的概念，奠定火箭航行
的理論基礎。齊奧爾科夫斯基被歸類為「怪博士」之流，大部分

研究被當時的人們認為不切實際(例如設計外太空殖民地的食物養
殖)。不過他的想法影響後世科學家，被稱為「火箭之父」。

2011年中華電信發射第二顆通訊衛星ST-2，由中華電信

新加坡子公司負責作業細節。那段期間林某人有機會參訪新

加坡子公司，聽取簡報，對於中華電信發射衛星的嚴謹程

序有深刻印象。通訊衛星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簡寫為

COMSAT) 是用於電信的人造衛星(參見圖一)。而其原始構

想來自於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2008；參見圖

二) 。他於1945年在《Wireless World》這份雜誌上發表文章

“Extra-terrestrial Relays” 陳述通訊衛星的概念。克拉克的理

論受到兩個人的影響：前蘇聯的齊奧爾科夫斯基 (Konstantin 

Eduardovich Tsiolkovsky；1857－1935；參見圖三) 及奧匈帝國

的波托西尼克(Herman Potocnik；1892－1929；參見圖四)。

通訊衛星與太空競賽

圖一 :  收藏於中華電信的通訊衛星模型；圖右為
Intelsat-3衛星，設計壽命五年，造價530萬美金。

圖三: 齊奧爾科夫斯基 (Konstantin Eduardovich Tsiolkovsky；
1857－1935)

圖二: 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2008)和海來
茵 (Robert A. Heinlein) [文獻一]
及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參
見《無線電的故事》) 合稱為
科幻小說的三大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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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來談美國的發展。靈魂人物布勞恩(參見圖五)是德國

火箭專家，1938年加入納粹黨，進入黨衛軍，獲少校軍銜。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布勞恩為德國發展「復仇使者V2」火箭，隔海發

射，打得英國叫苦連天。二戰末期，盟軍深入德國腹地。為了不

使布勞恩這些科學家落入盟軍手中，德國打算在最後一刻將他們

處決。布勞恩秘密地與美軍第44步兵師接上了頭，投降美國，逃

過一命。大戰結束後，布勞恩在美國改良V2的技術，製成A-4型

火箭，於1946年5月發射，成為首枚飛扺地球大氣層上層 (Upper 

Atmosphere)的火箭。

另一位太空科技先驅波托西尼克出身軍校，專長為鐵路及橋

樑工程。他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肺結核病於1919年除役。

退役後他到維也納大學拿了電機博士學位，卻因結核病痼疾，找

不到工作，也娶不到老婆。1925年他開始研究火箭及太空科技，

並於1929年出版《The Problem of Space Travel》一書。他在同一

年貧病交迫，僅37歲便英年早逝。他往生之後，著作風靡了30多

年，被認為是研究人類長期居住外太空的權威。

齊奧爾科夫斯基和波托西尼克不但影響了克拉克的想法，也

影響到美蘇太空爭霸戰的兩位關鍵人物：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以及科羅萊夫(Sergei Pavlovich Korolev；

1907－1966)。美蘇在太空競爭上有極為戲劇性的過程。由於科羅

萊夫的貢獻，蘇聯一路領先美國，最後卻因為科羅萊夫早逝，被

美國捷足先登的上了月球。

圖四: 波托西尼克(Herman Potocnik； 1892－1929)

圖五: 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以黨衛軍
身分在1944年獲得納粹政府頒發的德國帶劍騎士戰功十字勳章
(Knight's Cross Of the War Merit Cross)。美國政府有意隱瞞布勞
恩的納粹身分，並使其成為美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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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8月NASA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聯合發射了第

一顆通訊衛星「回聲一號」(Echo 1A)，並播放艾森豪的聲音(錄

音)。從這顆衛星反射回地面的無線電波很微弱，因此地面電台必

須設有高靈敏度的接收機以及大功率的發射機。這種通訊衛星保

持在地面電台上空的時間很短，並不實用。1962年7月美國發射

「電星一號」(Telestar 1)，藉以轉播電視節目到英國及法國。這

顆衛星能同時傳輸600通國際電話或是一個電視頻道，讓衛星通

訊的實用化又邁前一大步。1964年8月，美國發射世界上第一顆

地球同步軌道(Geostationary Orbit)通訊衛星「辛康三號」(Syncom 

3)，轉播了1964年10月的東京奧運會的實況(參見《奧林匹亞的電

腦及通訊技術》[文獻三])。之後地球同步軌道通訊衛星成為商用

電信與電視傳播的重要工具。

1950年至1956年間，布勞恩領導研究團隊，成功發展出紅石

飛彈(Redstone)，成為美軍第一代核子洲際飛彈載具。他持續改進

紅石飛彈為木星C型火箭(Jupiter-C)，在1958年發射人造衛星，但

技術皆落後於蘇聯。在1945年至1957年間的太空競賽，美蘇兩國

拼命發展洲際飛彈及火箭(參見圖六)，而蘇聯團隊始終走在美國的

前面。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

參見圖七(左))，下定決心，於1958年成立美國太空總署(NASA)，

兩年後布勞恩成為中心主任。1961年5月25日，美國的年輕總統甘

迺迪 ( John Fitzgerald "Jack" Kennedy；1917－1963；參見圖七 (右))

更是沉不住氣，不甘心輸給蘇聯，在發表演說時聲稱美國應該在

1970年以前「把一個太空人送到月球上並把他安全帶回來」。於是

NASA加快腳步，進行阿波羅登月計畫。

圖六: 2002年林某人一家參觀華盛頓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
林夫人暨女兒Doris站在美蘇各種洲際飛彈前，顯得渺小。

圖七：（左）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
1969）;（右）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Jack" Kennedy；
1917－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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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為何在太空爭霸戰的過程先贏後輸? 這要由科羅萊夫

(參見圖十)這個人談起。他被很多人稱為「正港」的航天學之父

(Father of Practical Astronautics)，年輕時是飛機設計者。1938年

因為被控訴挪用經費(他將錢花在不成功的火箭實驗) 而關入牢

中六年，當中幾個月被送到西伯利亞科力馬河的勞改營(Kolyma 

Labour Camp)做苦工。這段期間他嚴重受傷，而且牙齒幾乎掉

光。他被釋放的那一晚告訴家人: 「Never ask me about it again - 

I want to forget it all like a horrible dream.」他身心受創的痛苦，

難以言喻。出獄後搖身一變，被認定為火箭設計專家，成為蘇

聯洲際飛彈計畫(Soviet ICBM Program)的關鍵人物。蘇聯當局

對於科羅萊夫這張王牌保密到底，不准洩漏他的名字，只稱他

為「首席設計師」(Chief Designer)。科羅萊夫在形同廢墟般的

火箭設計工廠中辛勤工作，研製出了R7 Semyorka，是全世界第

一個洲際飛彈。

在商用通訊衛星的發展，美國較蘇聯有斬獲，但整體太空

科技的成果卻不如蘇聯(後面我們會說明)。直到1969年7月16

日，NASA研發的神農5號(Saturn V) 運載火箭(亦即阿波羅11

號；參見圖八(左))首度將人類送上月球。當阿姆斯壯(Neil Alden 

Armstrong；b. 1930；參見圖八(右))踏上月球的那一刻，美國總算

超越過蘇聯。今日華盛頓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保存一部未執行過

飛行任務的阿波羅登月小艇LM-2 (Apollo Lunar Module LM-2)，

為歷史見證(參見圖九(左))。該博物館也保存了載運太空人返回地

球的阿波羅11號指揮艙(Command Module；參見圖九(右))。布勞

恩在NASA工作期間完成了登月計畫，獲得了巨大成就，但他的

另一個宏偉構想，在月球建立基地，進一步發展外太空探索的計

畫卻未能實現。

圖八: (左) 阿波羅11號；(右)阿姆斯壯(Neil Alden Armstrong；b. 
1930)的名言：「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美國共登月6次，有12名太空人踏上月球。然而坊間有流
言，說美國登月是謊言。

圖九: (左) 林某人拍攝的阿波羅登月小艇LM-2；(右) 林夫人暨女兒Doris
攝於阿波羅11號的指揮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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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白送掉性命。他的副手接班成為首席設計師，但功力遠遜於

科羅萊夫，數度發射探測器到月球，卻都失敗。於是1969年美國

成功登月，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太空競賽》 (Space Race)這部

紀錄片很公平的評論：「沒有一個西方人知道前蘇聯的科技已接

近於載人登月。他們事實上贏得了每一步，只是在最後一步失敗

了。他們獲得了許多第一，除了被人類永遠銘記的那一個。」

1957年10月科羅萊夫以R7改良版火箭Sputnik 1為載具，將第

一顆人造衛星(參見圖十一(左))送入太空，從太空發回嗶嗶聲信

號。而美國人只能忍氣吞聲的聆聽這個嗶嗶聲。科羅萊夫更於同

年11月率先將流浪母狗送上太空(參見圖十一(右))。選擇流浪狗

來執行任務，是因為牠們比家犬更能忍受太空飛行中嚴酷且極端

的壓力，選擇雌犬則是考慮到不需抬腿排尿。接下來，科羅萊夫

於1961年送第一位太空人加林(Yuri Alekseyevich Gagarin；1934 －

1968；參見圖十二(左))上太空，於1963年送第一位女太空人德瑞

許柯娃(Valentina Vladimirovna Tereshkova；b. 1937；參見圖十二

(右))，於1965年由列昂諾夫(Alexey Leonov；b. 1943；參見圖十三

(左))執行第一次太空漫步(Spacewalk) 等等。一連串太空科技的突

破，讓瑞典的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頒獎給「首席設計師」，卻找

不到他的真名，不知道諾貝爾獎要頒給誰。詢問蘇聯總理赫魯雪

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1894－1971；參見圖十三(右))，

得到的答案是: 「諾貝爾獎應歸於全蘇聯人民。」

1966年後美蘇的太空科技實力消長改變，美國快速迎頭趕

上，原因是那一年科羅萊夫動了痔瘡手術，遇到庸醫，手術失誤

圖十：科羅萊夫(Sergei Pavlovich Korolev;1907－1966)

圖十一：（左）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Sputnik 1)；（右）在Sputnik 
2內的太空狗Laika 

圖十二:（左）加林(Yuri Alekseyevich Gagarin；1934－1968)是第
一位太空人；(右)德瑞許柯娃(Valentina Vladimirovna Tereshkova； 
b. 1937) 是第一位女太空人。



閃文集 Ⅳ 189閃文集 Ⅳ188

閃文集Ⅳ

1945年4月錢學森被派飛往德國，調查歸降的布勞恩，探其

虛實，做出報告。1949年他應聘為加州理工學院正教授，並向美

國移民局提出了入籍歸化的申請。FBI從美國共產黨的文件中發

現錢學森曾與周恩來的特使接觸，駁回其入籍的申請，並禁止他

參加機密工作。1950年8月美國司法部更將錢學森收押在特米諾

島(Terminal Island)的監獄15天。1955年中共在日內瓦和美國政

府舉行雙邊會談，以韓戰俘虜到的四位美國飛行員換回錢學森。

回國後錢學森成立中國第一個火箭飛彈研製機構，於1960年發射

「東風一號」近程地對地彈道導彈；1970年發射人造衛星「東方

紅一號」(參見圖十六(左))；2008年9月27日，中國太空船神舟七

號成功發射到太空，太空人翟志剛 (b. 1966)完成歷史性的太空漫

步(參見圖十六(右))。錢學森為建設中國火箭彈道和太空事業作出

在太空科技的競賽場，中國並未缺席。主導太空科技發展的

靈魂人物是被譽為「中國太空之父」和「火箭之王」的錢學森

(1911－2009；參見圖十四)。他是庚子賠款留美公費生，師從加

州理工學院的空氣動力學權威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 

－1963；參見圖十五(左)) ，於1939年發表重要論文《可壓縮流

體的二維亞音速流》，闡明壓力修正公式，被稱為卡門-錢公式

(Kármán-Tsien formula)。1943年加州理工學院成立噴氣推進實驗

室(JPL)，錢學森擔任噴氣研究組組長，成為世界知名的火箭噴氣

推進專家。

圖十三:（左）列昂諾夫(Alexey Leonov；b. 1943) 是第一位太空漫步
者；(右)赫魯雪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1894－1971)

圖十五：（左）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1963)；(右) 2012年2
月12日林某人到加州理工學院，在Kármán Laboratory of Fluid Mechanics 
and Jet Propulsion門前拍照。這個實驗室以卡門命名，紀念他的成就。

圖 十 四 : 錢 學 森
（1911－2009）於
1997年獲頒加州理
工學院傑出校友。
1996年交通大學建
校百年典禮，錢學
森圖書館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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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況，1971年轉播太陽神十四號太空人登月實況，1971年8月25日

實況轉播美國威廉波特世界少年棒球賽彩色電視節目。此天線如

圖十七所示，現已退役。這座地面電台的現址在中華電信陽明山

會館（台北市士林區菁山路131巷8號），旅客可住宿參觀。

1998年8月新加坡電信及中華電信共同出資，由亞利安4號

火箭發射中新1號衛星(ST-1)。亞利安4號(Ariane 4；參見圖十八

(左))長度58.72公尺，由亞利安太空公司(Arianespace) 製造，佔有

50%的商用衛星發射市場，在1988至2003年間，成功的發射了1

百餘次。ST-1(參見圖十八(右))位於赤道上同步軌道88度上，利用

Ku和C頻段通訊，可聯絡東亞大陸地區及日本、印度。這顆衛星

於2011年退役，使用年限超過12年。

了極大貢獻，也被他的老師卡門評論為：「美國火箭領域中最偉

大的天才之一，我的傑出門生」。

台灣早於1962年就成立衛星通信研究小組。1965年美國與西

歐建立第一個衛星通信網路，台灣也出資20萬美金，占總投資金

額的千分之一。1969年12月28日中華電信完成台灣第一座衛星地

面電台，位於陽明山。這座天線直徑30公尺，重達600公噸(地基

下埋植60支14公尺長基樁) 。天線後面設有電梯可供人、貨上下，

相當有特色。這座天線編號為TPI-01A，具有衛星自動追踪系統，

和太平洋上空的Intelsat 179°E衛星(亦即圖一 (右)之衛星)連線，

用於國際通信（1200線路的國際長途電話及電報通信）或越洋電

視轉播(4路)。早期沒有海纜，台灣和美洲大陸的通訊都靠此天線 

[文獻四]。經由這個衛星地面站，林某人小時候看過許多衛星實

況轉播，印象深刻，包括1970年3月15日彩色實況轉播日本大阪萬

國博覽會開幕，1970年4月18日轉播太陽神十三號太空人返回地球

圖十六：（左)東方紅
一號；(右) 第一位太空
漫步的中國太空人翟志
剛 (b. 1966) 穿了中國
自製的飛天號太空服。
他的太太在太空食物研
究部門工作，不知是否
為先生準備在太空船的
「便當」。

圖十七：中華電信完成台灣第一座衛星地面電台（天
線朝天是為了減少風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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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心，提供台灣端跨國公司與企業體與東亞及南亞端之間的通

信專線。台灣境內之企業用戶只需將語音、數據、文字、影像等

訊號經由陸地專線傳送至陽明山或枋山衛星地面站，連接衛星，

就能和該企業在境外機構裝置的小耳朵（Very-Small-Aperture 
Terminal；VSAT）連線，以提供該跨國企業間無線方式的廣域網
路專線電路。

2011年中華電信持續和新加坡電信合作發射ST-2衛星，由中

華電信新加坡子公司負責作業細節。據相關研究顯示，2012年太

陽黑子恰逢太陽活動極大年，黑子將大規模爆發，有可能會損傷

人造衛星。林某人為此在中華電信董事會提出提醒，請經營團隊

確認ST-2衛星有萬全防護措施，以抵擋太陽黑子的爆發。ST-2 衛

星為赤道上空3萬6千公里之同步軌道衛星，和ST-1類似，使用 C

及 Ku 頻段提供服務，涵蓋範圍包括亞洲、印度及中東地區，衛

星壽齡超過15年。這顆衛星於2011年3月完成長達 8個月的系統整

合場測後，於4月初運抵法屬圭亞那，進行為期 1個月的升空準備

作業(參見圖十九)。ST-2衛星於台灣時間5月21日清晨4點38分在

南美洲法屬圭亞那（French Guiana）由亞利安 5 號火箭運載（參

見圖二十），發射27分鐘後進入軌道。在經過兩個月的「在軌測

試與驗證」，ST-2衛星正式於東經 88 度提供商業運轉。林某人

未能親眼目睹火箭發射，深以為憾。2012年2月22日，我參訪中

華電信在屏東枋山的衛星地面站，該衛星地面站正在追蹤ST-2衛

星。中華電信在台灣南(枋山)、北(陽明山)有設備齊全之衛星作

圖十八 :（左）亞利安4
號火箭模型照片；（右）
ST-1模型照片 (中華電信
收藏)；亞利安火箭一號到
四號是基於飛彈技術研發
的三級運載火箭。亞利安
五號火箭是全新設計的型
號，簡化了箭體設計。由
於芯級推力不足以承擔自
身重量，亞利安五號火箭
裝備了兩個固體助推器。
這些助推器可以回收進行
檢驗，但無法再次使用。

圖十九：ST-2衛星運抵法屬圭亞那，掛上亞利安5號火箭。

圖二十：2011年台灣時間5月21日清晨4點38分，亞利安5號火箭
載運中華電信的ST-2衛星，順利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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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蘇育德教授提供很好意見。

[文獻一]《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閃文集II》第147頁

[文獻二]《資通訊的科技預測》，《閃文集II》第30頁

[文獻三]《奧林匹亞的電腦及通訊技術》，《閃文集III》第71頁

[文獻四]《電信博物館》，《閃文集II》第220頁

圖二十一：2012年2月22日林某人拜訪枋山的中華電信衛星地面站。

圖二十二：由台灣南部海岸向北可眺望遠處的枋山衛星地面站(紅框處)。



閃文集 Ⅳ 197閃文集 Ⅳ196

閃文集Ⅳ

當時白朗黛的形象不甚正面，以至於奇格楊後來都不願意提

及這時期的作品。在1933年2月17日的漫畫，白朗黛和大梧舉行

婚禮，之後變成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夫婦。雖然白朗黛豐胸翹臀

在發展文創產業時，資通訊技術扮演何種角色? 很明顯的，

以手持終端(如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及電子書技術為載具，將

數位內容呈現給讀者，是最直接的做法(參見《古騰堡的知識銀

河》一文[文獻一]) 。而依個人經驗，最適合放在手機上的數位

內容是漫畫，尤其是文字不多、有生動的彩色圖案，以及格數不

多的作品最佳。電信業者提供無限上網服務，常常以Buffet 做為

廣告詞，讓我聯想到漫畫《白朗黛》(Blondie)中著名的「大梧三

明治」(Dagwood Sandwich)。林某人更進一步的聯想，認為數位

化後的《白朗黛》漫畫很適合以手機播放。這個漫畫於1975年前

後在台灣翻譯成中文，是我國中時代常看的漫畫(參見圖一)。此

漫畫歷史甚為悠久，由奇格楊(Chic Young；1901－1973；參見圖

二)創作於1930年。白朗黛(Blondie)是金髮美女的意思，最初奇格

楊將女主角白朗黛 (Blondie Boopadoop；參見圖三(左)) 定位為貌

美身材姣好但舉止輕浮的女郎(Flighty, Pretty-girl Flapper)，而男

主角大梧（Dagwood Bumstead；參見圖三(右)）個性類似於伍德

豪斯 (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1881－1975)筆下不太開竅的

公子哥兒Wooster [文獻二] ，是白朗黛眾多的追求者之一。

白朗黛

圖一: 《白朗黛》是林某人國中時
代常看的漫畫。這本漫畫由丹扉翻
譯成中文，有許多部份是意譯，也
發明了名詞如「家務卿」。這漫畫
的格數較多，有6格甚至12格的故
事，劇情比四格漫畫複雜。

圖二: 奇格楊(Chic Young；1901－1973)

圖三 :  (左 )林某人模仿畫白朗黛 ( B l o n d i e 
Boopadoop)；(右)大梧（Dagwood Bum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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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朗黛》漫畫歷經80年，仍然保持一致的風格，原因是作

者父死子繼，奇格楊去世後由兒子狄恩楊(Dean Young)接手，能

夠保存父親的繪畫風格[附註一]。在《白朗黛》80年間的漫畫表

現，我們可以觀察到科技的演進，包括電話的技術。例如1938年4

月份的漫畫封面(圖五(左))以洗衣機為主題。自動洗衣機的專利是

1937年由Bendix這家公司所取得。到了1940年，美國有1500萬戶

家庭有自動洗衣機。奇格楊在自動洗衣機的專利申請一年後就將

之入畫，頗能留意科技的新趨勢。1939年7月份漫畫以吸塵器為封

面(圖五(右))。電動吸塵器(Motorized Vacuum Cleaners)早在1901年

就有專利。圖五(右)中的吸塵器有濾帶(Filter Bags)是1920年後的產

品。這種吸塵器林某人在1980年代旅美時還曾經使用過。

的形象依舊，她已轉型變成溫柔糊塗的小女人，同時也會很俏皮

機智的使出一些奸詐的小手段來馭夫。而大梧是典型的上班族，

早上得趕公車上班。他老是起不了床，只好異想天開的發明一堆

「省時間」的怪招數，例如刮鬍子時也梳頭髮，搞得手忙腳亂，

弄巧成拙。有時甚至賴床，白朗黛沒辦法，只好打電話向老闆

Dithers請假。她還很可愛地向老闆坦白: 「His mind is made up, Mr. 

Dithers⋯ he's determined to stay in bed.」(參見圖四(左)) 。假日一

到，白朗黛會列出一大堆家中該修理的名單(如割草、油漆、換燈

泡，等等) ，要大梧逐一執行，而大梧則想盡各種理由，賴著躺在

沙發上，不肯動工。這一點林某人頗有共鳴。旅居美國紐澤西那

段日子，每當假日一到，林夫人一定會列出一張工作清單，交辦

林某人修房子做家事(林某人還曾經親自攪拌瀝青，用柏油舖了近

100公尺的車道呢) [文獻三] 。看到大梧賴在沙發的景象，我心有

戚戚焉的會心一笑。圖四(右)大梧修理電燈，觸電哀號，林某人

也有相同經驗。《白朗黛》的情節深入人心，很快就風行全球。

圖四: (左) 大梧賴床，白朗
黛向老闆報告；(右) 大梧
修理電燈，觸電哀號。這
一期發行於1940年2月，
在這個月，另一對有名
的卡通人物誕生：湯姆貓
(Tom)與傑利鼠(Jerry)。

圖五: (左) 1938年4月份的漫畫封面；(右) 1939年7
月份的漫畫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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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份漫畫的封面主題為黑膠唱機 (Standard Record 

Player；圖八(左))，正在播放溝槽粗大的搖滾樂唱片。「粗溝槽

唱片」是德國人貝利納（Emile Berliner）發明圓盤唱片後的格式

(參見《由賈柏斯談起》[文獻五])。早期各廠牌生產的唱片轉速

並未統一，容量亦不大，後來逐漸標準化。直至1948年，密紋技

術(Long Play簡稱LP)誕生，黑膠唱片才能多放幾首歌。林某人大

學時曾經組裝過LP黑膠唱機，頗引以為傲。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

戰剛結束，因此《白朗黛》漫畫有歌舞昇平之氣氛，讓白朗黛夫

婦歡樂跳舞。漫畫中的音樂寫著「ROCK」，代表搖滾樂。這種

音樂是1940年代中期由美國領先流行。據說第一張搖滾樂唱片是

1944年Illinois Jacquet 的《Blues, Part II》。 

1947年2月份漫畫以打字機為封面(圖八(右))。打字機的歷

史，我在《由賈柏斯談起》文中有諸多說明，不在此贅述。圖中

白朗黛使用的是手動式的打字機，打字時，敲字鍵會一直向右

移。一行打完後，必須藉由右邊的橫桿將字鍵拉回到最左邊。若

1940年4月份漫畫的封面主題為縫紉機 (圖六(左))，很顯然是

勝家(Singer)電動縫紉機，在當時應該是很新的產品。林某人的媽

媽出嫁時(1950年代)的嫁妝包括一部外型類似的手動縫紉機，需

要用腳踩。到了林某人的下一代，懂得用縫紉機的女孩已是鳳毛

麟角。1943年12月份漫畫以電視機為封面(圖六(右))。在1935年至

1941年間歐美各國競相實驗電視廣播，以德國最為積極(參見《奧

林匹亞的電腦及通訊技術》[文獻四])。1941年美國開始進行黑白

電視節目的商業性廣播。當時的電視機常常故障，毛病如果不

大，就自己動手維修。然而像圖六(右)這般整部電視機都拆掉的

作法，倒是相當罕見，也難怪白朗黛愕然以對。維修電視一直被

當作是《白朗黛》的漫畫題材，直到2007年9月，大梧的兒子阿列

(Alexander)提醒他的老爸別再修電視啦，才終止這個題材(參見圖

七) 。圖中還故意在大梧桌上放了一部電腦的平面顯示器，以示時

代已經進入21世紀。在這一則漫畫，阿列說Fritz，是貶抑德國兵

的俚語，而「on the fritz」通常用於表示機械的故障或者某種該有

的功能發生障礙。

圖六: (左) 1940年4月份
的漫畫封面；(右) 1943
年12月份的漫畫封面。
在這個月，第二次世界
大戰正如火如荼的進
行，而艾森豪被任命為
盟軍最高統帥。《白朗
黛》並未將戰爭時事變
成漫畫題材，而是保持
家庭溫馨路線的風格。

圖七: 終結大梧修電視的漫畫
第一格: 阿列說: 「老爸，咱們的電視故障啦。」
   大梧回答: 「我叫人來修一修。」
第二格: 阿列說:「咱們還是買部新的吧。」
第三格: 大梧恍然大悟: 「對喔，我已忘記我活在哪一個世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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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美國酒吧的鋼管舞(Pole Dance)由1950年代開始流行，而圖十
(右)中的白朗黛就像是鋼管女郎之先驅者。

圖十一是奇格楊1960年代的作品，圖中白朗黛撥打轉盤式電
話（Dial Phone）。這個漫畫的主題也相當有趣。某日早上大梧
上班，忘了吻別白朗黛。於是白朗黛撥電話到公司給大梧的老

闆，說: 「Mr. Dithers, this is Blondie. Dagwood left the house this 
morning without kissing me goodbye.」為何白朗黛不直接撥電話到

拉得太用力，上頭的圓柱體轉軸會解體，向左彈出。圖中的大梧

成為意外的受害者。林某人當年是英文打字高手，不曾出過像發

生在白朗黛的這種意外，倒是因為打字速度太快，常常卡鍵。

由《白朗黛》漫畫，也可以看出電話技術的演進，以及人們

的日常生活如何受到影響。圖九是1930年代的大梧，正在使用
燭台式電話(Candlestick-style Phone)。我由網站上搜尋到奇格楊
的這幅漫畫，解析度太低(圖九(左))，模仿畫了一幅(圖九(中))。
圖九(右)則畫大梧兒子阿列使用燭台式電話和女朋友談情說愛，
親熱的尺度讓爸爸大梧臉紅。燭台式電話(圖十(左))正式的名稱
是Upright Desk Stand，據說是「送行者」史端喬(Almon Brown 
Strowger；1839－1902；參見《Hello Central》[文獻六])的發明。
這種話機大量生產於1890年至1920年間，相當受到歡迎。
圖十(右)的封面漫畫應該是奇格楊1950年初期的作品。當時

電晶體剛發明，用來放大電話訊號，因此美國很快速地佈建了全

國性的長途電話網路，而長途電話則成為時髦的電信服務。圖中

的白朗黛爬上電線桿打長途電話，凸顯當時正夯的長途電話服

圖八: (左) 1946年2月份
的漫畫封面；(右) 1947
年2月份的漫畫封面，
打字機圓柱體飛出射中
大梧屁股，誇張地呈現
打字機的品質仍有改善
空間。

圖九:(左) 大梧使用燭台式電話(Candlestick-style Phone；1930年代的
漫畫）；(中) 林某人模仿奇格楊的漫畫； (右) 大梧兒子阿列使用燭台
式電話(1947年)。

圖十: (左)燭台式電話； 
(右)白朗黛爬上電線桿打長
途電話。電話工人爬電線
桿，必須有特殊設備。像
白朗黛這般穿窄裙，徒手
爬桿的技術是特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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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在2000年代大為流行，在圖十三中，大梧忙著玩「來
電答鈴」音樂。這一則漫畫凸顯行動電話禮儀的重要性。大梧的

來電答鈴聲音太響，氣得他的老闆說: 「⋯ Tell Bumstead to shut his 
blasted cell phone off. I'm trying to concentrate!!」以往使用有線電話都
在較私密的場所，不妨暢所欲言。當我們使用行動電話時，常常在

公共空間。此時應注意音量變小，不要妨害到旁人。

大梧的辦公桌?因為1960年代公司用的私用交換機還不普遍，全
公司只有一部電話，頗為貴重，裝在老闆的辦公桌。因此老闆也

兼職接線生。氣派一點的公司，老闆有祕書，電話自然放在祕書

桌上。講電話時說「我是白朗黛」，英文是「this is Blondie」。
很多老中會說成「I am Blondie」，是錯誤用法。

到了1970至1990年代，電話機的轉盤變成按鍵 (Touch-

Tone)，而無線分機(Cordless Phone)也開始流行。圖十二中大梧的

好朋友烏老賀(Herb Woodley)用無線分機打電話到大梧家，而白

朗黛則使用按鍵有線電話(Touch-Tone Phone)。這一則漫畫在凸顯

大梧對美食的愛好。烏老賀打電話問大梧在忙啥。白朗黛回答，

大梧正在做每年感恩節必做之事。烏老賀的直覺反應是: 「Oh, 

yeah, watching football.」當然他想像不到，大梧正在烤火雞。烏

老賀這種「watching football」是大部分美國男人的直覺反應，因

為看橄欖球是美國男人小時候就被培養的興趣。林某人一向不喜

歡看運動節目，在美國工作時吃盡苦頭，和同事及客戶沒有共同

話題。

圖十一:白朗黛使用轉盤式電話 (Dial Phone；1963年05月24日發表)

圖十三: 2000年代的《白朗黛》常以行動電話為話題。這幅漫畫敘
述貪吃的大梧以巴菲特（Jimmy Buffett）的歌《天堂的起士堡》
（Cheeseburger in Paradise）當作手機的振鈴音樂，閒著沒事就按鈴
邊聽邊流口水，搞得他的老闆(Mr. Dithers)怒火中燒。

圖十二: 1970至1990年代的漫畫；當中大梧的好朋友烏老賀(Herb 
Woodley)用無線分機(Cordless Phone；參見第一格) 而白朗黛則使
用按鍵有線電話(Touch-Tone Phone；參見第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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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搞不清楚狀況的迷糊樣，讓讀者們為她捏一把冷汗，不知如

何處理那麼多排隊在外的客人。這幅漫畫在凸顯女人們抓到電話

筒，就會不顧一切，喋喋不休的聊天。

我最近找到一張大梧和郵差相撞的郵票(參見圖十七(左)) 。

《白朗黛》漫畫中的郵差，常扮演任勞任怨的倒楣角色，令人會

心一笑。圖十八(右)是1970年代白朗黛的女兒庫姬(Cookie)在打電

話聊天。小女孩躺在鞋櫃長板凳上打電話，右手拿話筒，左手玩

弄電話線，正是美國那個年代的高中女生的寫照。而在40年代的

進入21世紀以後，電話產品五花八門。圖十四的漫畫描述電
話製造商在辦公室的電話機上加了一大堆功能，搞得使用者眼花

撩亂。聽完各項功能的說明後，大梧只有投降，望著桌上怪物般

的電話，喃喃自語: 「I am afraid to touch it.」這則漫畫凸顯電話
產品的「非人性化」。真正能打破工程師的迷思，具備人性化設

計的電話首推iPhone，是這則漫畫發表後數年才出現的產品。

早期的白朗黛是號稱「家務卿」的標準家庭主婦。狄恩楊

後來安排白朗黛和她的好友托絲(Tootsie；烏老賀的老婆; 參見圖

十五)合夥開了一家宴席服務公司(Blondie's Catering)，她們倆是

唯二員工。圖十六這幅漫畫敘述白朗黛的店提出11-11-11(2011年

11月11日)的婚宴方案，吸引一大群客戶在外排隊。那一天托絲在

外，只有白朗黛在看店。托絲打電話給白朗黛，問她11-11-11方

案是否吸引到客戶。白朗黛關在店內，和托絲喋喋不休的聊天，

圖十四: 大梧的功能電話(2001年2月4日發表)

圖十六: 2011年狄恩楊發表的漫畫

圖十五:(左)托絲(Tootsie)；
( 右 )  林 某 人 模 仿 畫 。
「Tootsie」意旨年輕女郎。 
達斯汀霍夫曼1982年的電
影《Tootsie》(翻譯為「窈
窕淑男」 )，是男扮女裝的
故事，故意以Tootsie這個名
字強調自己是女孩。



閃文集 Ⅳ 209閃文集 Ⅳ208

閃文集Ⅳ

[文獻一]《古騰堡的知識銀河》，《閃文集III》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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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朗黛兒子也是一樣躺在同一個地方和女生談情說愛(圖九(右))，

歷經30餘年姿勢不變(電話機倒是演進了) ，真是神奇。相信在21

世紀，這兩個永遠的高中男女孩還會以同樣的姿態，以手機打電

話，只不過我們看不到庫姬玩弄電話線的嬌態啦。

[附註一] 狄恩楊原本很猶豫，是否要繼承老爸的《白朗黛》

衣缽。奇格楊臨終前告訴兒子: 「Listen, don't worry about the 

comic strip, if it seems funny to you, do it. 」狄恩楊決定接手，以歡

愉的心情繼續畫《白朗黛》，持續擄獲讀者的心，而漫畫也因此

更為暢銷。

圖十七: (左)大梧和郵差相撞的郵票；(右)1970年代白朗黛的女兒庫姬
(Cookie)打電話聊天。

[附註一] 狄恩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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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全程由KSU招待，事先幫我買了到沙烏地阿拉伯的商
務艙機票。3月31日我搭華航班機到泰國曼谷，再改搭Etihad 
Airways 經由阿布達比轉機到利雅德。阿拉伯文 Etihad 是「聯
合」(Union)的意思，但是沒人將之翻成「聯合航空」，以免和美
國的 United Airlines 搞混。這家公司採取削價競爭策略，快速擴
張。創立不到十年就打入世界十大最佳航空公司之一。我在深夜

兩點(曼谷時間)轉機，一上飛機，空中小姐就發耳塞，令我莫名
所以。空中小姐解釋說怕有人睡覺打呼，有了耳塞，就不會被吵

到。原來Etihad飛機的座位可以打平變成床(參見圖二)，飛機進入
雲端後，大夥都躺平呼嚕大睡，果然鼻酣聲此起彼落的形成交響

樂。Etihad Airways 的空中小姐相當親切。她們頭戴具有阿拉伯
風情的帽子，美麗大方，還曾被票選為最性感的空中小姐制服呢

(the Sexyest Uniform)。林某人閒著沒事，和兩位空姐合影(參見圖
三)，站在左邊那一位阿拉伯裔空中小姐臉型輪廓特徵明顯，令人
印象深刻，我還特別素描了她的肖像 [附註一]。

2010年起我和紹德國王大學(King Saud University；簡稱

KSU)的拉吉教授(Nabil Alrajeh)一起研究合作，題目是將資通

訊技術應用於健康照護。本來約定要在2011年去位於沙烏地

阿拉伯首都利雅德(Riyadh)的KSU訪問一年。沒想到2011年

初擔任了交大副校長的職務，就去不成了。不過我們合作的

研究成果還算豐碩，經拉吉教授多次邀約後，我終於擠出春

假的時間，於2012年4月1日至5日到KSU訪問，並展示研究成

果。我未曾去過中東，不了解風俗民情，相當緊張。聽說該

處的宗教警察(Islamic Religious Police)頗有權威。你若違反善

良風俗(尤其和兩性相關的風俗)，馬上會被逮捕。像林某人

這種愛亂瞄女生的，很容易被抓進監獄蹲牢。宗教警察的權

威甚至及於動物。前些日子有傳聞，利雅德宗教警察無法分

辨雌雄，為了避免「異性」動物混雜，乾脆規定不准人們帶

寵物出現在公共場所。不過傳聞終歸是傳聞，林某人後來在

利雅德看到寵物店仍然公開展示貓狗。太太櫻芳在網站搜尋

資訊，言之鑿鑿的嚇我，說只能用右手進餐(那麼左手能做啥

事?)，讓我這個左撇子急得直搔腦袋，希望在沙國找到能幫忙

照應的人，至少被抓進監牢時有人可以來交保。幸好我事先

聯絡到駐沙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蕭鳳羽小姐，提供不少資訊，

讓我放心不少。根據鳳羽的說法，今日的宗教警察已相當客

氣禮貌，不致於像傳聞所言這般嚴厲。拉吉教授事先幫我的

演講做廣告，大力放送(參見圖一)，沒想到Arab News一名記

者來駐沙代表處，詢問我是否願意接受訪問。這可是未演先

轟動，令我頗為飄飄然的自我陶醉一番呢。

阿拉伯情緣

圖一: 林某人的演講廣告；當中阿拉伯
文與英文並列，我一直在找我的名字被
翻譯成什麼樣的阿拉伯文，但沒成功。
直到今日，我仍不知道拉吉教授將我的
名字翻譯成啥阿拉伯文。



閃文集 Ⅳ 213閃文集 Ⅳ212

閃文集Ⅳ

大約三點時分，拉吉教授來到旅館，帶我去吃中飯(參見圖

五(左))。阿拉伯大概在二到三點吃午餐。我忍不住說: 「Oh, it's a 

long way to go between the breakfast and the lunch!」拉吉教授不禁

莞爾，其實很多沙國人在十點時吃早餐。我說星期日還煩勞他來

招待我，很不好意思。拉吉教授解釋阿拉伯的「周末」是星期四

和星期五，星期日是上班日。看來台灣受西方文化影響太深，星

期六、日要放假上教堂，回教世界是不玩這一套的。拉吉教授說: 

「你來利雅德的月份不錯，五月以後天氣就太熱了，而接下來齋

戒月(Ramadan)更是不宜來訪。」拉吉教授點了幾道中東菜餚，

相當可口，當中的肉餅更是令林某人讚不絕口(參見圖五(右))。拉

吉教授如同一般沙國人行事，作風不疾不徐，喜好談論，論事皆

以殷勤問候等輕鬆話題開始，令人感覺舒坦。

我大約在下午兩點到達利雅德的珊瑚大飯店(Coral Hotel；

參見圖四(左))。該飯店頗為氣派，到處擺了許多不知名的白色小

花，相當高雅 (參見圖四(右))。旅館的經理說這是埃及花Karjant 

Iman，我在網站上卻查詢不到這個英文詞兒。

圖二: Etihad飛機的座位可
以打平變成床。先進一點
的飛機都有寬廣的座位，
能變成平躺的睡床，如
A380及波音777。早期的
民航機只有頭等艙的座位
才能打平成床。

圖三: (左) 林某人和Etihad Airways的空中小姐；(右) 林某人畫了左邊
那一位阿拉伯空姐。

圖四: (左) 珊瑚大飯店(Coral Hotel)； (右) 不知名的白色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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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函載明穿著Lounge Suit，算是正式外交晚宴。赴宴者皆
為沙國科技與學界領導菁英，見識不凡，絕不以石油賺錢為傲，

而是居安思危，努力為沙國未來發展進行規劃。當中馬阿里曾經

在台大電機系就讀，對台北的了解，比我還清楚呢。他開玩笑的

說，下次他到台北，可以帶我到北投逛逛。趙大使安排了中國宴

席，菜餚相當可口，比大部分的台灣餐館好吃(菜單如圖七(左)所
示)。我好奇地問趙大使，廚師是由台灣哪一家有名飯店請來的。
趙大使笑著回答，廚師是菲律賓人。她的中國菜學得這麼好，真

正是青出於藍而更勝於藍。

隔日早上我在飯店吃早餐，從一個傳統阿拉伯大瓶罐取

出Foul湯(參見圖七(右))，相當有趣。Foul這個英文字是污濁
的意思，聽起有點倒胃口，其實這湯又名敘利亞豆湯(Syrian 
Bean Soup)，文雅多了。不過就味道而言，Foul比較名實相
符，林某人吃過一次後就不想再碰啦。餐畢拿帳單，項目是

「Break」「Fast」，而不是「Breakfast」。齋戒禁食的阿拉伯文
是iftar，英文則是fast。早餐就是打破齋戒，或是開齋之意。

下午7點半駐沙代表處的鳳羽到飯店接我參加晚宴。辦事

處過去是中華民國大使館，位於利雅德外交特區(Diplomatic 

Quarter)，有森嚴的警衛盤查。鳳羽說911事件之後才有如此嚴格

措施。辦事處的建築格局相當氣派豪華(參見圖六)，辦事處代表

趙錫麟博士(Ibrahim Chao；參見圖六(c))相當於大使，為人溫文儒

雅，學識淵博。他曾於2005年到交通大學來教授中東局勢課程，

讓林某人益覺親近。趙大使還邀請了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科

技城(King Abdulaziz C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總裁蘇衛儀

(Mohammed I. Al-Suwaiyel；圖六(f))、副總裁Al-Swailem、主管

馬阿里(Al-Mahboub；圖六(b))、費瑟大學(Alfaisal University)副校

長穆巴拉克(Faisal Abdulaziz Al Mubarak；圖六(d))等貴賓。

圖五: (左) 拉吉與林某人；(右) 中東肉餅

圖六: 大使館的客廳:由左至右為(a)蕭鳳羽、(b)馬阿里、(c)趙錫麟、(d) 
穆巴拉克、(e) 林某人、(f)蘇衛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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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拉伯的異國風情讓我處處驚奇。小時候讀《天方夜

譚》(Arabian Nights)，就一直憧憬阿拉伯世界。阿拉伯的歷史創造
出偉大的文化。阿拉伯人愛好詩歌，重視榮耀和信用，憎惡謊言

及詐騙，信仰伊斯蘭教(Islam)。該教創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
570－632；參見圖八(左))是卓越的軍事領袖，將阿拉伯的多神教
改為一神教，為今日世界大宗教之一。西元610年穆罕默德在麥加
的希拉山洞沉思時聽到天使加百列(Gabriel)對他說：「你是真主
阿拉(Allah)的使者，祝你平安。」(參見圖八(右))他公開將天使的
話向信徒覆誦。阿拉伯字A1 Qar-an，英文作Koran，意即覆誦、
誦讀、傳揚之意，中譯為「可蘭」或「古蘭」。回教聖書《古蘭

經》被認為是穆罕默德所領受的啟示記錄(參見圖九)。「伊斯蘭」
意指順從、和平，和安寧，而「穆斯林」意為順從者。這個新創

宗教要人棄絕一切偶像崇拜，導致穆罕默德在傳教時激起了麥加

(Mecca)居民的激烈反對。他為了保護信徒，於622年遷移至麥地那
(Medina)，史稱「聖遷」(Hegira)，並將該年定為回教元年。

圖七: (左) 2012年4月1日晚宴菜單；(右) 珊瑚大飯店的早餐

圖八: (左) 穆罕默德(Muhammad；570－632)相貌俊美；(右) 天使
加百列開示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和林某人一樣是愛貓的人。他最
喜歡的貓名叫木耶沙(Muezza)。穆罕默德有一次激戰，一隻貓咪為
了救穆罕默德，跳到他胸前，為他擋住敵人而送命。穆罕默德因
此祝福世上所有貓兒，賜他們十條命。

圖九:利雅德的The Isamic Propagation office in Al-Batha來採訪林某
人，並致贈中阿(紅色)及英阿(綠色)對照的《古蘭經》。我將英阿對
照本放在交通大學的穆斯林祈禱室，自己珍藏中阿對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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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3日晚上我去參觀利雅德的馬斯麥克皇宮 ( Q a s r a l -

Masmak；參見圖十一)，這是1902年伊本沙特發跡之處。他在該

年1月15日，帶領他的死黨由馬斯麥克皇宮大門當中的小門(如圖

十二所示)攻入皇宮，並以此為據點，攻佔了利雅德。之後他於

1932年統一了整個沙烏地阿拉伯。伊本沙特(Ibn Saud)是西方人

對他的簡稱。他的全名是阿卜杜勒－阿齊茲(Abdul Aziz bin Abdul 

Rahman al-Saud；1876－1953；參見圖十三)，當中Abdul應是

Abdullah的簡寫? 阿卜杜勒意為「真主阿拉的僕人」。Ibn 和 bin 

是「⋯之子」的意思，當它們前面有其他名字時，通常小寫。而

名字中的 al 為定冠詞，許多阿拉伯人都在他們的姓名中使用 al 

或它的變體。由於 al 是冠詞，因此在翻譯時不可將它音譯(例如

我音譯拉吉教授時，Alrajeh中Al不發音，僅rajeh發音成拉吉)。

穆罕默德「聖遷」後開始聯盟游牧部落。624年，穆罕默德
與麥加人發生第一次戰爭，大獲全勝。630年穆氏親率萬人雄師
進軍麥加，麥加人投降，改信了伊斯蘭教。此後他把阿拉伯各部

落聯合成一支龐大的軍隊，並訂出「以劍傳教」，從事散佈伊斯

蘭教義於全世界的聖戰策略。古蘭經的教義簡明，載有嚴格的宗

教道德規範，例如每日祈禱五次，禁止豬肉和酒類飲料。

阿拉伯帝國自西元7世紀建立後日益壯大，8世紀時，版圖橫
跨歐、亞、非三洲。11世紀中葉，各族群開始四分五裂，到了16世
紀，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Osmanlı Imparatorlugu)所統治。早期阿拉
伯帝國的科技文學都比西方世界進步，尤其在醫學領域。有名的

科學家如布卡西斯(Albucasis；Abu al-Qasim Khalaf ibn al-Abbas Al-
Zahrawi；936－1013；參見圖十(左))，是中世紀最偉大的穆斯林外
科醫生，被認為是「現代外科學之父」。他的綜合性醫學巨著奠

定了文藝復興之前伊斯蘭世界和歐洲的外科學基礎。另一位中世

紀卓越的醫學家是生於中亞細亞阿福沙納（Afshana）的阿維森納
（Avicenna；Ibn Sina；980－1037；參見圖十(右)）。他被譽為「現
代醫學之父」，著作多達200多種，最著名的《哲學、科學大全》
一書，在當時是高水平的百科全書；另一部巨著是《醫典》，直到

17世紀西方國家還視為醫學經典，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圖十: 阿拉伯的偉大科學家：
(左)布卡西斯(Albucasis；Abu 
al-Qasim Khalaf ibn al-Abbas 
Al-Zahrawi；936－1013)；
(右) 阿維森納（Avicenna；
Ibn Sina；980－1037）

圖十一:馬斯麥克皇宮；傍晚時有婦人在外閒談乘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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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麥克皇宮擺設了沙烏地阿拉伯國旗，其背景為綠色，是

伊斯蘭教中最神聖的顏色(參見圖十四)。旗面上用白色的阿拉伯
文書寫了清真言：「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

者」，下方則繪有一把白色的寶刀，象徵不惜發動聖戰，來捍衛

伊斯蘭與國家的榮譽。國旗不可降半旗，不可用在商品上；旗上

文字不可反向，因此是兩面旗背對背縫合成。拉吉教授的辦公桌

上有一幅小國旗，而KSU每位副校長的辦公室都有一幅大國旗，
相當漂亮，也很氣派。我很希望我的副校長辦公室也能擺一幅大

國旗，看起來一定很威風。

伊本沙特以利雅德為基地，逐漸統一了沙烏地阿拉伯(沙
國)，國土面積約為美國四分之一，國內有兩個回教聖地麥加與
麥地那。沙國運氣好得不得了，正好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儲藏量

區。以色列常開玩笑的怪摩西出埃及後，帶領猶太人到新地方，

竟然是中東石油區中不產石油的地方。沙國從未進行過正式的

人口統計，約略估計，人口和台灣相當，約有2300萬人(包括超
過600萬非沙烏地阿拉伯人)。當中KSU是最早，也是最大的高等
教育學府，學生數目超過7萬名，教師約有4千名，共有5位副校
長，規模相當龐大。

圖十二: 馬斯麥克皇宮大門當中鑲了一個小門，這小門
是伊本沙特攻佔皇宮的關鍵點，因此在沙國歷史有一定
的地位。

圖十三:伊本沙特 ( Ibn Saud；Abdul Aziz bin Abdul 
Rahman al-Saud；1876－1953)

圖十四: 沙烏地阿拉伯
國旗；參觀馬斯麥克皇
宮時，林某人舉起宮內
國旗。國旗的布料品質
相當高級，摸起來感覺
柔順，相當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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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教授告訴我，勞倫斯在阿拉伯世界是具爭議性的人物。就英國

的觀點，勞倫斯戰功卓著，應予授勳，但他不滿英政府背信棄

義，憤而離席。英王喬治五世無奈地說：「我捧著獎盒，他卻拂

袖而去。」勞倫斯度過痛苦的後半生，最後車禍身亡。林某人小

時候在《讀者文摘》的書摘中讀到勞倫斯的傳奇，十分嚮往，腦

中常浮現他手持彎刀，身著阿拉伯白袍，站在沙丘上的英姿。

1932年建國後，沙國於1938年發現石油，並於二次世界大戰

後大量開採，國力大增。沙國嚴守伊斯蘭教義，除了前述禁酒、

禁豬肉之外，還禁止電影院、夜總會等娛樂場所。在沙國慶祝聖

誕節、裝飾聖誕樹和坐女人車，都是禁忌。汽車司機超速行駛，

監禁一月，鞭笞80下。若偷喝酒後又駕車，罪加一等，監禁一

月。對某些外地人而言，生活可能很枯燥，沒啥娛樂。林某人既

不抽菸，又不喝酒，倒很喜歡這種環境，可以脫離俗務，好好做

研究。不過他們忌食有貝殼的海鮮和無鱗魚，林某人愛吃螃蟹，

在沙國建立前的1902年至1932年間，阿拉伯世界有很大的

變動，而當時有一位英國人縱橫於阿拉伯世界，寫下了傳奇而

浪漫的史蹟。這個人是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第

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統治阿拉伯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和德國

聯盟。1916年，沙烏地阿拉伯西部哈桑王族(Hashemite)發動革命

反抗。當時的英國和德國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敵對，因此勞倫斯

(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參見圖十五)建議英國協

助發動獨立的阿拉伯部落。英國軍方同意，並派他出任阿拉伯軍

隊的聯絡官。勞倫斯向阿拉伯部族首領費瑟王子(Faisal)報到時，

費瑟的大本營正遭到土耳其飛機轟炸，傷亡慘重。勞倫斯足智多

謀，策畫阿拉伯起義軍多次深入敵軍後方，炸毀鐵路與橋梁，癱

瘓土耳其軍隊的運輸。費瑟採納勞倫斯的意見，從陸路攻打紅海

沿岸的亞喀巴(Al- Aqabah)，為佔領大馬士革(Damascus)鋪路。勞

倫斯冒著炎熱風沙，與阿拉伯突擊隊日夜兼程，穿過沙漠，攻佔

亞喀巴港，一夕成名。勞倫斯回憶道：「在攻佔克亞喀巴之後，

我不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起義軍的一位領導者。」他的領袖風

格折服戰友，被評論為：「不多話，能注意研究周圍的人。爭論

結束後，他提出行動計畫，往往能讓大家滿意。」當歐洲戰場陷

入僵局時，勞倫斯率領的雜牌軍卻在阿拉伯半島大顯身手，打得

敵軍聞風喪膽。他說：「我將散落在阿拉伯人中間的火花聚成一

團熊熊大火。」1918年勞倫斯與驍勇善戰的阿拉伯軍隊攻入大馬

士革，比英軍提前一天贏得勝利，這是他軍事成就的巔峰。1919

年召開巴黎和會，勞倫斯與費瑟與會，為爭取阿拉伯國家獨立而

努力。結果功敗垂成，阿拉伯被英國出賣，也連累了勞倫斯。拉

圖十五: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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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選美時，只能露出雙眼，全身由黑袍罩住，以比基尼展示身

材的選美程序也免啦。圖十八(右) 是林某人為2009年Saudi Beauty 

Queen穆拉小姐 (Aya Ali al-Mulla)畫的肖像，眼睛相當漂亮吧? 依

阿拉伯的美學觀點，眼睛要大，眼珠宜烏黑、長形如杏、亮麗，

但要配合低垂的睫毛，增添嫵媚。因此根據「靈魂之窗」眼睛來

選美，亦無不妥。 雖然阿拉伯婦女出入公共場所均應披黑紗遮

面，沙國公主庫爾蘇姆(Fatimah Kulsum)有許多玉照流落在外，林

某人仿畫如圖十九所示。

就難有口福啦。在趙大使的晚宴，有一道超大隻的龍蝦以及炸

魚，阿拉伯貴賓都愛吃，大概沒有被歸類於「貝殼海鮮」和「無

鱗魚」之流。在宴會中提供「阿拉伯香檳」代替酒。這種飲料

是蘋果西打加上7-UP，還挺對林某人的胃口。在珊瑚大飯店的

大廳擺了一整桌展示的酒瓶，靠近一瞧，瓶上寫著Non-Alcoholic 

Sparkling，才知是沒有酒精的泡泡水(參見圖十六)。這是畫餅充

飢，聊勝於無的障眼法。

沙國首都利雅德位居沙漠中央(參見圖十七)，阿拉伯語為
「庭院」之意，甚至有高爾夫球場。張俊彥校長說他曾在沙國打

過高爾夫球，除了果嶺有草皮，其餘都是沙地。打球時先將球放

在一塊草墊，揮桿後，走到球落地之處，將球放在草墊上，再打

下一桿。沙國人守時觀念淡薄，如以時限相逼，難有效果，故辦

理有時效之事時，宜預留充裕時間。在約會時，如對方爽約或遲

到也不宜責難。時間在沙國人看來，是阿拉的賜予，非人的意志

可掌握的。沙國男女分際極嚴，對婦女的舉止亦有規範，例如婦

女不准開車，出入公共場所均應披黑紗遮面(參見圖十八(左))，因

圖十六: 珊瑚大飯店的大廳擺了一桌沒有酒精的泡泡水。

圖十七：沙國首都利雅德位
居沙漠中央；以色列在沙烏
地阿拉伯的左上角，將沙國
當成敵對國。以色列國民未
經特許，不可進入，否則回
國後會受到檢控。

圖十八：(左)婦女出入公共場所均應披黑紗遮面；(右)林某人繪畫沙國
選美冠軍(Saudi Beauty Queen) Aya Ali al-Mu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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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圖中左上角像0的符號代表「五」。左下角的數字是10，換

言之，實心的菱形代表「零」。經過這番解釋，讀者諸君應該很

清楚圖二十(右)的時速限制是15公里。KSU的電梯都採用東阿拉

伯數字，林某人進電梯後，望著按鍵，頗有手足無措之感。

沙國人打招呼的禮儀很講究，見面時首先互相問候，說：「撒

拉姆，阿拉庫姆」（Aslaam alaikum；你好），然後握手並說「凱
伊夫，哈拉克」（身體好）。Shukran 是謝謝，Maaslaama 是再見。
有的沙國人會伸出左手放在你的右肩上並吻你的雙頰。我和幾位阿

拉伯朋友談幾句話，彼此投機後，走路就很親熱的牽手，相當自

然。沙國人很大方。你不要老盯著看他身上的「配件」(如手錶)，
否則他會當場摘下來送給你。如果你拒絕的話，還可能得罪人呢。

我在台灣時詢問拉吉教授，是否能借一套阿拉伯袍穿著過過癮。他

馬上說要送我一套。據鳳羽告知，阿拉伯袍的價錢相當昂貴，讓我

為了這個玩笑話感到後悔，尷尬不已。4月2日晚上，他請一位KSU

沙國婦女全身以黑袍包得密不通風，但似乎更容易引發男人

遐思黑袍內的曼妙身材。路上行走的沙國婦女有不少阿娜多姿，

引人注目。我在利雅德路上看到數起車禍，駕駛者看女人分心，

大概也是原因之一。拉吉教授開車載我繞市區，經過好幾間女用

內衣店，性感尺度到了流鼻血的破表程度，令林某人嘖嘖稱奇。

大概是沙國婦女無法表現外在美，就全力專攻內在美吧? 我搭車

東張西望之際，也發現沙國的時速限制標誌不是我們熟識的阿

拉伯數字。阿拉伯數字其實是印度數字(Hindu Numerals)，由印

度傳到阿拉伯帝國後，加以修改完善，發揚光大，更便於書寫，

稱為阿拉伯數字(Arabic Numerals) 。其書寫方式分為兩支，一支

在第十世紀時由北非傳入歐洲，稱為西阿拉伯數字(West Arabic 

Numerals)，就是我們認知的阿拉伯數字。另外一支保留在中東，

是現代阿拉伯世界採用的數字，稱為東阿拉伯數字(Eastern Arabic 

Numerals)，如圖二十(左)所示。請注意，阿拉伯文由右向左讀，

圖十九: 沙國公主庫爾蘇姆(Fatimah Kulsum)；我在畫庫爾蘇姆公主
時，貓兒Simba一直在旁邊磨蹭，不肯離去。顯然貓咪也愛公主。

圖二十: (左) 東阿拉伯數字；(右) 沙國的時速限制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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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完Batha Souk市場，去一家沙國傳統餐廳Najd Village晚
餐，餐廳大門還有喬裝的阿拉伯衛兵站崗(參見圖二十二)。林某
人戴著阿拉伯頭巾赴宴，在餐廳引起一陣騷動，一大堆阿拉伯人

跑來要和我合照，讓我好不得意。我興奮過頭，告訴拉吉教授: 
「明天演講，我也要這般打扮。」他急得搖手，要我乖乖穿西

裝，不准造次。Najd Village在利雅德的70家餐廳中的評論排第8
名，相當有特色。傳統的阿拉伯餐席地而坐，可先將阿拉伯頭巾

卸下，掛在牆壁，卸頭巾掛在環上有一標準動作，相當有趣(參見
圖二十三(左))。餐前先來一壺阿拉伯咖啡，就開始聊天八卦(參見
圖二十三(右))。阿拉伯的咖啡豆不經烘培，顏色呈琥珀色，當中
加了豆蔻等多種香料，有青草香味(我拜會KSU每一位副校長，
都有阿拉伯咖啡招待，很快就喝習慣了)。席地喝咖啡時還燒了阿
拉伯檀香，置於錫杯中，大夥輪流傳遞吸其香氣。上菜時地上鋪

一張餐巾，桌巾上再鋪一層由棕櫚葉編織而成的圓墊，上面擺滿

菜餚。菜餚花色繁多(參見圖二十四)，目不暇給，林某人以手抓
菜，每一道都淺嚐而止，倒是吃了一大堆駱駝肉。

公關帶我到Batha Souk市場，買了阿拉伯袍。我和這位KSU公關聊
起阿拉伯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因為事先有做功課，臭蓋一番倒也頭

頭是道。我說: 「伊斯蘭教從陸路傳入回紇地區（維吾爾地區），
再傳到中國。阿拉伯帝國在中國歷史上稱為大食。元朝時，信奉伊

斯蘭教的回紇人隨蒙古人進入中國，因此中國人稱伊斯蘭教為回

教。阿拉伯人很會做生意，自古就是馬販子，也是出色的航海家，

唐朝時就來到中國經商，並建立了海上絲路。到了明朝，泉州曾住

有十多萬的阿拉伯人，甚至影響了鄭和下西洋。」

KSU公關(參見圖二十一(左))聽了我的長篇大論，心想台灣來
的番仔，竟然也懂我阿拉伯博大精深的文化，不禁心花怒放，把

我當成好友，自掏腰包，買了一瓶阿拉伯香水，堅持要送給林某

人的夫人(參見圖二十一(右))。我推辭半天，最後盛情難卻，不得
不笑納。阿拉伯人熱情，真是可愛。阿拉伯香水有獨特風味，歷

久不散。鳳羽告訴我，甚至聞空氣，你就知道多久前有阿拉伯人

來過(真是神奇)。阿拉伯人的確對香水有特別喜好，在12世紀發
明了植物蒸餾法，將香精以酒精溶解，緩緩釋放出香味，有更好

的保存，這是香水製程的一大突破。

圖二十一: (左) 林某
人戴阿拉伯頭巾；
(右) KSU公關自掏腰
包送我香水，上頭寫
著 Eau de Parfum，
是香精含量在20%-
15%的淡香水。 圖二十二: 傳統的阿拉伯餐廳Najd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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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剛製作了一批有校徽的紀念銀幣，每一枚造價超過兩千

元台幣。在拜會KSU學術副校長阿里甘迪(Ali-S. Al-Ghamdi)時，
我很慎重的拿出一枚交大紀念幣送他，還怕他不識貨，強調是純

銀的喔。阿里甘迪副校長笑一笑，回贈我一枚KSU紀念幣，21K
金製造，直徑約交大銀幣的兩倍，厚度也是兩倍(參見圖二十五
(右))。阿拉伯人熱情好客，窺一斑可見全豹。

另一個好客的例子是，我和拉吉教授閒聊時，提到我沒看到

駱駝，他馬上安排，在4月5 日早上八點請一位朋友納賽爾(Nasser)
帶我到附近沙漠看駱駝。由市區到沙漠路途中，納賽爾帶我到一

家傳統早餐店買Tamees Khobz，這是一種阿拉伯扁麵包，像是超
級大餅。製作時捏麵粉的方式和義大利披薩相似，捏出大餅形狀

後，鋪在一凸形鍋面上(參見圖二十六(左))，再置入阿拉伯傳統烤
箱。烤熟後，再以帶勾的長鐵條取出(參見圖二十六(右))。麵包
師是一位阿拉伯老人，和顧客應對時有一點自卑搞笑。但當他在

烤大餅時，瞇著眼睛，變得十分專注，表情安詳肅穆，如睿智長

者。林某人捕捉老人那一剎那的神情，如圖二十七(左)所示。

阿拉伯人熱情好客，應邀作客時可以帶些小禮品送主人。

騎馬打獵用品在沙烏地阿拉伯很能派上用場，所以送一頭獵鷹

(Falcon)，將會大受歡迎。沙國友人說喜歡獵鷹。送獵鷹我力有

未逮，倒是畫了一頭獵鷹送給這位友人 (參見圖二十五(左)) 。我

也由台灣帶了一些新竹的東方美人茶給拉吉教授，他相當高興。

圖二十三: (左) 阿拉伯頭巾卸下後掛在牆壁；(右) KSU教授席地而坐
(右二為拉吉教授)，喝咖啡時，話匣子一開，就聊不停。

圖二十四: 傳統的阿
拉伯餐，擺設賞心悅
目。吃飯時席地以手
抓取食物，當中的駱
駝肉十分可口。

圖二十五：(左)林某人手繪的獵鷹；(右) KSU大金幣與交大小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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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沙漠後有一大群駱駝來迎接。我們席地吃早餐，和駱駝

一同分享Tamees Khobz。當中有一頭白駱駝，眼下的毛色呈眼淚

狀，相當奇特，林某人將之素描如圖二十七(右)所示。林某人和小

駱駝玩耍子(參見圖二十八)，還一起搶母奶喝。駱駝奶被稱為沙漠

白金，剛擠下來時的味道像牛奶，略帶甜味，除了含有豐富的維

生素C，還有人體所需的不飽和脂肪酸、鐵質和維生素B，可以增

強身體的抵抗力。駱駝不喜歡被擠奶，因此阿拉伯牧人拉著小駱

駝假裝要喝奶，騙母駱駝讓他擠奶。駱駝的乳腺附近很怕騷癢，

常常擠奶擠到一半就癢得趴下來。駱駝腹部有一硬瘤，在沙漠中

趴下來就像有軟墊撐著，相當舒服。阿拉伯駱駝(Dromedary)是單

峰(Single Hump)。中亞及東亞的駱駝(Bactrian)則是雙峰。張擇端的

《清明上河圖》有駱駝商隊穿過汴京城門樓，當中的駱駝都是雙

峰。因此這群商人是中亞來的，而非遠自阿拉伯的生意人。駱駝

是阿拉伯人喜愛的動物，在鄉間處處可見。尤其在連接沙國城市

圖二十六:阿拉伯扁麵包Tamees Khobz的製作過程

圖二十八: (左)小駱駝喝母奶；(右)喝完母奶後賴在林某人身上撒嬌。

圖二十七: (左)林某人捕捉阿拉伯麵包師的神情；(右)林某人繪畫沙漠
中的「流淚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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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談過，沙國戒律很嚴格，詢問他們太太近況、嗜好，

都在禁止之列。不過我和費瑟大學的副校長穆巴拉克聊天時(圖

六(d))，他主動談起他有六個小孩在美國，是他在美國的太太生

的。我很好奇，阿拉伯妻子怎麼會在美國，但不敢造次詢問。穆

巴拉克大概看出我的疑惑，補充說明，在美國的是他第四位夫

人，是美國人。我恍然大悟，也難怪不宜詢問他人的太太近況，

誰曉得你要問第幾個太太啊。沙國男子要休掉老婆，頗為容易，

《電話傳情•電話斷情》文中有詳細說明，只要由手機發簡訊就可

完成合法離婚手續[文獻一]。《古蘭經》允許男子娶四個妻子(妾

不包括在內，可以另外算)，是照顧男人性慾的充分考量。阿拉伯

男子「能力」超強，應該和飲食有關。林某人親身體驗，吃新鮮

羊肉是關鍵。自古以來阿拉伯人對羊肉就情有獨鍾。羊肉性熱，

主暖，能壯陽益腎，保胃健脾，對男性的滋補作用尤其顯著。阿

拉伯羊吃青草，肉質鮮嫩，沒有膻味。阿拉伯人的宗教習俗一定

之間的高速公路常有駱駝橫越，剎車來不及就會撞上。這類車禍

損傷相當嚴重，因此在KSU有專門的研究，以電腦模擬，評估如

何改善汽車結構，以降低車禍時的損害。

林某人來沙國前被囑咐要避免一些忌諱。例如你不可以和沒

有男性家庭成員陪同的婦女獨處(包括乘車、用餐)。不要在沙國

拍攝宗教過程的照片，未經許可更不要給婦女拍照，可能會帶來

殺身之禍。我參觀馬斯麥克皇宮時，不小心將三位婦女拍攝入鏡

(參見圖十一(右))，好像沒事。皇宮旁邊緊鄰Dirah廣場，據說是

當年的斬首廣場(Chop Square)，今日已成市民休閒乘涼之處(參見

圖二十九(左))。有旅遊指南說Dirah廣場在某個星期五仍會懲戒

犯人，由於此事太敏感，林某人不敢詢問查證。拉吉教授說我可

以任意在KSU校園拍照。他們不怕我拍女生，因為校園中根本沒

有女學生。她們被獨立的學院隔離，由女教授授課。KSU積極發

展遠距教學，讓男教授也能遠距向女學生授課，而不會有男女授

受不親的問題。我從未想到，e-learning在阿拉伯世界有這麼重要

的應用。也難怪他們很感興趣我如何將資通訊技術應用於健康照

護。有了遠距醫療技術，男醫師可以利用隔空把脈的神功來診斷

女病人的症狀。

拍攝宗教過程大概不太妥當，而拍攝宗教場所是沒問題的。我

一直覺得交通大學為穆斯林學生準備的祈禱房太簡陋，想拍攝KSU

祈禱房的裝潢，當作未來改善的依據。拉吉教授馬上帶我去看了祈

禱房(參見圖二十九(右))。其實KSU的祈禱房相當簡樸，和交大的

差不多，只是場地的空間相當大，並設置在校園各處。KSU的教授

都是虔誠的穆斯林，帶我參觀校園時，常常會送我進祈禱房附近的

圖書室，說: 「請留在原地等我五分鐘，我禱告完就來接你。」

圖二十九: (左)馬斯麥克皇宮旁之昔日斬首廣場，今日已成市民
休閒乘涼之處，立了一碑，寫了林某人看不懂的阿拉伯文；(右) 
KSU的祈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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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相關產品如電腦、通訊及網路安全設備等，沙國市場僅次

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為中東地區第二大市場。沙國行

動電話的普及率已快突破200%的門檻。在沙國擁有多門號的用

戶相當普遍，電信業者必須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服務，特別是語音

項目類的服務，才能留住用戶。有許多用戶使用預付卡(參見圖

三十一(左))，大部份為外國短期工作移民。電信公司在利雅德大

辣辣的密集架設基地台(參見圖三十一(右))，沙國人皆不以為意，

不像台灣民眾，到處抗爭。林某人猜想，主要原因是阿拉伯人喜

歡高塔，任何高級建築都有高塔。平民住宅沒本錢建高塔，電信

公司幫你建一座科技高塔，歡喜都來不及呢。

沙烏地阿拉伯電信公司（Saudi Telecom Company；STC）已

在北部地區的11個城市部署LTE網絡。2011年9月，STC、Mobily

和Zain三家沙國運營商均已開始提供LTE服務，並都宣稱成為中

東和北非地區第一個推出商用LTE網絡的運營商。林某人到了沙

國的沙漠，特別觀察，並不全是沙地，也有許多岩石區，約略估

要吃剛屠宰過的新鮮肉，符合現代衛生和營養的要求。拉吉教授

帶我參觀一家餐廳羊肉的燒烤過程。首先將全羊放入深度約2公

尺的土灶，下面墊著很厚的大補藥材，以大火烘烤(參見圖三十

(左))。出爐的羊肉鮮嫩得不得了，以手直接抓食，佐以米飯，真

是人間美味(參見圖三十(右))。只是吃完後患無窮，幾餐吃下來，

精力旺盛，熱血沸騰，慷慨激昂，無處發洩。後來每當吃飯，拉

吉教授問我想吃啥，我說還是中國餐好了，因為阿拉伯餐不知會

放甚麼進補草藥，防不勝防。阿拉伯男人天天進補壯陽，而台灣

男人每天大啖塑化劑，其「能力」高下立判。

林某人以科技人角度觀察，沙國政府高層相當重視科技

發展，尤其是通訊產業成長快速。《中東資通訊（ ICT）市

場研究》分析，沙國資通訊產業於2010-13年間年複合成長率

（CAGR）高達10%。根據沙國通訊暨資訊科技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所發表的資料顯示，

圖三十：(左) 烤羊的土灶冒出烈火；(右) 白米飯加上烤羊肉，是人間美味。 

圖三十一: (左) 沙國電信預付卡普遍，林某人在荒涼的沙漠都看得到閃
閃發光的STC行動電話預付卡；(右) 利雅德到處可見基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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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dreams I'm searching across the

desert sands for you

Scimatar moon is guiding me close to your side

望著飛機外彎月(Scimatar moon)，聽著阿拉伯之夜歌聲，漸

漸入眠沉睡，一路回到家鄉台灣，卻還忘不了阿拉伯之異國風

情。回家後我還常穿阿拉伯袍到處晃，而貓咪則尾隨在後，想抓

袍子玩耍(參見圖三十三)。

計，埋設光纖電纜的成本極高。我也特別注意到其網路流量，在

某些宗教節日如朝覲(Haj)期間，約有300萬回教徒會湧入麥加及

麥地那，人口驟增十倍，如何紓解爆炸性的電話流量是一大挑

戰。沙國的手機惡意程式感染率遠高於台灣。除了病毒問題，沙

國通訊暨資訊科技委員會（CITC）也考慮禁止黑莓機簡訊服務，

可能是對無法監視用戶傳輸的資料有疑慮。黑莓機的資料都經過

加密，並儲存於加拿大的伺服器中，並不通過其他國家的伺服

器，令各國政府難以監視。沙國也對網際網路有管制，以監視棘

手的伊斯蘭好戰份子問題。2004年，沙國宗教警察甚至想禁止在

手機上裝照相機，不過理由和恐怖行動無關，而是擔心男女會藉

此交換照片。每年都會反對情人節的沙國宗教警察，希望禁止男

女交換照片也不足為奇。

此次沙國學術交流成果豐碩，我在 KSU演講，聽眾發言踴

躍，互動良好。後來到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科技城演講[文獻

二]，還包括遠距聽眾，是一批女研究員。演講完畢，現場的男聽

眾七嘴八舌地問問題，而遠端的女研究員卻不發一語，這群女聽眾

未免太害羞啦。離開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科技城時下起小雨。我

來利雅德時下了幾場雨，在此季節算是異象，KSU教授說雨是我由

台灣帶來的。回程時我在飛機上聽了莎拉布萊曼(Sarah Brightman; b. 

1960；參見圖三十二)演唱她自己作詞的歌《Arabian Nights》: 

Don't you forget the echo's of time

Won't you regret the losing of minds

圖三十二: (左) 布萊曼(Sarah Brightman; b. 1960)；(右) 阿拉伯之夜這
首歌收錄在布萊曼的專輯《HAREM》，這個字的意思是「阿拉伯後
宮」或「回教婦女的閨房」。布萊曼的肖像不好畫，因為她每次化妝
後，長相都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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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一]《電話傳情•電話斷情》，《閃文集III》第107頁

[文獻二]   Lin, Y.-B., and Alrajeh, N.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to Healthcare Network. Speech at 

                  King Abdulaziz C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2012. 

[文獻三] 《教授寫書與稿酬》，《閃文集II》第8頁

[附註一] 為了寫本文的需求，我畫了Etihad航空的一位阿拉

伯裔空中小姐。沒想到由沙國返台時，在Etihad飛機上被一位泰

國空中小姐看到，也要我幫她畫一張。本人一向服膺鄭板橋 [文

獻三] ，沒潤格錢可賺的白工，不符林某人的作畫原則，只好緩

兵之計，請她Email一張照片讓我模仿，畫完再寄回給她。這種

變相拒絕法，一般都能奏效。如果對方真的寄照片來，我也會誠

心誠意的遵守承諾，依照片畫肖像並寄回。

圖三十三: 阿拉伯版的林某人，穿阿拉伯
袍要縮出雙下巴，凸出小腹，才有味道。

[附註一] 阿拉伯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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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順義火車站貨場後，遠遠可看到約八層樓高的天線柱

(參見圖四)。天線柱最上方為TD-SCDMA天線，中間為TD-LTE

天線，最下方是GSM天線。基地台的設備放在天線柱旁，面積不

大的一層樓建築。我們進入建築內，參觀GSM (參見圖五(左)) 、

TD-SCDMA (參見圖五(右))及TD-LTE(參見圖六)的基地台設備。

在此可以感受到技術的演進：GSM的機櫃佔最大的空間，TD-

SCDMA次之，而TD-LTE設備佔最少的空間。

2012年1月17日全球一動董事長何薇玲邀請林某人參觀諾基

亞西門子網路公司（Nokia Siemens Networks；NSN）在北京順義

的TD-LTE場測(參見圖一(A))，並拜訪中國移動總部。迷迭香何

薇玲是點子女王，和她在一塊，往往可以見識到新鮮事(參見圖二

(左))，於是林某人就跟著去增長見識。

到達北京順義NSN的TD-LTE場測後，坐進外場測試車，大

型屏幕正播放高清影像(參見圖二(右))，畫質清晰，即時移動的

影像也相當流暢。屏幕左下角列出測試車連接到基地台的相關參

數。NSN的場測人員介紹測試的路徑以及會經過的基地台(參見圖

三)。我們由順義公安局(圖三右下角的基地台)開車到順義火車站

貨場(圖三左上角的基地台) 。在經過兩個基地台的無線電波涵蓋

區的交會處時，視訊短暫受到影響，但很快恢復正常。這是硬切

換(Hard Handover)的現象。再查看ping指令 32 byte封包的時間為

14到40微秒，速度相當讓人滿意。

北京 TD-LTE 場測

圖一: 北京東北角
地圖：(A)順義；(B)
望京；(C)酒仙橋；
(A)與(B)之間的紫色
路線約30公里。

圖二: (左) 在電腦或電信展，全球一動總可以吸引群眾眼光，將場面搞
得很熱絡 [文獻一]；(右)外場測試車的大型屏幕播放高清影像。

圖三: 地圖顯示測試的路徑；畫圈處
是被測試的兩個基地台;左上紅圈為順
義火車站；右下白圈為順義公安局，
兩個基地台的交遞是以硬切換(Hard 
Handover)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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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完TD-LTE的外場演示，林某人問道: 「下一個行程為

何?」NSN的Phil (陳培煌)回答: 「接下來參訪旺金的NSN北京實驗

室。」我說: 「NSN真會挑地方，地名竟然又旺又多金。」Phil說

我誤會了，不是「旺金」而是望著京城的「望京」(參見圖一(B)) 

[附註一]。望京的實驗室原屬於摩托羅拉，NSN 購買摩托羅拉

後，變成NSN的實驗室，主要在研發及測試TD-LTE網路設備。

到達實驗室後，先到簡報室，由NSN大中國區副總裁潘波主持(參

見圖七)，NSN實驗室負責人報告TD-LTE的發展狀況。我和潘波

先生多次見面，詳情參見《西門子與諾基亞》。此次相見，益覺

親切[文獻二]。

接下來參觀實驗室，規模甚大。當中有一展示的應用，以

TD-LTE傳輸來控制機器人(參見圖八)。遠端控制機器人是窄頻

(Narrowband)應用，不需TD-LTE的寬頻傳輸。然而機器人有內建

攝影機，可將高清影像回傳到遠端。此時TD-LTE的寬頻傳輸就

派上用場。

圖四: (左) 水泥柱上掛天線；(右) 基地台外觀；右方的水泥柱戟指天
際，上端是天線(圖(左)所示)。水泥和建築物間有巨大纜線連接。

圖五 :  (左 ) G S M設
備；(右) TD-SCDMA
設備；GSM設備佔
了極大空間，線路
密密麻的連接。TD-
SCDMA設備的外觀
整齊多了。

圖七: 由左至右為林某人、何薇玲以及潘波。

圖六: TD-LTE設備；為了方便測
試，前端的接線都用體積較大
的野戰纜線，可隨時插拔。TD-
LTE的設備所佔體積更小於GSM
及TD-SCDMA。經由模組的取
代，可和WiMAX系統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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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的史部傳記類有《八旗滿洲氏族通譜》(jakvn gvsai 

manjusai mukvn hala be uheri ejehe bithe；參見圖十一(右))，記載

「納喇氏為滿洲著姓，其氏族散處於葉赫、哈達、烏拉、輝發及

各地方，雖系一姓，各自為族」。「納喇」是那拉(Nara)的另一

滿文漢譯。通譜中說「雖系一姓，各自為族」，指出那拉氏並非

同源。那拉在金朝時期被漢譯為「納蘭氏」，是女真中的貴族姓

參訪望京的NSN北京實驗室行程結束後，大夥到北京市朝陽

區東北部的酒仙橋(參見圖一(C))吃飯。為何叫酒仙橋? 相傳有一酒

仙在此地過橋時不慎將兩簍酒掉落橋下，自此河水冒出酒香，故

名酒仙橋。我們用餐的餐廳名為「那家小館」 (參見圖九)。飯館的

四合院建築是具有滿族風味的深宅大院。中庭有十字走道，可達各

廂房，相當有特色(參見圖十)。餐廳為何取名「那家小館」?顯然

是姓那的人開的餐館。「那」是滿文漢譯。那家到底是哪一個滿州

家族? 當場問小館的伙計，答曰:「是輝發那拉。」推翻滿清，成立

民國後，姓「那拉」的滿洲人多改姓為「那」或「南」。當場不知

是誰問:「是不是慈禧太后的姓? 」非也。林某人答道: 「慈禧太后

是葉赫那拉。」慈禧本名葉赫那拉杏貞，年輕時相當貌美(參見圖

十一(左))，因此受寵生下皇子，得以掌權 [附註二]。

圖八: (左)可由遠端遙控的機器人；(右) 遠端控制機器人的筆記
型電腦；銀幕上方顯示機器人的動作，下方顯示機器人看到的
影像。機器人有內建攝影機，可回傳到遠方控制端。

圖九: 酒仙橋那家小館是北京第三家分店。

圖十: 酒仙橋那家小館，
中庭有十字走道，可達各
廂房。中庭走道中央有一
桌子可坐四人品茶，相當
有氣氛。這種擺設並無遮
陽設計，在艷陽天或下雨
天若無僕人撐傘，是無法
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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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乃第三吃。林某人不懂規矩，三吃併為一吃，直接將醋、飯

倒入盆內，囫圇吞棗的一掃而光，算是糟蹋了美食。

另有一道菜是清蒸鰣魚(參見圖十三(右))。這種魚素來名貴，
只有大戶人家才吃得起。清朝黎士宏的《仁恕堂筆記》記載：

「鰣魚初出時，率千錢一尾，非達官巨賈，不得沾箸。」鰣魚

（Tenualosa reevesii）原產長江，由於水利建設切斷了鰣魚產卵的
洄遊通道，幾乎絕跡。1988年被列入中國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
錄中第一級的保護物種。今日大陸的鰣魚都是國外進口。這種魚

氏。清詞三大家中的納蘭性德(1655－1685)就是葉赫那拉，和慈

禧同族 [附註三]。

此餐廳以滿州菜為主。進入用餐的包廂前，經過好幾個開

放式房間，是廚房。當中一個房間以傳統木材烤鴨(參見圖十二

(左))。另一房間上頭有個匾額「          」(皇壇子；參見圖十二

(右))，不知是何典故。林某人上網查到的結果如下。1749年(乾隆

十四年)時弘曆在香山建立八旗營房以拱衛京師，號稱香山健銳

營 (位置在圖一地圖的左上角)。每逢正月十五皇帝佬兒會賞賜錢

糧以及各地進奉的山珍海味。村中就搭起爐灶，以欽賜的食材，

煮大鍋羹湯，按戶分送一大罈子。因湯色金黃，得名「黃罈子」

(參見圖十三(左))。因為是皇上賞賜的，所以又稱為「皇壇子」。

滿人愛擺譜，吃這一道菜也有規矩講究，叫做「一羹三吃」：上

菜時，先趁熱聞香品汁，是第一吃；隨後依個人口味，加少許紅

醋，細細品嚐，此為第二吃；三是放入少許米飯，頓時胃口大

圖十一: (左)年輕與年老時的慈禧(葉赫那拉杏貞；1835－1908)；
(右)《八旗滿洲氏族通譜》

圖十二: (左) 烤鴨廚房；(右)「皇坛子」廚房上的匾額

圖十三: (左) 席上每人一盅「皇坛子」，右上角為小碗米飯；(右)清蒸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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鰣魚呢。這一頓飯頗有文化氣息，用餐環境不但有歷史講究，各

道菜色也多有典故，只不過我是「吃粗飽」的，分辨不出好壞，

真正是豬八戒吃人   果。那家小館各種巧思遇到林某人，只能說

是俏媚眼做給瞎子看，白搭啦。

北京TD-LTE場測參訪結束後，我於隔天2012年1月20日聽

到潤泰全球召開董事會，認購全球一動1.16億增資股，讓潤泰成

為全球一動最大單一法人股東，持股比重達51.39％。潤泰集團

（Ruentex Financial Group）總裁尹衍樑 (b. 1950；參見圖十五)

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學識極為淵博。林某人曾和他共進晚

餐，對於他的見多識廣，深為折服。我曾經透過交通大學吳妍華

校長贈他一本《交大資工筆記本II》，其中有一張浮世繪畫家歌

川廣重 (Utagawa Hiroshige；1797－1858)的肖像(參見《時間與電

信》[文獻三])，尹衍樑看到了說: 「這個人和我長得很像。」 因

為兩位都將三千煩惱髮絲理掉了。我問他，這種「髮型」好不好

整理。他笑著說: 「很好整理。每天早上刮鬍子時，刮鬍刀順便刮

刮頭皮即可。」

的魚刺超級多，圖十三(右)可以很清楚看到。張愛玲(張煐; 1920－

1995；參見圖十四)曾經修改宋朝惠洪《冷齋夜話》，自言平生所

恨為：「一恨鰣魚多骨，二恨海棠無香，三恨紅樓未完。」

我在席間講了一個鰣魚的故事給大夥下菜助興。傳說宋高宗

趙構（1107－1187）某次宴請官太太，上了一道鰣魚菜。秦檜

的老婆誇口說: 「咱家常常吃鰣魚。」趙構看在眼裡，心中嘀咕: 

「秦檜這小子若非枉法貪贓，哪來財富吃鰣魚?」秦檜老婆回家得

意地告知秦檜她在宴席上出風頭。秦檜聽完後嚇出一身冷汗，

心想官位不保。後來心生一計，第二天送了一簍魚給宋高宗，

說: 「臣家鰣魚甚多，獻上一簍給皇上嚐嚐。」趙構翻開簍蓋一

看，只是尋常魚種，笑道: 「秦檜這對土佬夫婦，連鰣魚都認不出

來。」認定秦檜老實，重用如故。秦檜如此奸巧，當官的功夫高

人一等，難怪能幹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據聞鰣魚肉質鮮嫩，

不過林某人吃了沒特別感覺，也不覺得刺多，有點懷疑吃的不是

圖十四: (左) 張愛玲(張煐；1920－1995)；(右) 《冷齋夜話》

圖十五: (左)尹衍樑 (b. 1950) ; (右) 林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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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國防部長)于謙(1398－1457；參見圖十八(左))，成功擊潰兵
臨北京城下的瓦剌軍。為了加強北京城防，于謙上奏：「京城四

面，因無墩台瞭望，寇至不能知其遠近及下營處，卒難提備，可

用四面離城一、二十里或三十里築立墩台，以便瞭望。」在京城

東北面築望京村墩台。

就技術的觀點而言，WiMAX轉型到TD-LTE的趨勢已不可
免。就林某人實驗室分析，TD-LTE的的效能亦優於WiMAX，
如圖十六所示。這張圖畫出不同無線技術傳輸時間的延遲分布。

每一條曲線代表一種技術，而曲線越靠左方且越高聳，則效能

越佳。圖中曲線顯示TD-LTE優於WiMAX優於W-CDMA優於TD-
SCDMA。如何將WiMAX轉型到TD-LTE，是一重要課題。

[附註一] 望京社區位於北京東北方，在遼宋時期是中京經古
北口通往幽州的必經之處，也是兵家必爭之地。《明實錄類纂》

記載，明朝時北方蒙古族瓦剌部不斷進犯，戰事頻繁。 1449年，
自以為英明的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參見圖十七(左))，聽了
太監王振的話，把戰爭當兒戲，御駕北伐瓦剌部，卻大敗於土木

堡，成為階下囚。英宗之弟朱祁鈺(1428－1457；參見圖十七(右))
即位。朱祁鈺是明朝20任皇帝中唯一真正傑出的一位，重用兵部

圖十六: 不同無線技術下行鏈(Downlink)傳輸時間的延遲分布。

圖十八: (左) 于謙(1398－1457)；(右) 于謙墓；很多人相信于謙是岳
飛轉世，專門抵抗外侮，拯救國家。

圖十七: (左) 朱祁鎮(1427－1464)；(右) 朱祁鈺(1428－1457)

[附註一] 于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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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期對宦官的管制相當嚴厲，薪水微薄且不准識字。然

而到15世紀中葉，宦官制度正常化，甚至凌駕文官體系，此後明

朝就和宦官共存亡。很多歷史學家都將政治腐敗怪罪宦官，《詩

經》甚至嘲笑: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其實宦官制度讓中國

帝制的複雜政治結構凝聚不散，也使一夫多妻制得以運作。政治

腐敗還是得怪皇帝自己昏庸。明朝採用宦官與文武官共存的雙軌

行政制度，職責疊床架屋，效率奇差，弊端叢生，倒也解決了單

鞭行政體系尾大不掉的問題，讓明朝搖搖晃晃的撐了276年。明

朝在軍隊指揮系統中安插統兵宦官來制衡軍隊的指揮官，如此皇

帝比較安心，不怕軍隊指揮官造反。宋高宗趙構沒有宦官監視岳

飛，只好想辦法將之消滅。這種皇帝與前線統兵官之間無法溝通

指揮的問題直到美國南北戰爭時代，林肯以有線電報指揮前線統

兵官後才解決(參見《軍隊的通訊》[文獻五])。

[附註二]慈禧(葉赫那拉杏貞；1835－1908)祖先本姓輝發那

拉，明朝萬曆年間輝發部被滅，慈禧先人逃亡葉赫部，改姓葉

赫那拉。滿清滅明後屠殺漢人，身為少數民族的葉赫那拉跟著

倒楣，幾乎被滅族。其族長於死前詛咒滿清曰：「我族即使死剩

一女，亦誓滅清！」清皇帝深懼其咒成真，禁絕葉赫那拉族人

入宮。二百年後，詛咒漸漸被忘，讓慈禧入了清宮，最後慈禧和

她的姪女裕隆太后(葉赫那拉清芬；1868－1914)一起搞垮大清帝

國。滿清果然亡於葉赫那拉。慈禧名聞全球，被listverse.com票

選為歷史上最著名的十位婆婆(Mother-in-Law)中的第七名。她不

但以修理媳婦著名，也要為整死兒子和繼子負點責任。

于謙在北京保衛戰大勝之後，瓦剌發現手中掌握的朱祁鎮

不但不是威脅明朝的王牌，反而變成無法處理的包袱，只好

倡議和談，於1451年送還朱祁鎮。結果朱祁鎮復辟，朱祁鈺被

降為郕王，軟禁在西苑，一個多月後去世。于謙則被冠上謀逆

罪，判了死刑。而害慘朱祁鎮的太監王振，反而被刻了雕像，

招魂安葬。朱祁鎮小時候由王振一路哄著玩遊戲，因此對他言

聽計從。王振玩權，朝中大臣獻媚不絕。工部侍郎(相當今日

的副部長職位)王佑，沒長鬍鬚，王振問其何故。王佑很無恥

的回話: 「老爺沒有，兒子輩安敢有。」老爺就是太監王振。                                  

由于謙的事件看來，宋高宗趙構十二道金牌

召回岳飛是有道理的。如果讓岳飛迎回「二

聖」(這也是兩個爛皇帝)，趙構自己的下場可

能和朱祁鈺相同。類似的例子國外也有。我在

《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文中提到聖女貞德

（Jeanne d'Arc；1412－1431；參見圖十九）

打敗英國人，力保法國王儲查理接受加冕。登

基之後的查理七世卻怕貞德尾大不掉，削減她

的軍隊，最後貞德兵敗被英國人處以火刑 [文

獻四]。貞德於1431年被害，26年後于謙被判

死刑。東西世界的皇帝忘恩負義，過河拆橋，

沒啥差異。1453年，英法百年戰爭結束，英國

人的命運和同一時期的瓦剌相同。瓦剌退回蒙

古，而英國人也退回英倫三島，放棄所有佔領

的法國領土。

圖十九 :  聖女貞德
（Jeanne d'Arc；
1412－1431）執
行火刑前，一位英
國士兵將兩根柴枝
紮成十字架，拿給
貞德握著。她大喊
耶穌基督的名號，
被大火吞噬。她燒
死後的屍體又被英
國人燒一次，成為
灰燼。

[附註二] 葉赫那拉杏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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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一]《行動台灣的經驗》，《閃文集》第235頁

[文獻二]《摩托羅拉的故事》，《閃文集II》第312頁

[文獻三]《時間與電信》，《閃文集III》第57頁

[文獻四]《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閃文集II》第144頁

[文獻五]《軍隊的通訊》，《閃文集III》第188頁

[附註三] 作詞「不如前事不思量，且枕紅蕤欹側看斜陽」的

納蘭性德(1655－1685；參見圖二十(左))是清初有名的詞人。後

人將其詞集增遺補缺，名為《納蘭詞》（道光十二年汪元治結鐵

綱齊本和光緒六年許增榆園本），今日流傳的詞共348首。納蘭

性德的老爸是清朝的大貪官明珠。《鹿鼎記》主角韋小寶對明珠

當官的本事相當佩服，甘拜下風。納蘭性德流傳至今的《木蘭

花令‧擬古決絕詞》相當有名:「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

扇？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第一句「人生若只如

初見」頗具深意，千金難買早知道，如果知道遲早分離，倒不如

保持初見面時那種若即若離的美好。「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

人心易變」，變心的人往往指責滿懷癡情，卻無端被棄的一方首

先變心。這首詩在描述失戀女子，然而在職場工作，與人應對進

退，又何嘗不是如此?

圖二十: (左) 納蘭性德(1655－1685)；(右) 張顥的楷書納蘭詞

[附註三] 納蘭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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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很大)。如果你了解立德公式，你就邊開車邊罵：「Darn it! 

I was stuck in this stupid Little today! 」然後打電話給老婆(公)：

「Honey!! I got littled.」立德公式的一些趣聞我曾在《閃文集》第

154至160頁提及，不在此細表。

研究電信系統效能最基礎的工具是耳朗公式 ( E r l a n g 

Formula)，此公式是由丹麥數學家耳朗 (Agner Krarup Erlang；

1878－1929；參見圖一(左))所提出，應用於電話網路流量分析(參

見《電話流量工程之父》一文[文獻一]) ，以很簡單的形式表示為: 

      E = λh

這個公式敘述如下 :  一個電話系統單位時間內的負載E 

(Offered Traffic)相當於這個單位時間內打電話進系統的次數λ 

(Call Arrival Rate)乘上平均的通話時間 h (Call Holding Time)。

耳朗公式在1961年被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一位教授立德(John Dutton Conant Little；b. 1928；參見

圖二(左))改寫成一個通用於一般系統的公式。立德早期以運籌學

(Operations Research) 來研究交通燈號控制(Traffic Signal Control)。

1961年他推導出立德公式(Little's Formula)後名聲大噪，馬上被聘

為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立德公式的形式和耳朗公式一樣簡單：

      L = λW

這個公式說，如果我們長時間觀察一個系統，會發現停留在

此系統的人數L (average number of customers)等於人們進入此系

統的速率λ (average effective arrival rate) 乘上一個人待在這個系

統的平均時間W (average time a customer spends in the system)。

該公式的應用廣泛，尤其是在產品開發(Product Development)。

立德公式甚至可用於日常生活。例如說，在高速公路上你看到

前面一個路段有一大堆車(L很大) ，而能進入該路段的車輛數目

越來越少(λ很小)，那你就知道得開很長時間才能通過這個路段

書書相傳：博士學術族譜

圖一: (左) 耳朗 (Agner Krarup Erlang；1878－
1929)；(右)以耳朗為名的電腦語言書籍

圖二: (左) 立德(John Dutton Conant Little；b. 1928)；(右) 
立德於2008年撰文再度闡述立德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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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參見圖四(右))的第三章，有一個淺顯的例子說明

立德公式在電腦系統的應用。我蒐集和立德公式相關的論文時，

發現我師祖賽希克的師父(就是我的太師祖)施拉格(Schrage)於

1969年寫的文章(參見圖五)用到了立德公式。而施拉格的師祖康

威(Conway)於2002年寫的文章《Managing Cyclic Inventories》也

用到了立德公式(此時康威已超過70歲高齡)。我的學術淵源和立

德公式真是密不可分。

2011年我和和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的張明峰教授根據立德公

式推導出一個行動電話的版本。圖三繪出一個簡略的行動電話系

統，當中行動交換機(圖三(2))連接基地台(圖三(1))。圖中所畫虛

線圓圈代表基地台發射的無線電波涵蓋範圍，稱為「細胞」。圖

三中一部車子(內有手機)由「細胞1」進入「細胞2」。假設車內

有人正在打電話，則穿越細胞時行動交換機會有紀錄。假設E為

單位時間內在細胞2所有人講電話的分鐘數，而單位時間內講電

話的人穿越細胞邊界而進入細胞2的人數是 μ，則平均一部車子

停留在細胞2的時間W和E 及μ的關係可表示為

      E = μ W

以上公式和立德公式或耳朗

公式極為相似，但是證明可花

了一些力氣呢。我們的公式用途

相當廣泛，由量測車速到分析傳

染病的散布，都用得上，發表於

國際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立德公式是我的指導教

授拉索斯卡 ( L a z o w s k a；參

見圖四 (左 )  )在課堂上教我

的。在他和他的指導教授賽

希克 ( S e v c i k；我的師祖 )合

寫的書《Quantitative System 圖三: 車輛(手機)在細胞間的移動

圖四: (左) 拉索斯卡(Edward 
D. Lazowska; b.1951)；
(右)《Quantitative System 
Performance》是我的啟蒙
教科書，讓我瞭解系統效
能評估各種不同的技巧。

圖五: 施拉格於1969年寫的
文章《An Alternative Proof 
of a Conservation Law for 
the Queue G/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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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籌學在英國稱為Operational Research，在美國則稱為
Operations Research (OR)，為近代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研究如何
將生產及管理等實際問題加以抽象化，再利用統計學、數學模型

和演算法等數學工具來尋求最佳或近似最佳的解答。OR在1956年
被正式翻譯為中文「運籌學」。《史記•高祖本紀》提到劉邦對張
良軍事才能的評價: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因此以「運籌」一詞作為OR的意譯，有運用籌劃，以策略
取勝的意思。現代的運籌學濫觴於1937年，是一個軍事用語。當
時為了抵擋德軍飛機入侵英國，必須在英國各地建置雷達站，並

確保整個空軍作戰系統的協調配合。這項工作由波德塞雷達研究

機構(Bawdsey Research Station)的負責人羅氏(Albert Percival Rowe；
1898－1976；參見圖七(左))執行。他以運籌學角度提出整個防空作
戰系統的運作研究，決定雷達站的合理配置，俾能有效地防禦德

軍轟炸機入侵英國。之後英美及加拿大等國的作戰單位都成立運

籌小組，針對每一次重大軍事行動都做出全方位的研究，以確保

行動成功。在《錯覺魔術》一文我提到「伯特倫行動」 (Operation 
Bertram)，就是運籌學極致運用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些研
究結果應用於其他用途，成為現代運籌學的起源。

我的師祖賽希克(Ken Sevcik；1947－2005)於2004年六月獲頒

ACM SIGMETRICS終身成就獎(Achievement Award)，而於一年後去

世。我的指導教授和我的師叔拉霍楊(John Zahorjan；參見《一個網

通人的成長歷程》一文)為他撰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參見圖六)，發表

於ACM SIGMETRICS。他們也發動尋根之旅，完成了以賽希克為

主的博士學術族譜(PhD Academic Genealogy)。我根據這個學術族譜

追溯七代師承。慎終追遠後，得知我學術源頭是運籌學，也難怪和

運籌學密不可分的立德公式會出現在我的諸位師祖爺們的學術文

章。早期的師祖爺將立德公式應用於工業工程，我的師祖和師父將

之應用於計算機工程，而我則將這個公式用於電信工程。

圖六: 悼念師祖賽希克(Ken Sevcik; 1947－2005)的學術論文

圖七:(左) 羅氏 (Albert 
P e r c i v a l  R o w e；
1898－1976)； (右 ) 
班斯(John R. Bangs, 
Jr.)的書



閃文集 Ⅳ 265閃文集 Ⅳ264

閃文集Ⅳ

業生。畢業後留校，一直在康乃爾大學任教，直到退休。他教學

嚴厲，以「酷刑般的考試」(Torturous Exam)著稱，但獲得學生愛

戴，榮獲康乃爾大學1967年的傑出教學獎(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ward)。他在1985年成為第一位「休茲講座」，分享了第二代祖

師爺休茲的榮耀。康威和馬克斯威爾都是美國工程院院士。馬克

斯威爾當選美國工程院院士時說: 「I'm humbled, and I'm honored.」

我的第一代祖師爺班斯(John R. Bangs, Jr.)出生於1892年，是

1921年康乃爾大學的畢業生。他是行政管理工程 (Administrative 

Engineering)的早期學術領袖，研究成果引導今日的運籌學及資訊

工程研究方向。圖七(右)是班斯寫的書，教工程師如何做會計。

由於他的貢獻，康乃爾大學在1990年設立了班斯紀念講座(Bangs 

Memorial Lectureship)。直到今日，有許多著名的訪問學者以班斯

紀念講座來到康乃爾大學講學。

第二代祖師爺休茲(Andrew Schultz, Jr.；1913－1995；參見

圖八(左)) 是1941年康乃爾大學的博士畢業生。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他在美國軍械局擔任軍官，戰後回到康乃爾大學任教，並成為

該校第五任工學院院長(1963－1972)。他創立了康乃爾大學的工

業工程系(Industrial Engineering)，並首先提倡將過去工業工程的

質化研究轉變成較為量化的分析。他是很成功的指導教授，有

四位學生成為美國工程院院士。他也是勁頭十足的釀酒者，以美

酒專家聞名於學術界。康乃爾大學的工業工程系設立了休茲講座

(Andrew J. Shultz Jr. Professorship)以彰顯他的貢獻。

第三代祖師爺康威(Richard W. Conway；參見圖八(右)) 是1958

年康乃爾大學的博士畢業生。1967年他和他的學生，亦即第四代

祖師爺馬克斯威爾(William L. Maxwell；參見圖九(左))合寫一本指

標性(Landmark)的書籍《Theory of Scheduling》(參見圖九(右))，

提出將計算(Computing)和嚴謹的數學方法整合，以解決複雜的

生產規劃編制問題(Production Planning Problems) 。這本書被高度

讚揚:「It placed on a formal foundation the study of the entire area of 

production scheduling.」馬克斯威爾是1961年康乃爾大學的博士畢

圖八: (左 )休茲 (Andrew 
Schu l t z ,  J r.  ;1913－
1995); (右) 康威(Richard 
W.  Conway ;  1930－
2011 )  NAE c i t a t i on : 
For contrib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he area 
of schedul ing theory, 
simulation methodology, 
and simulation software 
for manufacturing.

圖九 :  (左 )馬克斯威爾
(Will iam L. Maxwell)的
教學優異，深獲學生愛
戴，同時亦榮獲美國工
程院士；(右)《Theory of 
Scheduling》的作者包括
康威、馬克斯威爾，以
及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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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emplar of experimental computer science」，也是電腦系統

效能研究領域的奠基人之一。他和他指導過的學生建立起亦師

亦友的關係，深受學生們愛戴，他們說: 「Ken managed to be our 

friend as well as our advisor, without letting either of those relationships 

interfere with the other. This is at the heart of the immense respect we 

have for him, both professionally and personally.」而一個指導教授做

得多好，很明顯會反映在學生們的學習成果(how well one has done 

as an advisor is reflected in how much one's students have learned)。

我的指導教授拉索斯卡學到了賽希克的研究及處事方法，很感激

地說：「We owe Ken a terrific debt for the lessons he gave us about 

performing and leading research, and about how to lead our lives.」

在《Communications of ACM》雜誌的一篇專訪文章《A 

Journey of Discovery》(參見圖十一)，拉索斯卡被問到，「就計算

機科學領域的教學而言，現在和過去5年、10年，甚至20年前有何

不同?」拉索斯卡的答案是，沒有任何差別。他說: 「指導教授的

任務是教導學生“發現的過程”(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小孩

與生俱來就有探索周遭事物的能力。可惜的是，當他們進入大學

時，這個本能往往就不見了。所以我們的任務是教他們再變回小

孩，恢復他們四歲時所擁有的「發掘事物的能力」。拉索斯卡高

中畢業後入學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跟著老師范丹(Andy van 

Dam；參見圖十二) 做專題。范丹教導年僅19歲的拉索斯卡「figure 

out how to do things that no one had done before」。他要求拉索斯卡

解答連范丹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問題，提升了拉索斯卡的眼界。

范丹說：「People rise to the expectations and challenges that are set for 

第五代祖師爺施拉格(Linus Schrage；參見圖十(左))於1966

年獲得康乃爾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後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任教。他精通程式語言，在1981年發展出第一套優

化軟體(Optimization Software) LINDO (參見圖十(右))，為教育

界廣泛使用。1985年施拉格設計出第一套優化的電腦試算表應

用(Spreadsheet)，榮獲《PC Magazine》的技術卓越獎(Technical 

Excellence Award)。他的論文《Centralized Ordering Policies in a 

Multi-Warehouse System with Lead Times and Random Demand》是

早期分析供應鏈延緩(Supply Chain Postponement)的經典之作，被

許多學者引用。

由於第五代祖師爺對電腦程式的喜好，影響到我的師祖(第

六代祖師爺)賽希克，研究方向漸漸由工業工程(運籌學)偏向到計

算機科學。賽希克是1971年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畢業生，之後到

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任教，並於1990年至

1992年擔任該校計算機科學系的系主任。賽希克將運籌學的理

論演化到電腦系統的效能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被譽為

圖十 :  (左 )施拉格
(Linus Schrage)；
(右) 施拉格的LINDO
著作，榮獲PC雜誌
的技術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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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命名為「書書相傳」，因為溯源我的七代祖師爺，幾乎

每個人都寫書。林某人不才，也寫了幾本專業教科書籍。當中三

本和我的學生合著，他們是林風、逄愛君，和蘇淑茵，我的學術

直系血源，可謂以書相傳的書香門第了。我也希望我的學生們繼

續寫書，承續這個好的傳統。

對一個教授而言，學生是學術衣缽的傳承，然而台灣的學生

和教授的關係卻往往不見得理想。2007年有一位台大的學生楊淑

芬投書報紙，指出教授的指導問題。我於2007年12月19日的聯合

報撰文回應如下：

最近民意論壇有數篇文章，討論學生和教授的關係。其中以

十八日楊淑芬同學「指導教授人、鬼、神殊途」一文最具創意。

從該文可以瞭解研究生對於不稱職教授的控訴，我也同意她的說

法。教授在指導學生時，如何知道是否稱職？我認為教授指導學

them. 」范丹於1966獲得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博士

學位。畢業後加入布朗大學，創立計算機科學系，並於2002年至

2006年間擔任布朗大學第一位學術副校長。他是最早進行電子書

研究的學者之一，於1996年成為美國工程院院士。

拉索斯卡在布朗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進入多倫多大學的研究

所就讀，於1977年完成博士修業。畢業後到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任教，曾擔任華大計算機科學系的系主任，也獲選

為美國工程院院士。在大學及研究所的學習過程，范丹和賽希克

恢復了拉索斯卡「四歲時的能力」，讓他學到如何探索研究，也

知道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指導教授。林某人智慧不足，沒有學到

拉索斯卡的本事，但也感受到他的思考邏輯，很感激他的教誨。

在此套用他對賽希克的感恩，我要說：「Ed was an exceptional 

mentor, an exceptional academic, and a man of profound wisdom.」

圖十一:《 Communications of ACM》雜誌專
訪拉索斯卡的文章《A Journey of Discovery》

圖十二: 范丹(Andy van Dam；b.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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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中，老師傅鳳征五郎告訴小學徒將太：「讓別人輕易教你的

事，還不如自己辛苦學來的事更能牢記。答案就在你眼前！你有心

想學的東西（只要你努力），總有一天一定會學到。」鳳征五郎

不曾告訴將太答案，而一直以誘導的方式讓將太自己找出答案，

這才是我心目中的「智慧神」教授。

[文獻一] 《電話流量工程之父》，《閃文集III》第186頁

生的方式，未必能盡人意，但指導的心態很重要。每當我處理

研究生和教授糾紛時，我常會問教授：「如果這位學生是你的小

孩，你會希望他(她)被這樣指導嗎？」

但是相對的，學生對教授的期待也不見得很正確。反映於同

學心目中夢幻的「神」教授，說法讓我感到有偏差之處。例如楊

同學認為「保佑神」對研究生相當照顧，雖然學生論文素質奇

差，指導教授卻認為分數應該從九十起跳。但這種「保佑神」實

在是害了學生，因為學生學藝不精就畢業，以後很難行走江湖。

「保佑神」教授在學生修業期間應該是「牧羊人」，放牛吃草，

沒有好好指導學生撰寫論文，直到最後一刻才放水護航學生。

另外一類楊同學認為可遇不可求的「有夠神」的好教授，將

論文題目、架構、公式都整理好了！我則頗為懷疑，「有夠神」

教授如何能培養出獨立思考的學生。「獨立思考」見仁見智，很

難拿捏。學生認為教授在放牛吃草，教授則認為學生要獨立思

考。老師抱怨學生不認真上課時，學生則認為老師教不好。我想

告訴學生的是：「學生以老師教不好當藉口，認為自己可以不學

好，是自毀前程啊!」老師口才不佳，教不好，學生就應主動發

問，像挖礦一般將學問挖出來！不要等待「有夠神」教授用湯匙

一口一口餵你吃飯。

楊同學所提到的「智慧神」，才是真正的好教授。然而要達

到此境界，必須「人神同工」，不能光靠教授一頭熱，學生也

要積極投入。我告訴我的學生：「你多認真做研究，我就以同樣

認真的態度指導、幫助你。」如果一個學生不夠認真，我只好依

照比例原則，將精力放在別的認真學生身上。在「將太的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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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參訪南加州愛迪生公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Company)的智慧電網。我對這家公司相當感興趣，因為過去讀歷
史，知道這家公司的幾件趣事。大約在1896年「西邊照明公司」
(West Side Lighting Company)成立，提供洛杉磯電力。當時電力
主要用在電燈照明(參見《直流電大戰交流電》[文獻一])，因此
很多電力公司的名字用了Lighting這個字。1897年這家公司合併
了洛杉磯愛迪生電機(Los Angeles Edison Electric)，並建置美國
第一條地下直流電纜線。1901年米勒(John Barnes Miller；1870－
1932；參見圖二)擔任總裁，開始大力併購其他的公司並大量建置
發電廠。他在1907年建設了肯恩河的電力傳輸線(Kern River-Los 
Angeles Transmission Line)，這是當時全世界最長(118英里)且電
壓最高(75千伏)的電力傳輸線。肯恩河是距離南加州最近的泛舟
景點，具備獨特的地形水勢，造就最佳天然泛舟景點(參見圖三
(左))；每年春、夏是泛舟的旺季。林某人以前讀過一本書《The 
Rough and the Righteous of the Kern River Diggins》，對肯恩河印
象深刻，也在此推薦讀者諸君讀這本書。這條電力傳輸線將肯

恩河水力發電廠的電力送達洛杉磯，讓鐵路大王杭亭頓(Henry 
Edwards Huntington；1850–1927；參見圖四(左))能順利發展他著
名的洛杉磯電動街車(Streetcar；參見圖四(右))。

2012年2月11日至16日我奉網通國家型計畫辦公室之命，到
美國洛杉磯考察智慧電網(Smart Grid)技術。一到美國，發生一件
不太相干，但值得一提的事：惠妮‧休斯頓（Whitney Elizabeth 
Houston；1963－2012）在我們下飛機時死於比佛利山莊希爾頓
飯店(Hilton Beverly Hills)，距離我們下榻的旅館僅10英里的距
離。我一向不熟識娛樂界人物，但恰巧知道惠妮‧休斯頓這位

歌手。1990年代AT&T用她的歌聲來做宣傳，我正好注意到。
AT&T的廣告宣稱惠妮•休斯頓的美妙歌聲經過AT&T的長途電話
線路傳輸，在另一端的電話筒傳出的聲音仍能保持原來的美聲品

質。我在Bellcore工作時也曾經以她的歌聲來測試電話傳輸的品
質。當時我進行的電話傳輸測試重複上千次，也重複聽她唱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上千次(這首歌的原唱者為桃莉芭頓)，卻越
聽越喜歡，尤其知道她是紐澤西女孩後，益覺親近(因為當時我正
旅居紐澤西)。驚聞她去世的噩耗，心情頗為鬱卒。深夜在旅館
睡不著，就畫了一張她的肖像，如圖一所示。芭芭拉史翠珊感慨

道：「她有美貌與令人讚賞的嗓音，但悲哀的是，這些天賦帶給

我們快樂，卻未能讓她幸福。」真令人唏噓。

南加州愛迪生公司的智慧電網

圖一: 惠妮‧休斯頓（Whitney Elizabeth Houston；1963－2012）

圖二: 米勒(John Barnes Miller；
1870－1932)在1896年仔細研究
以水力發電並架設長途電力傳
輸線的方法，加以實踐。這種方
式在當時鮮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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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Big Creek Project)，是當時最大的水力發電計畫。這個計畫將

水壩及發電廠(參見圖五)建置在1千2百平方英里範圍的高聳鋸齒

山脊，利用融化的雪水發電。接下來數年在米勒的領導下，SCE

穩定的快速成長，不斷建設，業績長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SCE在塔巴巴拉的電力設備遭受日本

破壞。這是1812年後美國本土首次遭受海上的炮擊。據說此一事

件是仙人掌惹的禍。1930年代末期，一艘日本油輪來到聖塔巴巴

拉(Santa Barbara)裝載原油，油輪船長西野幸三(Kozo Nishino)在

一個正式的歡迎儀式中不小心跌倒在滿是針刺的仙人掌上。當船

長尷尬地將屁股上的針刺拔下來時，引起在場美國油田工人的哄

笑。西野的自尊心大受傷害，立誓要報復。1942年2月(真巧，林

某人此次也是在2月造訪洛杉磯)，西野幸三逮到了機會，擔任日

本潛艇I-17(參見圖六)的艇長，跑到美國西岸聖塔巴巴拉海岸，專

挑埃爾伍德的煉油廠(Ellwood Oil Field)攻擊，地點正是他當年跌

倒之處。西野的大膽炮擊，沒打中任何煉油設施，只造成了500美

元的損失。倒楣的是SCE，電力設備受到輕傷。西野幸三則興高

米勒於1909年將這家公司改名為南加州愛迪生公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Company；簡稱SCE) ，並在1917年進行巨溪計

圖三: (左) 肯恩河 (Kern River); (右)《The Rough and the Righteous 
of the Kern River Diggins》

圖五: (左) 巨溪計畫的發電廠；(右) SCE巨溪計畫的牌子

圖四: (左) 杭亭頓(Henry Edwards Huntington；1850－1927) 是鐵
路大王，熱愛英美文學，退休後致力收藏圖書，包括古騰堡聖經
及莎士比亞初期手稿；(右) 杭亭頓經營的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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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諾 (John Edmund Gardner；1926 –2007)，在他1981年的小說
《License Renewed》(參見圖七(右))，描述恐怖分子打算偷出核
燃料棒，將之融解(Meltdown)造成大災難，而聖歐諾福核能電廠
雀屏中選，被列為六個目標之一。這個電廠更是1998年電動遊戲
《California Speed》中聖地牙哥（San Diego）的頭號地標。在現
實世界，聖諾福核能電廠也凸槌好幾次。最近一次發生在2012
年，電廠預警的感應器偵測到三號機組的蒸氣電管可能出現溢漏

情形。SCE關閉三號機組，並對外公布，溢漏對公眾或電廠員工
的生命安全不會立即造成危險。

2月 1 4日早上網通國家型計畫參訪團到達 S C E在西敏
(Westminster)的先進技術部門(Advanced Technology) 。此時正值
SCE慶祝125周年，而當日又是情人節，進入大門時頗有慶祝氣氛
(參見圖八)。進入簡報室後，又是另一番氣象。SCE人員先唸一
段安全守則，例如簡報中若發生緊急狀況時如何逃生、使用筆記

型電腦時不可隨便插電源，要由SCE人員指點，等等。好像四周
都是高壓電，連坐椅子，不小心屁股都會被電到，坐立難安。

采烈的電報東京，說聖塔巴巴拉已是一片火海。雖然這次攻擊沒

有造成重大損傷，美國西海岸的薄弱防禦能力卻讓美國人提心吊

膽。SCE怕設施再被攻擊，趕緊加入政府的Pacific Southwest Power 

Pool電力共享機制，以保證電力的供給不會受到戰爭波及。

二次大戰後許多海外工業及軍事相關人員返回加州，人口

驟增，SCE每周都增加一千個電表，於1951安裝第一百萬個電

表。1957年SCE在聖塔蘇珊納(Santa Susana)建設全世界第一個

商用的實驗核能電廠，於是加州進入了核能時代(Age of Atomic 

Energy)。1968年SCE在聖歐諾福(San Onofre)建設新的核能電

廠。這個核能電廠顯然頗受矚目，在各種小說及動作電影，恐

怖分子往往以它為攻擊目標。例如哈斯頓(James W. Huston)的

小說《Fallout》(參見圖七(左)) 安排巴基斯坦的飛行員偷了美國

的F-16戰機來轟炸聖歐諾福核能電廠。而撰寫007小說的作家賈

圖六:日本潛艇I-17

圖七: (左)《Fallout》; (右)
《License Renewed》
是賈德諾 (John Edmund 
Gardner；1926 –2007)
的作品，並未被拍成電
影。賈德諾曾說 :「大
多數有問題的組織是因
為滋生出一種功能性的
盲目，看不見自己的缺
點。它們的癥結並不在
於無法解決問題，而是
根本看不見問題。」我
很贊成他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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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參訪實驗室，SCE人員提醒參訪者不要隨便碰觸設備。

其實不用他說，我們早就小心翼翼，手腳安分; 誰想拿生命和高壓

電開玩笑啊。SCE尖端電網部門有許多實驗室，首先參觀電力網路

監控室，內有極大的屏幕(參見圖九)，屏幕左邊是南加州地圖，標

示電力設備的分布。右上角是每個電力設備的狀況資訊，而右下角

則是立體圖的動畫呈現(可顯示房子之間電力設施之連接)。哪個設

備出問題，會有警告，讓監控人員經由平面地圖及立體地圖，馬上

知道出問題的設備及其地點。林某人瞧了一眼，回頭向同行的中華

電信涂元光所長及陳元凱博士說：「這種監視系統和咱們中華電信

發展的電信營運系統很類似呢。」兩位笑著點頭，說：「是啊，是

啊，唯一差別是SCE管“強電”，中華電信管“弱電”。」

接下來參觀分散式電力資源實驗室 (Distr ibuted Energy 
Resources Lab.；參見圖十(左)) 。該實驗室專門研究電力如何分
布於不同的大型家電，以了解如何配電，因此裡面也放了冰箱、

SCE的簡報人是尖端電網 (Advanced Grid)的主管Mike 

Montoya。他說SCE 在加州已有530萬個電表。加州政府設定一些

2020年的能源目標，SCE必須達成。當中智能電表的換裝是很重

要的一環，現在正由美國能源部及相關能源公司提供8千萬美金經

費執行一個實驗計畫ISGD (Irvine Smart Grid Demonstration) ，當中

SCE投資2千8百萬美金。這個計畫採用的智能電表價錢不便宜，

每部300美元。SCE服務的住戶相當分散，因此電表回報資訊給控

制中心時必須採用無線通訊技術。SCE決定使用LTE為智能電表

的無線通訊技術，而電動車(Electric Car)的通訊則考慮電力線通訊

技術(Power-line Communications)。電力線通訊的好處是當電動車

在充電時可直接經由電力傳輸線和充電柱溝通交換訊息。

圖八: (左) SCE慶祝125周年特製的大型LOGO; (右) SCE服務小
姐準備的午餐不甚可口，旁邊特別放了一塊情人節心型餅乾
「Be Mine」，則令我受寵若驚。

圖九 :電力網路監控
已相當於電信等級
(Telecom-grade)的水
準，一發生問題，會
及時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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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參觀的項目是林某人最感興趣的電動車加電站(Charging 

Station)。圖十二(左)上方放的是家庭用的充電柱(Charging Pole)，

下面是公共用的充電柱，差別在於前者按月付費，而後者則須當

場付現金或刷信用卡(圖十二(右)標示該充電柱接受VISA及Master 

Card)。充電柱的右方掛了充電槍，類似一般加油站的油槍。大

夥好奇，請SCE解說員拿下來讓大家開開眼界。解說員拔半天卻

拔不下來，原來已經上了鎖，真是戒備森嚴啊。林某人詢問，電

動車是否能經由充電槍的線路和網路進行電力線通訊。答案是否

定。他們的設備還沒如此先進。我聽了頗為失望。我正在做電動

車充電的排程(Scheduling)，若有電力線通訊讓電動車和網路對

談，效果會好很多。

充電柱的下方可接到電力纜線的接口 (參見圖十三)。有趣

的是，每個充電柱下方有兩個接口 (例如圖十三紅色圈圈標示的

SCP#10及SP#10) 。一般充電站的充電柱下方只會有一個電力纜

線的接口。在此實驗室卻特製兩個接口，當中一個是用來進行模

擬(Simulation)。圖十四是連接智能電網(發電廠)和加電站的電力

纜線接口。

冷氣機等設備。圖十(右)這位仁兄手中拿著可埋在地下的電表，
以無線技術和電力公司通訊。為了讓用戶很容易獲得用電量的資

訊，SCE致力於研發友善的人機介面(User-friendly Interface；圖
十一)。此一放在屋內的設備連接到標準電表，讀取相關數據。

圖十: (左) 分散式電力資源實驗室；(右) 無線傳輸的電表
圖十二(左):兩個充電柱; 
(右)公共用的充電柱接受
VISA及Master Card。我
最近進行的研究，將充
電柱放在卡車上，提供
行動充電站。

圖十一: (左)左方的標準電表連接到讓人容易操作的介面設備; (右) 這
個介面設備放在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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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SCE人員討論交流時，我們問了一個問題：SCE 是否考

慮以電力線通訊提供用戶互聯網的服務?答案是否定。洛杉磯的

互聯網服務已相當普及，SCE若加入這個紅海戰場，賺不到幾毛

錢。此次參訪SCE尖端電網部門有兩個深刻印象。這個部門顯然

經費充裕，實驗室的環境相當舒適。其二，該公司的運作流程

相當嚴謹。而在此嚴謹運作下，SCE聖諾福核能電廠竟然還會凸

槌，可見這個獨佔生意可不見得好做呢。

 [文獻一]《直流電大戰交流電》，《閃文集II》第313頁圖十三: 充電柱電力纜線的接口

圖十四: (左)連接到智能電網(發電廠)的電力纜線接口；(右) 
連接到加電站的電力纜線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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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抗議是因為政府過度開支，限制我們的自由。」茶黨已經像

1960年代的保守勢力一樣，在共和黨掀起一場改革運動。

再回顧200餘年前，自詡文明高貴的英國人，為了經濟利

益，野蠻的對待黑人及殖民地人民。1773 年一位殖民地學者拉許

(Benjamin Rush；1745－1813；參見圖一)發表文章《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America, upon Slave-Keeping》，

反對英國人奴役黑人。當年年底，就由亞當(Samuel Adams; 1722－

1803;參見圖二)以及漢考克(John Hancock；1737－1793；參見圖三)等

人領導了波士頓茶會事件，抗議英國人的壓榨。

電話(尤其是行動電話)發明之後，要集結群眾活動，變得

相當方便。例如快閃族（Flash Mob）的形成，往往是透過行動

電話的簡訊，相約在指定時間和地點，將一群具有共同訴求，

卻互不相識的人集合。近年來在美國有一些政治活動，像快閃

族一般，以行動電話迅速號召大群民眾，打電話遊說國會，美

名曰「Patriot Call To Action」，並稱這種Action為「電話茶會」

(Telephone Tea Party) 。典故來自於「波士頓茶會」(Boston Tea 

Party)。英國殖民統治北美洲時，苛捐雜稅，逼得殖民地的人民

忍無可忍，於1773年12月16日喬裝成印地安人，混上停靠波士頓

港口的英國商船，把價值不菲的茶葉全部倒入海底，成為美國獨

立革命主要的導火線之一，史稱「波士頓茶會事件」。2009年在

美國各地有許多自發性的「茶黨」組織(Tea Party)以電話或網路

集結群眾，對歐巴馬政府的救市政策和上調稅金政策表示抗議，

開展了抗稅運動。電話的機動性比1773年的口語傳播高出甚多，

今日老百姓很容易以「電話茶會」警告當政者，民意如流水。

2010年美國的茶黨組織在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支持電信公

司，成為大新聞。一般小公司都希望政府管制大型電話公司，要

求他們建置昂貴的網路，再以便宜價格(甚至免費)提供小公司互

聯。美國的茶黨則認為FCC不應該干涉。有人認為茶黨已被電信

巨獸收買。而茶黨則宣稱：「Government overreach that could lead 

to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2010年11月的美國國會期中

選舉，組織鬆散的茶黨，在許多州發揮了關鍵性的力量。副總統

拜登在賓州大學的一次講話中呼籲年輕人不要被茶黨影響，踴躍

參加投票。他甚至把這次期中選舉比喻為人民在民主黨過去兩年

的進步和茶黨之間做選擇。結果年輕人投票支援茶黨，說：「我

由電話茶會談起

圖一: 拉許(Benjamin Rush ; 1745－1813)是頗具權威的醫生，在
去世前一年發表著作《精神疾病的醫學調查與觀察》（M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Diseases of the Mind），提出
觀點: 「手淫（Onanism）不僅導致精神錯亂，而且也導致生殖能
力減弱、排尿困難（Dysury）、脊髓癆（Tabes Dorsalis）、癆病
（Pulmonary Consumption）、消化不良、視力減退、眩暈、癲癇
病、疑病症（Hypochondriasis）、記憶力喪失、癡呆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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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茶事件讓英國人超級不爽，於是關閉波士頓港口，派軍隊

鎮壓波士頓市區，以示薄懲。殖民地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宣布

脫離英國。拉許、亞當，以及漢考克都參與美國獨立的起草，皆

被稱為「美國之父」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讀

者諸君切記，美國有好幾個爸爸，不只是華盛頓。英國人超級愛

喝茶，顯然傾茶事件讓他們印象相當深刻，甚至不惜為此派兵鎮

壓，卻弄巧成拙，反而導致北美洲脫離英國。

英國人愛喝茶已到了上癮的程度。在冷戰時期，英國怕被蘇

聯丟原子彈，蓋了避難室。接下來傷透腦筋的想，如何將大量的

茶葉擠進避難室，讓英國佬能喝到下午茶。在英國的國家檔案館

內有一份1955年英國食品部的極機密文件，當中寫著，核戰後

茶的供應將非常吃緊，每個人平均每周吃不到一盎司，嚴重影

響英國人「身心健康」。為了反諷英國人的愛喝茶，弗萊明(Ian 

Lancaster Fleming；1908－1964；參見圖四) 將筆下的007龐德

(James Bond；參見圖五(左))形容成不愛喝茶的人(詳情參見弗萊

明1953年的小說《Casino Royale》)。

圖二: 亞當(Samuel Adams；1722－1803)的名字被美國波士頓啤酒公
司(Boston Beer Company)採用為啤酒品牌。2008年Samuel Adams啤
酒被發現混有玻璃碎片，引起台灣代理商恐慌，啤酒公會急忙建議，
避免該批產品進口至國內。左圖為林某人於2012年8月造訪波斯頓
時，在一家雜貨店看到的Samuel Adams啤酒廣告。

圖三: 漢考克(John Hancock；1737－1793) 在美國獨立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簽字特大，引人側目。因此"John 
Hancock"在美國成為簽名 (signature) 的同義字。左圖為麻省Quincy市紀
念漢考克的雕像。在《國家寶藏》（National Treasure）這部電影，尼
可拉斯‧凱吉偷到原版獨立宣言時，就是先檢查漢考克的簽字。

圖四 :  (左 )弗萊明 ( Ian 
Lancaster Fleming；
1908－1964)；(右) 我
讀過第一本弗萊明的作
品是兒童故事《萬能飛
天車》（Chitty Chitty 
Bang Bang），這是弗
萊明作品中唯一的一本
兒童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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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新竹，常有機會到北埔喝膨風茶。傳說於1960年代，

咱們新竹的膨風茶在英國舉辦的世界食品博覽會上得獎，獻給英

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Alexandra Mary；b. 1926；參見圖

六) 品嚐。中國茶葉在沖泡時往往如「刀槍雲集」，似「龍飛鳳

舞」。而膨風茶沖泡後，外觀艷麗，猶如絕色美人漫舞在水晶杯

中。女王讚不絕口，賜名東方美人茶。於是咱們的「膨風」到英

國就變成了「東方美人」(參見圖七)。

圖六: 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b. 1926) 於1952年起擔任
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源於希伯來文，意指「對上帝發誓」或「上帝
是完美的」，自12世紀以來，是東歐基督徒常用的名字，直至16世紀伊
利莎白女王一世的出現，成為英國常見的名字; 伊麗莎白女王可能是肖
像出現在郵票頻率最高的前幾名。

圖七: (左) 新竹北埔的東方美人茶葉; (右) 我的學生蔡憲明送我的苗栗椪
(膨)風茶，又稱「青心」或「大冇」，屬於小葉種，幼芽肥大而密生洱
毛，呈紫紅色，葉片為狹長略成披針型到長橢圓形，以正中央部位最
闊，葉緣鋸齒較銳利，葉色呈暗綠色，葉肉稍厚帶硬。本品種因樹勢
強，產量高且適製性廣，以製造烏龍及俗稱椪風茶的台灣烏龍茶品質最
佳。種植面積主要分布於桃園、新竹，以及苗栗三縣。

圖五: (上左) 弗萊明最早塑造的007龐德(James Bond)長相；(上右)第
一本007小說《Casino Royale》；(下)  007小說 《Dr. No》紀念郵
票；《Dr. No》是第一部007電影，因此知名度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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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將「荼」去掉一橫為「茶」，是一大創舉。唐德宗讀了《茶

經》，相當佩服陸羽，尊稱為「茶博士」。 後來大夥沿用，都稱

賣茶的伙計為茶博士。

蘇東坡的《茶說》寫著：「性苦而堅密，蠹毒自止。」他

大約53歲時有一作品《行香子》，我相當喜愛:「綺席才終，歡

意猶濃，酒闌時高興無窮﹔共誇君賜，初拆臣封﹔看分香餅，黃

金縷，密雲龍。鬥贏一水，功敵千鍾，覺涼生兩腋清風﹔暫留紅

袖，少卻紗籠﹔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行香子》應該

是敘述秦觀、黃庭堅、張耒，以及晁補之來訪，蘇東坡酒後取密

雲龍供茶。「密雲龍」是皇帝佬兒的御賜龍茶，為雲龍之象，以

金縷之。「鬥贏一水」係指鬥茶，鬥試之法，以水痕先沒者負，

耐久者為勝，故有一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兩水」。林某人敘

述鬥茶，讀者諸君可能搞不懂是啥玩意，只要瞧瞧圖十就較有概

念，這張圖是公認最傳神的鬥茶圖。「功敵千鍾」是指濃茶可以

解酒。「暫留紅袖，少卻紗籠」的典故出自吳處厚的《青箱雜

記》，讀者諸君可自行參考，我就不贅述。

2010年6月20日我奉網通國家型計畫之命，赴英國倫敦參

加第12屆台英商務聯席會議 [文獻一]。次日晚上湯瑪士爵士(Sir 

Thomas Harris)在倫敦藍開斯特別墅(Lancaster Hourse)請吃飯，我

的座位旁就是一幅比人高大的伊麗莎白二世及其夫婿畫像(參見

圖八(左))。餐後提供不知名的英國茶，有獨特風味，面對女王

夫婦舉杯啜茶，感到特別清香。茶具的質感也相當好，商標是

Jones Fine Bone China (參見圖八(中))，不是我熟悉的Wedgwood 

China。參訪倫敦時，Vodafone的朋友Chloe送了一罐茶(參見圖八

(右))，據說是女王喜愛的品牌。

中國人何時開始喝茶? 翻開陸羽（733－804；參見圖九）的

《茶經》，開宗明義寫著:「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所以茶是由

中國南方開始流行。西周時(前1121－前249)，已有茶食，後來發

展成飲料。早在《爾雅釋木》就提到:「檟，苦荼。」陸羽的《茶

圖八: 在藍開斯特別墅晚餐: (左) 餐廳牆壁伊麗莎白二世，及其夫婿
的巨幅畫像，和真人相同比例; (中) Jones Fine Bone China茶具; (右)
Vodafone友人致贈 Fortnum & Mason的ASSAM Superb。

圖九:陸羽（733－804）
寫出世界第一部茶葉專
著《茶經》，對中國茶
業和世界茶業有卓越貢
獻。《新唐書‧陸羽
傳》記載：「羽嗜茶，
著經三篇，言茶之原、
之法、之具尤備，天下
益知飲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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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年（宋神宗熙寧七年）王安石變法，發明了一個很有趣

的制度，稱為「茶馬法」，以茶葉換取邊疆民族的戰馬。到了

1371年（明朝洪武四年）更設立茶馬司，以陝西及四川茶葉換取

番馬，一方面滿足國家的軍事需求，另一方面也通過壟斷茶葉的

供應來控制邊疆各族。到了清朝，政府本身已能控制北方草原，

有充足穩定的軍馬來源，因此茶馬貿易轉化為民間活動。直到今

日，還有一家茶行命名為「倚邦茶馬司」。倚邦山位於雲南，傣

語稱為「唐臘」倚邦，即茶井的意思。2008年林某人拜訪北京大

唐電信，承蒙贈送倚邦茶馬司的餅茶，還附有收藏證書。

早在漢朝時(前206－前220)，茶葉就已傳入日本。804年(唐貞

元二十年)，日本天臺宗創始人最澄大師 (Saicho；767－822；參見

圖十一(左))及真言宗創始人空海大師 (Kukai；774－835；參見圖

十一(右))留學中國，研究佛學，歸國後，將中國蒸青綠茶的技術

傳入日本。有人說最澄是第一個將茶樹引進日本的。而另一說法

則將這個功勞給了空海。當年空海及第十二回遣唐使賀能一行赴

唐都長安求學。渡海時遭遇颱風，被吹向南方，漂泊至海南島，

再經由陸路北上到福建霞浦。空海等人長途跋涉，疲憊不堪，霞

浦居民款以上等茶葉，又用泡茶後的茶葉為他們清洗傷口。空海

飲茶後倍感清新，體力大增，認為茶葉苦寒平和的性味能提振精

神，對坐禪將會大有裨益。於是學習了製茶方法，並要了一些茶

葉和茶樹苗，帶回日本。今日日本最普遍的煎茶，製作方法其實

是「蒸」而非「煎」，係仿自浙江的龍井。煎茶帶有淡淡的甜味

和澀味，一般煎茶的蒸製時間約30秒，超過30秒的叫做「深蒸煎

茶」，茶葉中的苦澀味道會比一般煎茶淡一些。

宋代貢茶大都做成龍鳳圖案，又叫「龍鳳團餅」，每個品種

限貢五年，因此負責徵集貢茶的地方官每五年必須花樣翻新，開

發新的品種。密雲龍茶由賈青研發成功。這種餅茶深得皇帝佬兒

的喜愛，除了祭祖和自己享用之外，已所剩無幾。可是前來討取

的皇室宗親和親近大臣，絡繹不絕，往往為了得到一塊餅茶爭風

吃醋，惹得皇帝很不耐煩，下令停止生產密雲龍茶。消息傳出，

密雲龍茶一夜之間漲成天價。

圖十:林某人藏書的鬥茶圖(趙孟頫畫) 描寫中國元代鬥茶的情形。鬥茶
興起於中國唐代，稱為「茗戰」，宋朝稱作「鬥茶」，是當時的民間
風俗。參與者烹煮、品評茶葉品質，比較茶藝的高下。圖中四位鬥茶
手分成兩組，每組二人，各有一副茶爐和茶籠。左邊鬥茶者，左手持
茶杯，右手持茶壺，昂頭望對方，助手在一旁，右手提茶壺，左手持
茶杯，兩手拉開距離，正在注湯沖茶。右邊一組鬥茶手也不示弱，準
備齊全，右手持茶杯正在品嘗茶香。趙孟頫是中國元代最有才華的書
畫大家，在繪畫史及書法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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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茶的用水是著名的韜光泉水，從北高峰半山腰間的韜光金蓮池中

用中間鑿空的長毛竹，一根連一根引到靈隱寺的。韜光泉水清冽甘

美，礦物質相當豐富，以此泡茶，相得益彰。

林某人詢問靈隱寺僧人「濟公佛茶」的細節，僧人頗為不

悅，支支吾吾地答不清楚。後來才搞懂，「濟公佛茶」的產地不

在靈隱寺而在天台縣，是栽種在天台山上海拔1000公尺的茶。傳

說濟公出家前，曾與一位老僧在天台山一塊品茶，慨嘆當時天

下昏暗無明。老僧以不同的水溫沏茶，讓濟公感受水溫與茶色香

味之間的變化。濟公因此領悟出浮生若茶。濟公雖然出家在靈

隱寺，但後來寺內鬥爭，被排擠趕去淨慈寺，最後圓寂於虎跑

寺。而虎跑寺所在地的「虎跑泉」，號稱天下第三泉(參見圖十三

(左))。林某人在虎跑寺看到一個大茶壺，上面書寫「江南第一

茶」 (參見圖十二(右))。蘇軾有詩讚曰：「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

匏尊自在嘗。」龍井茶用虎跑水浸泡，清香四溢、味美無窮，被

稱為「龍虎鬥」。龍井茶葉虎跑水，被譽為「西湖雙絕」。林某

人在虎跑泉中撿到斷尾田螺，以為是燒田螺被吃完丟棄在水中的

外殼(參見圖十三(右))，沒想到竟然是活生生的田螺，實在神奇。

中國茶與佛寺密不可分。佛教僧侶修行的方式是「禪定」，

只能靜坐，不可臥床，因此又叫「坐禪」。坐久了打瞌睡，得靠

喝茶提神。這就是白居易所謂的「疲睡見茶功」。除了坐禪，聽

老禪師講道，更是昏昏欲睡，只好猛灌濃茶。因此寺院內都專設

佈置高雅的茶室及茶亭。每天有茶宴，擊鼓聚僧侶，團團圍住飲

茶。當年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阿泥樓尊者在佛陀某次說法時打瞌

睡，在酣睡中，被佛陀叫醒呵責[文獻二] ，這是沒喝茶的緣故啊。

江南的佛門名茶相當有名，林某人常聽到「濟公佛茶」，2002

年還特地到杭州靈隱寺一遊，想瞻仰濟公佛像(1133－1209；參見圖

十二(左)) ，並一探佛茶的奧義。靈隱佛茶葉形扁平、光滑、翠綠、

整齊，一經沖泡，湯水碧綠清爽，香氣四溢，經久不散。這種佛茶

號稱具有清心寡欲、養氣頤神、明目聰耳、沁人心肺之功能。靈隱

圖十一: (左) 最澄(Saicho;767－822)；(右)海南島南山
寺的空海(Kukai；774－835)銅像

圖十二: (左 ) 小女孩和濟
公石像玩耍; (右 ) 林某人
和虎跑寺的大茶壺合影。
虎跑夢泉位於西湖之南，
傳說唐代高僧性空在夢中
得到神的指示：「南嶽衡
山有童子泉，當遣二虎移
來。」日間果見兩虎跑翠
巖做穴，石壁湧出泉水，
虎跑夢泉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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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於何時散播到歐陸呢?1560年有一位葡萄牙耶穌會神父

(Jesuit Father)，名叫Jasper de Cruz。他將喝茶的嗜好由中國帶返

歐洲，並有文字紀錄。因此茶由中國傳到歐洲，殆無疑義。其實

英國人喝茶的歷史也沒多古早，大概於1652 年至1654年間才由歐

陸傳入，落後日本甚多。但是英國佬一接觸到茶，就無法自拔的

愛上，取代了他們常喝的麥芽酒(ale)。在英國倡導喝茶的人是葡

萄牙公主布拉甘薩（Catherine of Braganza；1638－1705；參見圖

十五），她於1662年嫁給英國國王查理二世，也將喝茶的愛好帶

進英國宮廷。她在下午約5點時邀幾名好友喝茶，在貴族社交圈

蔚然成風，成為上流社會的時尚，稱之為高茶(High Tea)。

中國茶葉在17世紀時傳入俄國。1689年，康熙與俄國簽訂

《尼布楚條約》，目的是明確劃定國界，防止俄國南侵。而俄羅

斯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參見圖十四）在簽

這個條約時著眼通商。近代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該條約為「第一

個俄中和好通商條約」。當時中國茶成為尼布楚邊區的主要飲

料。居民早餐都吃麵包配茶喝，沒喝到茶就不上工。午飯後更必

須有茶。客人來了皆以茶招待。之後中俄在恰克圖(Kyakhta)會商

以物易物，主要以中國茶葉交換俄國的棉毛織品。俄羅斯有一個

比喻「恰克圖式的接待」，意思是熱情好客，就是當年中俄通商

的態度。1833年蘇俄來中國採購茶籽與茶苗回國種植，1848年開

始採摘，依照中國茶葉製作方法生產。

圖十三: (左) 虎跑泉；左一是太太櫻芳，右一是周霞麗；(右) 林某人
在虎跑泉中撿到了斷尾田螺。

圖十四: 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實行富國強兵的
政策。他最重要的作為是改革軍制(俄羅斯以前使用的是蒙古金帳汗國
軍制)，建立正規的陸海軍。另一方面則不斷地製造與購買武器。彼得
一世積極興辦工場，發展貿易，在財政和行政改革中一面立足於農奴
制，允許企業主買進整村的農奴到工廠做工，一面儘量發展經濟，振
興教育，刷新文化。為了拓展海權，迎戰強敵瑞典，彼得大帝親自監
工設計今天的聖彼得堡。他在1700－1721年間發動北方戰爭，戰勝瑞
典，取得波羅的海出海口。1722－1723年對波斯戰爭，取得裏海沿岸
一帶。彼得大帝喜歡親率部隊作戰，經常以海軍中將自居。他幾乎戰
無不勝，但和康熙作戰，則被打敗，輸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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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印度公司於1836請到了中國茶工，在阿薩姆勃魯士（C. Assam 

Brace）的茶廠製茶成功。大吉嶺茶帶有特殊的麝香葡萄果香的風

味，茶湯如香檳的金黃色澤，被稱為「茶中香檳」。全世界具有

和大吉嶺茶一般果香的，僅有新竹的東方美人茶。圖八(右)的茶罐

是阿薩姆茶，澀感稍強，口感濃厚。1720年英國已有能力大量生

產茶，將之輸入美洲殖民地，課以重稅，搞出波士頓茶會事件。

1840年英國的安娜瑪莉亞女公爵(Anna Duchess of Bedford；

1783－1857；參見圖十六(右))帶動下午茶(Afternoon Tea)的風

氣。當時的晚餐時間在7點與8點半之間，英國人在午餐及晚餐

這段時間會餓肚子，就在下午吃點心(Afternoon Snack)，給自己

加加油。安娜瑪莉亞發現吃點心配茶，比較有飽足感，可撐到晚

餐。於是下午茶在英國蔚為風氣，又稱為低茶(Low Tea)。

166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拍布拉甘薩馬屁，將14萬磅茶葉

運到英國，但只在倫敦咖啡館少量供應。法國塞維涅侯爵夫人

(Marie de Rabutin-Chantal, marquise de Sévigné；1626－1696；參

見圖十六(左))在1680年想出新花招，將牛奶加入茶中。1834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種茶研究委員會，到中國購買茶籽和茶苗，

栽植於印度西孟加拉邦北部喜馬拉雅山麓與尼泊爾交界的高原。

此地以藏語命名大吉嶺(Darjeeling)，意指雷聲轟隆作響的高地。

馬克吐溫曾說:「大吉嶺高原上茶區的美景，是輕瞥一眼都永生難

忘的美麗風景 (The one land that all men desire to see, and having seen 

once by even a glimpse would not give that glimpse for the show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主要茶區位於海拔 1000至 2500公

尺間，日照充足，但日夜溫差大，終年雲霧繚繞，茶樹綿延。

圖十五:布拉甘薩（Catherine of Braganza；1638－1705）
的畫像都是嬰兒肥，林某人將她的臉拉長，比較漂亮。

圖十六: (左) 塞維涅侯爵夫人(Marie de Rabutin-Chantal, 
marquise de Sévigné; 1626－1696) ; (右)安娜瑪莉亞女
公爵(Anna Duchess of Bedford；1783－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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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which interrupts the most serious conversations and cuts 
short the most weighty observations, has a romance of its own. 」

本文完稿前我正好收到資策會的黃國

俊專家寄來的一罐茶，是英國廠牌Harrods
的Blend No. 20 (參見圖十九)。這罐茶混
合了印度大吉嶺(Darjeeling)種和斯里蘭卡
(Ceylon)種的茶葉，稍有澀度，口感清爽。
最後我擷取唐代名僧皎然(713－804)《飲茶
歌誚崔石使君》中的一段來結束本文： 
一飲滌昏寐，清思朗爽滿天地； 

二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 

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

[文獻一] 《藍開斯特之夜》，《閃文集II》第166頁
[文獻二] 《無線通訊的完美境界》，《閃文集II》第140頁

讀統計學的的朋友大概都讀過費雪(Ronald Aylmer Fisher；
1890－1962；參見圖十七(左))的書《實驗設計》(The Design of 
Experiments；參見圖十七(右))。這本書的第二章提到一個很有
名的故事「測試茶的女士」(The Lady Testing Tea)，發生於1920
年代某夏天在劍橋戶外的下午茶聚會。一位女士堅稱，她能辨別

一杯奶茶的調製是由茶加入牛奶，或由牛奶加入茶。大家都不相

信，就由費雪設計一套統計實驗，來測試這位女士是否真的有此

特異功能，或者只是瞎貓遇到死老鼠(據說這位女士通過費雪所有
測試)。費雪的實驗設計後來也應用於許多電信系統的檢驗。不過
電信工程師大概想像不到，他們使用的方法和「喝茶」有關吧?

有一項有趣的調查指出，在1850年代，茶葉提升人類福祉達
7.9%。到了21世紀，個人電腦提升人類福祉只有3.5－4%，行動電
話是1%，Internet是2－3%，而衛星電視僅有0.06%。雖然林某人不
知此項統計分析如何產生，但是其結論認為「一百餘年前，人們由

茶業獲得的福祉遠超過現代的資通訊產品」，頗值得我們網通科技

人省思。喝茶可由單純的解渴昇華到反映時代的生活文化與美學態

度。而電話其實也可由單純的對談工具昇華到另一層境界。英國作

家吳爾夫(Virginia Woolf；1882 –1941；參見圖十八)這麼說：「The 

圖十七 :  (左 )費雪
( R o n a l d  A y l m e r 
F i s h e r； 1 8 9 0－
1962)； (右 )  《實驗
設計》(The Design of 
Experiments)

圖十九：Harrods的
Blend No. 20

圖十八; 吳爾夫(Virginia Woolf ; 1882－1941)總是在每一部作品完成
之後精神崩潰，而在每一次的復原之後，又出現旺盛的寫作精力和文
學成熟度的大幅躍進。她在寫完最後一部小說《幕間》(Between the 
Acts)之後，投河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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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機音樂與卡農》文中我提到《我的野蠻女友》(My 

Sassy Girl)中的女主角全智賢(Jeon Ji Hyun;參見圖二)彈奏卡農，

瞬息間，一個野蠻的ㄚ頭變成了氣質美女。《我的野蠻女友》的

版本是《Canon in C》，是《D大調卡農》的變形。常常蹦蹦跳

跳拉快節奏小提琴的陳美(Vanessa-Mae Vanakorn Nicholson；b. 

1978；參見圖三)，一演奏卡農時也變得沉穩內斂了。我的兩個女

兒都參加新竹實驗中學的樂團。大女兒Denise在樂團擔任小提琴

手，很喜歡拉奏卡農的旋律。我特別買了卡農四重奏的DVD，當

作她單獨練習時的配樂。曾幾何時Denise遠渡重洋，在美國已研

究所畢業，繼續攻讀動物醫學研究。二女兒Doris則喜歡以鋼琴彈

奏卡農，如今高中畢業，也將赴美唸大學[附註一]，想要再聽女

兒彈奏卡農的音樂旋律，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將《卡農》改編成活潑亂蹦演奏，卻能不落入膚淺俗套的是

古典辣妹四重奏(bond Classified；參見圖四(左) ) 。古典辣妹改

編的演奏曲叫《Lullaby》，有印度風，除了四位辣妹的提琴合

奏外，並有英國皇家愛樂管弦樂團(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助陣，豐富了聲音的多元化，在傳統演奏中加入現代風格。辣

妹四重奏於2001年成軍，以解放熱情的音樂，顛覆傳統，風靡

2012年3月我搭高鐵南下到屏東科技大學演講。在車廂中正要

閉目養神，養精蓄銳，卻被一陣手機鈴聲吵醒，是帕海貝爾的卡

農(Canon)旋律。我很不舒服的忍受著鈴聲，並非不高興被吵醒，

而是音樂的旋律及品質實在太差。帕海貝爾的卡農被很多人譽為

最美麗的音樂，卻被搞成如此俗氣難聽的手機罐頭鈴聲，實在是

焚琴煮鶴。卡農是一種利用對位法的複調音樂譜曲技法。最早

稱為「caccia」，古法語是「canon」，英文翻譯為「learned」，

有博學，學術的意味。卡農在尼德蘭樂派（Netherland School）

時期(十五世紀上半期至十六世紀中期)進入黃金歲月。今天最

為人熟悉的卡農作品是帕海貝爾的《D大調卡農》（Canon in D 

Major），也稱作《帕海貝爾的卡農》（Pachelbel's Canon）。

在《一平繪畫》專欄，我曾寫過兩篇和帕海貝爾（Johann 

Pachelbel; 1653－1706）的卡農有關的文章。在《手機音樂與卡

農》一文我畫了帕海貝爾的肖像，也提到卡農的輪奏很適合成

為手機振鈴，卻從未真正聽到好聽的卡農振鈴旋律[文獻一] 。在

《由賈柏斯談起》一文我又提起帕海貝爾[文獻二]，再畫一次帕

海貝爾的肖像，主要是不滿意我畫的第一張肖像，因此再畫一次

帕海貝爾。這次我又手癢，第三次畫他，如圖一(左)所示。帕海

貝爾在西洋音樂史上經常被忽略，他的作品也沒有被妥善的保

管。林某人費盡心思，只找到一張他的畫像，就重複畫了三次，

每畫一次，就有不同的感受。帕海貝爾雖被忽略，卻曾擔任過巴

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參見圖一(右)）哥哥的

音樂老師。巴赫的父親去世之後，這位長兄負責教導巴赫的音

樂，所以帕海貝爾也間接指導了巴赫。據說卡農是帕海貝爾作

曲，特別在巴赫的婚禮演奏，流傳至今，成為不朽名曲。

帕海貝爾與翁山蘇姬

圖一 : (左 )帕海
貝爾 ( J o h a n n 
P a c h e l b e l；
1653－1706)；
(右)巴赫(Johann 
S e b a s t i a n 
Bach；1685－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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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盧貝松(Luc Besson；b. 1959)拍攝的電影《The Lady》

(翁山蘇姬)，由楊紫瓊扮演女主角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 b. 

1945；參見圖五)。翁山蘇姬是緬甸提倡民主的非暴力政治家。

當時緬甸大規模的民主遊行遭到血腥鎮壓。翁山蘇姬帶領民眾對

抗軍政府，但深知絕對不能採取以暴易暴的方法來解決國內的危

機。在她最有名的演講《Freedom From Fear》，翁山蘇姬指出：

「It is not power that corrupts but fear. Fear of losing power corrupts 

those who wield it and fear of the scourge of power corrupts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it.」也因為害怕，很多政府的領導者失去了他們的遠

見：「Government leaders are amazing, so often it seems they are the 

last to know what the people want. 」緬甸軍政府因為害怕而囚禁

翁山蘇姬。她在1990年帶領全國民主聯盟贏得大選的勝利，但選

舉結果被軍政府作廢。其後21年間她被軍政府斷斷續續軟禁於其

寓所中15年，在2010年11月13日緬甸大選後終於獲釋。她在1991

全世界。第一小提琴坦尼雅(Tania Davis)、第二小提琴艾歐絲

(Eos Chater)、埃爾斯佩思(Elspeth Hanson)、大提琴蓋宜(Gay-Yee 

Westerhoff)均從正規音樂學院畢業。她們透過獨奏、協奏與對

話，在傳統提琴中注入電子音效，形成琴音豐富的演奏風格。古

典辣妹演奏的樂曲中林某人最喜歡聽的是《Victory》，是由克

羅埃西亞知名的音樂家、作曲家胡基科(Tonci Huljic；b. 1961；

參見圖四(右))編曲，本文會再詳述胡基科。辣妹四重奏又稱bond 

girls，當中「bond」這個字往往小寫，以免觸犯007的龐德商標。

圖二: 《我的野蠻女友》

圖四: (左) bond Classified (古典辣妹)四重奏；(右) 胡基科(Tonci Huljic；
b. 1961)

圖三:陳美(Vanessa-
M a e  V a n a k o r n 
Nicholson；b. 1978)
三歲開始彈鋼琴，
五 歲 開 始 拉 小 提
琴。她在十三歲時
為一張柴可夫斯基
及貝多芬的協奏曲
唱 片 作 小 提 琴 獨
奏，成為有關表演
的最年輕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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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參見圖七)以慢調的速度演奏，讓人感受到傷感與死亡[附

註二]。如果《The Lady》要再增加一首電影的背景音樂，我會挑

選胡基科幫邁可森(Maksim Mrvica; b. 1975;參見圖八)譜寫的《克

勞汀幻想曲》(Claudine)。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演奏曲時的演奏者是

台中惠明學校的智障盲生呂文貴[文獻三]。我在課堂上播放呂文

貴演奏《克勞汀幻想曲》的DVD影片，曾有學生為之落淚。這首

曲子的原始演奏者邁可森是身高200公分的大帥哥，演奏時相當

率性，信手拈來，隨心所欲的演奏，迷倒台下一大票女粉絲。邁

可森受到胡基科的注意，將他介紹給音樂製作人布希(Mel Bush；

他也是陳美以及古典辣妹的經紀人）。布希立刻與邁可森簽下合

約，並全球發行他的超重量級專輯《The Piano Player》(鋼琴玩

家)。邁可森現場演奏的現代感會讓年輕人瘋狂不已，但其古典鋼

琴演奏，卻又展現出迥然不同的沉穩內斂風格，令人低迴沉醉。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仍被軟禁，由她的兒子代表領獎，他

領獎時說：「Let us hope and pray that from today the wounds start 

to heal and that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 1991 Nobel Prize for Peace 

will be seen as a historic step towards the achievement of true peace in 

Burma.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will not be forgotten, but it is our hope 

for the future that we celebrate today. 」在電影情節，頒發諾貝爾和

平獎時，身在緬甸的翁山蘇姬聽著海外現場廣播的樂隊演奏，忍

不住跟著彈起鋼琴，與在頒獎會場的樂隊隔空合奏了卡農。這首

世界最美麗的音樂聯結了諾貝爾和平獎和緬甸。看到這一幕，不

禁令人感動落淚。

在這部電影，有兩首曲子被重複彈奏。除了卡農以外，還

包括了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參見

圖六）的鋼琴協奏曲笫23號 (Piano Concerto Number 23；亦稱為

Adagio from K488)，由義大利鋼琴家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b. 

圖五: 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1945)

圖六: 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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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2011年底唸高中的女兒Doris接到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來信，恭喜她獲准入學，並寄來一幅啦啦隊旗子。女

兒申請到大學，全家人都很高興，連貓咪都扛著耶魯旗子到處跑

(參見圖九)。

聽到耶魯大學，我就有點興奮，想藉著帶女兒入學的機會，

順道訪問一位文學院的教授希格(Erich Wolf Segal；1937－2010)。

上網查他的辦公室地點時，發現他竟已於去年逝世，令我扼首

惋惜。他寫的一個句子我一直記著: 「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我國中時就背下了這個句子，因為每個單字在

國二前都學過。只不過句子的奧義太深，在我的現實生活沒發生

過(我一天到晚出錯，向老婆打躬作揖的道歉不停)。這個句子是

小說《愛的故事》(Love Story)中的名句。《愛的故事》是希格

寫的第一部小說，完成於1970年，是一本暢銷書。同年年底小說

拍成電影後更是大為賣座，拯救了當時快倒閉的派拉蒙製片公司

(Paramount Pictures)，電影中的男女主角Oliver Barrett IV(飾演者

Ryan O'Neal；b. 1941) 和 Jennifer Cavilleri (飾演者Ali MacGraw；b. 

1939；參見圖十)，更是林某人少年時代的偶像[附註三]。

我們再將話題拉回翁山蘇姬。緬甸在2012年4月1日舉辦國會補

選，翁山蘇姬所率領的全國民主聯盟大獲全勝，在45位補選席位中

拿下43席。雖然軍方並不會因此動搖，但是局勢已改變，讓西方國

家及中國開始解除對緬甸的部份制裁。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4月15

日宣布，緬甸領導人的出訪禁令以及金融限制將被解除，歐盟也正

在探討解除對緬甸的制裁，顯然緬甸將迎接新的國家氣象！

圖七: 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b. 1942) 的Adagio from K488唱盤

圖八: 邁可森 (Maksim Mrvica；b. 1975)

圖九: 貓咪Latte扛
著耶魯旗子到處
跑。Latte相當依戀
Doris，常常依靠在
Doris身旁。

[附註一] 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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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故事》被提名七項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男女

主角獎以及最佳劇本獎。劇本也是希格寫的。事實上希格一開

始就寫《愛的故事》的電影劇本，而非小說。他到處找製片商

兜售這個劇本，卻都碰壁。最後派拉蒙勸他先出版小說。於是

乎《愛的故事》由劇本變成「電報體」(Telegraphic)小說[文獻

四]，例如男主角形容女主角: 「That she loved Mozart and Bach. 

And the Beatles. And me.」尤其在故事一開始時，男主角就乾淨

俐落的宣布女主角的結局：「What can you say about a 25-year-

old girl who died?」剛出版時，書評家都唱衰這本小說。當希

格以這本書報名美國的國家書籍獎(National Book Award)時，

科幻小說評審威脅要退出審查。結果《愛的故事》果然被移

除。而其電影的下場亦和《海角七號》類似[文獻五]。雖然觀

眾都喜歡，學院派的評審們卻大不以為然。《愛的故事》角

逐七項奧斯卡金像獎的結果是僅獲得最佳音樂獎(Best Original 

Score)。電影的主題曲《Where do I begin》的旋律相當動聽，

為了能演奏這首曲子，林某人國中時還苦練電子琴，和姐姐的

鋼琴合奏。這首歌的作曲者是賴(Francis Lai；b. 1932；參見圖

十一(右)) 。歌詞也很動人，正好都在國中學到的英文單字範

疇，林某人當年背下來，第一段這麼唱： 

Where do I begin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great a love can be

The sweet love story that is older than the sea

The simple truth about the love she brings to me

1970年代以後，《愛的故事》的情節已漸漸由世人的腦海褪

去，不過1990年代後期時，美國副總統高爾(Albert Arnold "Al" 

Gore, Jr.；b. 1948；參見圖十一(左))被爆料是《愛的故事》中的

男主角，這部電影又受到鎂光燈的青睞。希格承認故事中男主角

的家世的確有參考他1960年代就讀哈佛大學時的室友高爾。但是

故事中男女主角的戀愛情節和高爾無關。

圖十: Oliver Barrett IV
和Jennifer Cavilleri；
Ali MacGraw近年來奉
獻於寵物的保護，我
很佩服。

圖十一: (左) 高爾(Albert Arnold "Al" Gore, Jr.；b. 
1948；(右) 賴(Francis Lai；b.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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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y daddy said stay away from Juliet

而我的爸爸說:「遠離茱麗葉! 」

And I was crying on the staircase, begging you please don't go

我站在樓梯上哭泣，祈求你不要走

⋯⋯

Romeo save me, I've been feeling so alone.

羅密歐救救我，我感覺好孤獨

I keep waiting for you but you never come

我一直等著你，你卻不出現

Is this in my head? I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這是真的嗎? 我的不知如何想

He knelt to the groud and pulled out a ring and said

他以膝跪地，掏出一枚鑽戒說

Marry me ,Juliet

「嫁給我，茱麗葉」

You'll never have to be alone

「妳不會再讓感到孤單」

I love you and that's all I really know

「我一直知道我深愛著妳」

I talked to your dad, go pick out a white dress

「我和你爸爸談過了，快去拿妳的白色婚紗」

It's a love story Baby, just say yes

「只要說妳願意，這就會是一個愛情故事」

Oh, oh, oh Oh, oh, oh

以上是五年級生聽的《愛的故事》。我的女兒們聽的

《愛的故事》是泰勒絲 (Taylor Alison Swift；b. 1989；參見

圖十二)的鄉村流行歌曲。這首泰勒絲在 2008年創作的《Love 

Story》，敘述她迷戀男孩，卻又不被父母接受。於是乎這首歌曲

以影射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為主軸發展，但泰勒絲將故事的悲

劇結局改寫為喜劇。這首歌超級暢銷，高居音樂排行榜，狂賣6

百50萬份，並被下載超過5百萬次。我摘錄部分歌詞如下:

We were both young when I first saw you

初次見面時，我們都很年輕

I close my eyes and the flashback starts

我閉上雙眼，回憶慢慢重播

⋯⋯

That you were Romeo, you were throwing pebbles

知道你叫羅密歐後，你向我的窗戶扔石子

圖十二:泰勒絲 (Taylor Alison Swift; b.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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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附註三] 我和太太櫻芳談到《愛的故事》的內容，她卻以為

我在敘述《學生王子》的劇情。櫻芳錯矣。她指的是1927年的電

影《The Student Prince in Old Heidelberg》，由西拉(Edith Norma 

Shearer；1902－1983；參見圖十四)主演。劇情是已婚的王子到

大學念書，又不安分的追求酒店女孩(由西拉飾演)。最後丟下女

孩，回到他的公主老婆懷抱。當中西拉的一句台詞震撼了林某

人，她對王子說：「It is your first love, but it is my only love」(記

憶中她是這麼說的)。王子花言巧語說他和公主是政治婚姻，因此

和酒店女孩是 first love。癡心的女孩卻說王子是她的 only love，

哎，傻女孩 (不過她可能對下一個客人說同樣的話)。  

[附註二] 有不少人誤認 K.488（Piano Concerto No. 23）為

漫畫《交響情人夢》中野田妹與千秋王子合奏的愛之序曲(參見

圖十三(左)) 。其實這首愛之序曲是莫札特D大調雙鋼琴奏鳴曲

《Mozart Sonata for Two Pianos in D, K.448》，和K.488差別甚

大。莫札特只寫過一首D大調雙鋼琴奏鳴曲，是為了和他的女弟

子奧文隆漢瑪一起演奏而創作於1781年。《交響情人夢》中谷岡

老師利用此曲，叫千秋以前輩身分指導後輩，和野田妹合奏，其

實是要千秋了解什麼是和諧度。有趣的是，在科學認定，K.488

和K.448有共通之處。在醫學界有一個名詞「Mozart Effect」，

認為聽莫札特的音樂，人會變聰明。在2001年4月份的學術期刊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報告研究成果，認

為莫札特的Sonata K.448以及Piano Concerto No. 23 (K. 488)有降低

癲癇樣放電波活動(Epileptiform Activity)的功效。而除了莫札特

這兩首曲子外，全世界只有希臘作曲家亞尼(Yanni；b. 1954；參

見圖十三(右))的作品《Acroyali/Standing in Motion》有類似的功

[附註二] K.488（Piano Concert No. 23） 

圖十三: (左) 野田妹與千秋王子；(右) 亞尼(Yanni；b. 1954)

圖十四: 西拉(Edith Norma Shearer；1902－1983)

[附註三] 學生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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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一]《手機音樂與卡農》，《閃文集》第218頁

[文獻二]《由賈柏斯談起》，《閃文集III》第165頁

[文獻三]《創意的產生》，《閃文集II》第126頁

[文獻四] 《電報的故事》，《閃文集II》第105頁

[文獻五]《指揮的重要》，《閃文集II》第15頁

[後記] 2012年8月16日，我在飛往美國的途中觀看了電影

《The Lady》，相當感動。圖十五是飛機上播放的電影。

正當緬甸的民主進展逐漸受到舉世讚揚之際，翁山蘇姬本人

的形象卻開始模糊，甚至受到民眾質疑。涉入實際政務之後的

翁山蘇姬，面臨新的學習課題。例如2012年緬甸中部摩尼瓦城

(Monywa)與大陸開採銅礦的爭議，造成100多人受傷，居民們都

希望停止開採，但是負責調查事件的翁山蘇姬卻以「國家利益」

為考量，以「合法」為要求，以「增加賠償」為鼓勵，支持續

推計畫，引發居民激憤、譁然，對翁山蘇姬的處置相當失望。此

外，緬甸族群宗教衝突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而翁山蘇姬選擇謹言

慎行，沒有強力譴責教徒的暴力，也沒有譴責政府軍強力鎮壓的

手段，只片面表達，希望促成族群之間的和解。翁山蘇姬一生的

努力，都在對抗軍事強權；現在強權轉型，民主型態初具規模，

行政等具體事務陸續浮上檯面，翁山蘇姬需要從頭學習，各方都

應給她更多的時間再下定論。

圖十五: 飛機上播放的電影《The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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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紅十字會的醫療救援遍及歐洲，而

其通訊系統亦趨於完備。當時美國紅十字會在歐洲設立了22個

補給站，提供飲食及傷兵的醫療照護。大批紅十字會的護士(參

見圖二)及救護車駕駛與服務，擔任司機的名人包括迪士尼(Walt 

Disney；1901－1966；參見圖三)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參見圖四)。大戰期間共有296名美國紅十字會的護士

及127名救護車駕駛死於人道救援任務。

我在《閃文集II》第52頁提到2009年8月8日的莫拉克風災
(Typhoon Morakot)重創南臺灣，以及中華電信搶修電信系統的過
程。當時紅十字會八八水災聯盟資訊組的召集人由中華電信董事長

呂學錦擔任。紅十字會和電信三雄合作，讓其行動電話用戶可以利

用手機直撥專線，指定小額捐款給受災戶，捐助的費用直接記在

當月電話帳單。紅十字會以人道救災為宗旨，而通訊為其行動的

重要環節。早在1900年美國國會就通過紅十字會擁有救災通訊的特
許權。而今日美國的紅十字會更提供全年日夜無休的緊急通訊服務

給駐紮海外的美國軍人及其國內眷屬。一位美國軍人很感激地說：

「I've been a lot of places around the world...the Red Cross is always there. 
What always amazes me is that no matter where we are in the world, the 
Red Cross can get us a message.」不過我們深入思考，如果美國政客
不要在全世界「主動」參與戰爭，美國紅十字會是否就不須提供軍

人額外的緊急通訊服務，而能將寶貴的資源用在天災的救援呢?
翻開美國紅十字會歷史，就像一部戰爭史。其創辦人巴頓

(Clara Barton；1821－1912；參見圖一)在歐洲目睹戰亂，覺得
有成立救災組織的必要。在美國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 期間，她投入醫療救護，並於1881年成立美國紅十
字會，擔任第一任會長。之後美國紅十字會一直扮演提供駐外士

兵和其家人通訊的重要角色。

救災通訊與紅十字會

圖 一 : 巴 頓
(Clara Barton；
1821–1912)是
美國紅十字會
的創立者。

圖二 :美國紅十字會的
廣告 ;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德國畫家格拉斯
特 ( Theodo r  G rus t；
1859－1919 )描繪的紅
十字會護士

圖 三 : 迪 士 尼 ( W a l t 
Disney；1901－1966)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
紅十字會救護車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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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紅十字會編制內也有新聞記者，利用紅十字會的通

訊網路將災區新聞真實呈現於世人的面前。例如卻平(Carolyn 

Chapin；1879－1944；參見圖七(左))在1942年擔任紅十字會的

戰地記者，在北非報導美軍與德國的戰況。當時將記者報導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紅十字會動員超過十萬名護士在

戰場服務。此時醫學博士德魯(Charles Drew；1904－1950；參

見圖五)發明了長久儲存血漿的方法。美國紅十字會馬上成立

血漿銀行，救人無數。除了醫療服務，美國紅十字會提供四千

兩百萬士兵及其家庭間的通訊。這種提供給士兵們的「家鄉服

務」(Home Service) 一直持續。到了韓戰時，更有免費的First 

Call Home，讓受傷的士兵在第一時間和在美國的家人連繫。此

時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1884－1972；參見圖六)指派

美國紅十字會大量收集血漿，以無線電通訊機動聯繫，將血漿

迅速送到韓國的戰地醫院。美國紅十字會在越戰時提供超過兩

百萬通緊急通訊，並有新服務Voices from Home，讓在越南的士

兵能在假日聽到家人的語音留言。

圖四: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 –1961)

圖五: 德魯(Charles Drew；1904－1950)

圖六: 杜魯門(Harry Truman；1884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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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是瑞士商人杜南（Jean Henri Dunant；
1828－1910；參見圖八）所創辦，他被後人尊稱為「紅十字會之
父」。1859年他於生意出差途中目睹了索爾弗利諾戰役(Battle of 
Solferino)四萬多名士兵的死亡。震驚之餘，杜南放棄生意，幫忙
照顧傷患。回到日內瓦後，他根據這段經歷寫了一本書《索爾弗

利諾回憶錄》(A Memory of Solferino)，並在歐洲推銷他的想法。
杜南的提議得到了法國大作家雨果的聲援，並促成了1863年創
立的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lief to the 
Wounded)，是紅十字會的前身。1864年的《日內瓦公約》以杜南
的思想為基礎訂定。1901年杜南獲得了首屆諾貝爾和平獎。之後
紅十字會分別於1917、1944，以及1963獲頒貝爾和平獎。最後一
次是在創會的百周年頒獎，更是意義非凡。

《日俄戰爭》描述1904年在中國東北發生的日俄戰爭。當時
紅十字會發揮極大功能，進行人道救援。我們先來談談日本赤十

字社(Japanese Red Cross)的歷史。1877年日本發生內戰，亦即所謂
的西南戰爭(Satsuma Rebellion)，當時的佐賀藩士佐野常民 (Sano 
Tsunetami；1822－1902；參見圖九)成立博愛社(Hakuaisha)，照顧
傷患。1887年，日本加入國際紅十字會，將博愛社改名為赤十字
社。日本皇室，尤其是昭憲皇后一條美子(Empress Shoken；1849－
1914；參見圖十)非常支持赤十字社的活動。

各種活動刊登於雜誌是美國紅十字會募款的主要管道(參見圖七
(右))。卻平在1943年報導紅十字會如何在阿爾及爾(Algiers)將一
所荒廢的學校以克難方式草創為美國大兵的服務處。她的報導寫

著：「The Americans put on their thinking caps (non-rationed) and 
bought native pottery bowls for coffee cups⋯salvaged the wood from 
packing crates in which their own supplies had come⋯and gave it to 
local carpenters to make desks, lamp bases, file trays, supply cabinets, 
knobby coat racks and double-decker beds for the club dormitory.」
諸如此類的報導影響不少人捐贈紅十字會。1944年卻平由北非搭
B-25軍機飛往尼泊爾，不幸墜機而亡。1989年她的屍體在尼泊爾
山區被尋獲，以DNA檢驗確認後，運送回美國。卻平在1942年夏
天就事先寫好她的遺囑：「I have little to leave you all but love.」

圖七: 卻平(Carolyn Chapin；1879－1944)；(右)美國紅
十字會的雜誌廣告

圖八: 杜南（Jean Henri Dunant；
1828－1910）是紅十字會的創
辦者，因此被譽為「紅十字會之
父」，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然而
終其一生，有不少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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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如中國和韓國的百姓對其恨之入骨。而相對的日本海軍較為

理性，日治時代後期的台灣總督不是文官就是海軍將領(除了1944

年底最後一任總督短暫由安藤利吉擔任)，不似日本陸軍橫行霸

道，因此台灣人對日本人也較為友善。不過日本殖民政策的研究

者矢內原忠雄(1893－1961；參見圖十一)，分析日本對台灣的統

治，比朝鮮苛酷得多。如果矢內原忠雄的說法屬實，那麼台灣老

百姓在日本嚴苛統治後還對日本如此友善，真是心地善良。

1927年矢內原前往台灣進行私人實地調查。回到日本後在《帝
國大學報》發表「在台灣的政治自由」文章，批評台灣缺乏政治自

由、缺乏言論機關、沒有台灣人自行發行的報紙，連台灣人在東京

發行的《台灣民報》也不許將發行地點移到台灣，並舉例說明「不

知專政政治為何物的人，應該要去台灣看看」。1937年（昭和十二
年）盧溝橋事變，矢內原在中央公論雜誌發表《國家的理想》，說

明國家的理想在於主持正義，使弱者的權利免於強者侵害壓迫。

1937年12月在東京帝大的辭職告別講演中，他在台上大喊：「為要
活出日本的理想，請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吧。」

1894年爆發中日甲午戰爭，日本赤十字社進行人道救援，不

分中日傷患，讓中國人印象深刻。1904年的日俄戰爭，日本赤十

字社對俄國傷兵人道照顧，在國際間搏得極高聲譽。第一次世界

大戰時日本赤十字社照顧在大連的敵對德國傷兵，並於1934年在

東京主辦第15屆國際紅十字會會議(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皇軍(陸軍)違反日內瓦公

約 (Geneva Convention)，不准日本赤十字社對敵對國進行人道救

援。根據章青駒兄和我聊天的說法，日本陸軍兇殘，其佔領過的

圖十 :  昭憲皇后一條美子
(Empress Shoken；1849－
1914)是明治天皇的皇后，大正
天皇之母。中國也有一位昭憲
太后，是宋太祖趙匡胤之母。

圖十一: 矢內原忠雄(1893－1961)

圖 九 : 佐 野 常 民 ( S a n o 
Tsunetami；1822－1902)是
日本赤十字社創始人。他是
幕末佐賀七賢之一，優秀的
荷蘭學者和維新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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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君仿日本赤十字社的名字，宣示比沈敦和更紅更專。張竹君在

武昌革命後8天，率領赤十字會男女醫生等120名救護隊員前往武
昌，道旁觀者皆驚為未見，而西人皆肅然尊敬。《申報》稱讚其 
「願不避芳瘁親赴戰地以救同胞，其急公好義之心亦可敬己」。

當時北洋精銳部隊大舉南下，武漢局勢混亂，張竹君掩護革命黨

人黃興(1874－1916；參見圖十三) [附註一]、宋教仁、陳果夫、
徐宗漢等人隨隊同往。到達武昌後，黃興及時擔任革命軍戰時總

司令，打退北洋軍隊，使岌岌可危的形勢穩定下來，亦導致各省

紛紛獨立，清政府垮台。戰爭結束，起義軍授予張竹君「巾幗偉

人」匾額。1911年張竹君在趕往武昌前曾經登報，攻擊沈敦和的
中國紅十字會帳目不清，「竊慈善二字，欺世盜名利」。沈敦和

聲稱自己並未搜刮錢財，但承認並未及時向捐款者公佈捐款的使

用情況。然而張竹君自己也違背紅十字會國際慣例，在敵對雙方

之間，沒有保持中立（Neutrality），護送作戰一方的主要將領，
破壞了紅十字會信用。反觀沈敦和的中國紅十字會則嚴守中立，

其目的僅單純的救死扶傷。

我們再將時間點拉回1904年，當時日俄惡鬥，中國遭殃。即

使中國宣布中立，俄軍仍然不准中國政府以官方力量救援在戰區

的中國難民。此時茶商沈敦和(1866－1920；參見圖十二(左))於

1904年3月10日在上海租界成立「萬國紅十字會上海支會」，以

其中立性進入日俄交戰地區，救護被困在裡面的中國平民百姓。

日俄戰爭後，中國紅十字會快速擴張，救助洪水、饑荒、火災，

並在戰場上救援了大量的傷患，提供尋人、轉信等服務。截至20

世紀20年代，中國成立超過300個紅十字會。1906年美國舊金山

及1923年日本東京的大地震，中國紅十字會都曾出錢出力救援。

萬國紅十字會上海支會後來數度易名，1911年時名為「中國紅十

字會」。當時有一位女醫生張竹君(1876－1964；參見圖十二(右))

也創立了類似的組織「中國赤十字會」。

張竹君在廣東創辦醫院並擔任院長，開國內女性創辦醫院之

先河。日俄戰爭時張竹君組織救護隊北上，才到遼東，戰事已

停。辛亥革命爆發，張竹君發起成立中國赤十字會，和沈敦和的

中國紅十字會分庭抗禮。「赤」是火紅，而「紅」則是赤白。張

圖十二:(左)沈敦和(1866－1920)；(右)張竹君(1876－1964)

圖十三: 黃興(1874－1916)：「古人卻向書中見，男兒要為天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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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別謀生財之道」。今日自由社會，民意高漲，網路發表言論

的管道多元暢通，人人都有意見，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捐款到

紅十字會，金錢流向往往會被質疑要公開透明。例如2011 年日本

311地震，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為日強震募款18億餘元，首波僅匯4

億元，引發爭議。如何有效運用捐款，紅十字會主事者要有相當

的智慧來執行。當時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的會長陳長文先生和我有

一面之雅(參見圖十四)，是很有能力的人。現任(2013年)會長是王

清峰，紅十字會在她領導下，一定能充分發揮人道救援的精神。

張竹君身材高挑，鵝蛋臉，高鼻樑，大眼睛，喜歡穿洋裝和

高跟鞋。她平時以男裝在廣東行醫，每次出門去醫院，都坐四

個人抬的敞篷椅轎，引得路人駐足側目而視。張竹君被看得不

好意思，出門便順手帶上精裝洋書一本，假裝在轎上看書。其

實轎子顛簸，無法讀書，因此朋友戲稱她是「張竹君坐大轎—倒

看洋書」。張竹君名氣甚響，在路上遇見強盜，報出名號後，歹

徒都斂容正色，鞠躬而退。張竹君有類似於秋瑾的俠女性格[文

獻一]，曾說：「今日在中國之所謂牧師者，皆猶中國之八股角色

也，絕罕提倡泰西格致、政法之學，以益中國者。吾輩處此競爭極

烈之世，非皆由專門實學，以擔任社會公眾之義務，而徒日日為靈

魂永生之說，將何益哉?」張竹君在廣東善與地方紳商名流交際。

當時名人盧少歧和馬君武爭奪張竹君的青睞，發動了猛烈的追

求攻勢。馬君武更以法文寫情書給她，表白道：「莫怪初逢便傾

倒，英雄巾幗古來難」。張竹君不為迷湯所動，予以拒絕。這段

過程被胡漢民戲稱為「驢馬爭獐」(盧馬爭張)。張竹君致力於女

權運動，終身未嫁。當時報紙對她的評價是「救死扶傷，志慮宏

遠，宗趣正大，南丁格耳之再見」。

中國在20世紀前葉戰亂之時，紅十字會標誌被當成護身符，

甚至有不少人以此圖利。扛著紅十字大旗，不僅能更安全地在戰

區通行，避免受到雙方士兵的騷擾和侵襲，甚至還能在交通、稅

收等方面享有直接的好處。1918年美國紅十字會對中國紅十字會

進行秘密調查，發現紅十字會的招牌被濫用，商人出售會旗，賺

取大量錢財，一有風吹草動，整條街道都會掛滿紅十字會旗幟。

沈敦和背了很大的黑鍋，有讀者投書《申報》，勸他「瞻顧大

圖十四: 林某人和陳長文先生合影: 右二為陳長文，我站在左三，工
研院院長徐爵民站在我左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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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二] 章太炎(1869－1936；參見圖十七）是同盟會元老，

也是民初國學大師。黃興曾在盛怒中罵他「章瘋子」。章太炎亦

以神經病自居，民國前六年他在日本演講，曾說：「自古以來有

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章太炎很敬重黃

興，曾願擁戴黃興為同盟會領袖。在黃興的追悼會上，章太炎送

的輓聯寫道：「無公乃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章太炎不很佩

服孫文，曾批評：「孫中山計劃短淺，往往自敗⋯中山天性褊

狹⋯中山為人鹵莽輕聽⋯中山名為首領，專忌人才，此僕輩所以

事事與之相左也。」 

[附註一]  黃興為中華民國開國元勳，與孫中山並稱「孫
黃」。在辛亥革命以前幾次起義失敗，引發「倒孫」風波，很多

人希望以黃興取代孫文。而黃興則堅定「成事不必在我」的信

念，推辭名利的誘惑，其大公無私和忍讓顧全的態度，贏得了多

數民國元老乃至於後世人的敬重。

例如1907年，光復會的章太炎 [附註二]、陶成章等人以潮州
起義失敗為由，要求罷免孫文的總理職務，另舉黃興擔任，為黃

興拒絕。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再次提出改選同盟會總理，要求
孫文下台。黃興極力進行抵制，告訴孫文，「陶等雖悍，弟當以

身力拒之」。孫文不耐煩，派出殺手蔣介石(就是咱們的先總統  
蔣公)，刺殺陶成章於上海廣慈醫院。

1911年4月（宣統三年三月）黃興發難，率敢死隊百餘人，
攻入兩廣總督轅門，戰至最終只剩他一人。起義失敗，多人犧

牲，察實身分者七十二具，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參見圖
十五)。黃興右手負傷，斷一指，逃到徐宗漢(1877–1944；參見圖
十六)家，由她護送至香港雅麗氏醫院動手術。按醫院的要求，需
要家屬簽名同意，徐宗漢只好權宜，以黃興夫人的名義簽字。後

來弄假成真，徐宗漢果真嫁給黃興。

[附註一] 黃興

圖十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主墓；李敖指出，國學大師章
太炎手書的黃花崗烈士碑銘
上，稱七十二烈士締造民國，
並不精確。七十二烈士是3月29
日舉義，埋骨之日是4月3日，
但有人在起義中受傷，4月7日
才死。還有人死在家中。

圖十六: 徐宗漢(1877－1944);在電影《辛亥革命》由
李冰冰飾演徐宗漢。

[附註二] 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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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袁世凱軟禁章太炎，逼迫他勸進袁當皇帝。於是章太

炎寫勸進書，云：「某憶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詞，言猶在耳。公今

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國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

處京師，生不如死！但冀公見我書，予以極刑，較當日死於滿清

惡官僚之手，尤有榮耀！」袁世凱氣得冒煙，也只能自嘲說：

「彼一瘋子，我何必與之認真也！」

章太炎有四個女兒，有三位到了適婚年齡，都沒人提親，令

他頗為苦惱。原來男方不知如何唸她們的名字，不敢開口，自然

無法求婚。章太炎知道後，趕緊在公開場合碎碎唸她們的名字，

免得女兒因為「名字難唸」而耽誤婚事。四位閨女的芳名如下: 

章    (止也，系也，音麗)、章    (    也，音輟)、章    (「展」的古

字， ，中從    )以及章㗊（雷古字）。

[文獻一]《死刑的故事》，《閃文集II》第322頁

胡適(1891－1962；參見圖十八)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時，

送一本給章太炎，上寫「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人

名旁邊便用標點符號。章太炎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槓，不禁大罵：

「何物胡適！竟在我名下胡抹亂畫！」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槓，

才消了氣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槓，就算互相抵消了罷！」

圖十七:章太炎(1869－1936）

圖十八:胡適(1891－
1962)的治學之道，
信奉實驗主義，沒
有國學家必須的經
學和小學訓練。從
國學的角度來看，
章太炎說胡適沒有
學問，並非無端貶
低。但若談學問，
胡適的水平有目共
睹，無可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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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的軍事無線電通訊干擾發生於日俄戰爭(Russo-Japanese 

War)。這場戰爭日文稱為「日露戰爭」(Russia 的日文翻譯是「露

西亞」)，是20世紀初國際關係變化的重要關鍵。這場戰爭以海戰

開始，也以海戰結束。無線電通信在發展的初期被廣泛應用於海軍

部隊的指揮，然而當時的軍事無線電通訊不見得有利，有時候被敵

人竊聽，反而幫倒忙。因此在日俄戰爭期間，日、俄雙方皆曾考慮

通訊保密而使用無線電密碼，並且不約而同地採取偵測與干擾的方

式，企圖擾亂與阻止對方的進攻。後來的蘇聯英雄暨教授凱比舍

夫(Dmitry Mikhailovich Karbyshev；1880－1945；參見圖二) 在這場

戰役負責俄國軍用電報的架設維護(參見圖一(右))，立下功勞而授

勳。在長達一年多的戰爭，日本海軍艦隊多次出奇制勝，充分利用

通訊蒐集軍情，並干擾或破壞俄國軍隊通訊，使強大的沙俄海軍遭

到毀滅性的打擊。特別是在1905年對馬海戰，日本海軍大敗沙俄海

軍，對整個戰爭的結局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日俄海戰之後，通訊干

擾很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運用，成為電子戰的濫觴。

在我印象所及，首次惡意進行無線電通訊干擾的事件發生

於1901年9月，是為了商業競爭。當時美國羅德島正舉行帆船大
賽，當中有極大的商業利益，誰首先報導比賽結果，就可以吸引

較多的廣告客戶。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參見
《趣談電磁波》[文獻一])宣布要進行無線電報導，而狄佛洛斯特
(Lee de Forest；1873－1961) [文獻二]也跟進，兩人君子協議，互
不干擾。結果一家小公司趁機利用兩部大功率發射機，同時干擾

馬可尼及狄佛洛斯特的無線電接收機，並用另一部發射機通報比

賽情況，因此贏得了競爭。1903年6月發生比無線電干擾更嚴重
的事件，影響到馬可尼的事業。馬可尼宣稱無線電報的傳送是安

全可靠的，而魔術師馬斯基林(Nevil Maskelyne；1863－1924；參
見圖一(左))；在馬可尼的一次英國皇家科學研究院展示時，駭入
(hacked)其無線電報傳送，將接收到的電文改掉，大大揶揄馬可
尼一番，說：「There was a young fellow of Italy, Who diddled the 
public quite prettily」。因此馬斯基林可謂全世界第一位通訊駭客
(Hacker) 。

日俄戰爭

圖一：(左) 馬斯基林(Nevil Maskelyne；1863－1924)；(右) 
日俄戰爭時的俄軍電報站 圖二：凱比舍夫(Dmitry Mikhailovich Karbyshev；188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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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讀國中時在某兩期《讀者文摘》的書摘讀到203高地及

對馬海峽之戰的故事，印象深刻，之後每看到日俄戰爭相關的文

獻，會特別留意，在此和讀者諸君分享。日俄戰爭前德國有一幅

漫畫(參見圖三)，以幽默的手法描繪出當時的國際局勢：俄國(大

熊)背後有法國支持(掛在熊尾巴的法國帽)，而英國(頭頂戰艦的男

人)則為日本撐腰(手持紙扇的日本女人) 。日俄戰爭後，俄國勢力

被削弱，日本逐漸強大，英國與俄國在遠東和近東的對抗明顯減

少，兩國的關係開始緩和，而英國和德國的矛盾卻日益激化，成

為歐洲爭議的新熱點。在亞洲，隨著日俄關係的緩和，日美兩國

的矛盾日趨突出。日俄為追求共同的利益迅速結盟，加快侵略中

國的步伐，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

1904年日俄戰爭的爆發其來有自。日本在甲午戰爭打敗中

國，之後的十年期間，摩拳擦掌，大幅擴張軍備，而俄國則一直

阻擋日本的勢力擴大。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企圖瓜分中國，俄

國派大批軍隊進駐滿州。伊藤博文（It Hirobumi；1841－1909；參

見圖四）認為日本力量不如俄國，不足以阻擋俄國掌握滿州，因

此希望退一步妥協，以承認俄國在滿州的勢力來換取俄國支持日

本控制朝鮮。然而俄國不同意，讓日本碰了一個大釘子。當時俄

國在旅順的太平洋艦隊的實力遠勝日本，如果再加上俄國波羅的

海艦隊，日本居於絕對的劣勢。俄國相當蔑視日本海軍的力量，

常在日本的家門口揚威耀武。俄國人畫了一幅漫畫，當中一個粗

壯的俄國水手用拳頭將日本水手打得鼻青臉腫(參見圖五)。可見俄

國瞧不起日本，自然不會跟日本談條件，也不讓日本染指朝鮮。

圖三：日俄戰爭前的國際局勢

圖四：伊藤博文（It Hirobumi；1841－1909）風流成
性，曾寫詩云：「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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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日本和俄國談判破裂。6日凌晨，以指揮果斷、

戰術刁鑽著稱的日本聯合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Togo Heihachiro；

1848－1934；參見圖七)在日本佐世保(Sasebo)海軍基地主持襲擊

旅順俄國海軍基地的作戰會議，發給參戰的艦長一張「旅順口錨

地和港灣平面圖」，大部分是青木特務收集的情報，詳細地標明

了俄國艦隊的停泊點以及每艘艦艇的位置。2月8日，日本宣布和

俄國斷交。在斷交前 3小時，亦即2月8日下午，日軍就先動手，

在朝鮮仁川外海襲擊兩艘俄艦(這兩艘搞不清楚狀況的俄艦，挨

轟一天後沉船)。4萬名日軍登陸仁川，進軍漢城(參見圖八(1))。

接下來黑木為楨(Tamemoto Kuroki；1844－1923；參見圖九)率領

陸軍第一軍，千里長驅，在鴨綠江邊遭遇2萬俄軍(參見圖八(2))，

一戰而勝。渡過鴨綠江後，進行一系列以小搏大的快速突擊，威

脅俄軍在遼陽(Liaoyang；參見圖八(3))的後路，導致俄軍士氣低

落，不戰而放棄遼陽。

日本海軍軍力不如人，只好默不吭聲，以英國為師，低調的

進行長期海戰整訓。日本想要扭轉日、俄海軍實力對比，策略是

在俄國海軍動員前，予以重擊。而做法只有一種，就是偷襲。日

本善用通訊情報，長時期偵察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動向，及其在旅

順港口基地的佈署。這個任務相當艱鉅，是由日本特務情報機

構「青木」執行。青木情報機構歷史悠久，吸收的成員包括川島

浪速（1866－1949），是後來赫赫有名的川島芳子（愛新覺羅顯

玗；1906－1948；參見圖六）的養父。川島芳子亦擅長利用電報

發送軍情。青木特務打探情報無所不用其極，若被俄國人抓到，

下場極慘。日俄兩國的情報戰也利用中國人。青木特務機構比較

聰明，知道使用中國知識份子，包括吳佩孚（1874－1939），及

張作霖(參見《台灣的電信大戰》[文獻三])都曾被網羅。而俄國人

只知道運用中國苦力，如張宗昌（1881－1932）這種老粗。情報

戰的勝負，可想而知，一定是日本占上風。

圖五：俄國水手用拳頭將日本水手打得鼻青臉腫。 圖六：川島芳子（愛新覺羅顯玗；1906－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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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2月8日日軍入侵朝鮮時，「青木特殊任務班」破壞駐旅順俄

軍司令部的通訊聯絡設施，因此駐旅順的俄軍不知道兩艘俄艦已被

擊沉。當天夜晚，東鄉平八郎派出10餘艘驅逐艦駛向旅順港口(Port 

Arthur；參見圖八(4))，發射18枚魚雷，擊沉俄軍兩艘最大最新銳的

戰艦，一艘重巡洋艦。第二天一早，雙方各出動10餘艘戰艦在遼東

灣混戰一場，俄軍失利，退回旅順港口。東鄉隨即佈下許多水雷將

俄軍太平洋艦隊封鎖在旅順港內。日本這種以小搏大的伎倆就是事

先做好功課，打聽對手的底細，接下來趁對手不留意時，予以偷

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珍珠港事件，就是日俄戰爭的翻版。

在旅順港封鎖與反封鎖的對抗過程，雙方實施了大規模的水

雷進攻戰和防禦戰，彼此都付出慘重代價。1904年4月12日，俄

太平洋分艦隊司令馬卡羅夫（Stepan Osipovich Makarov；1849－

1904；參見圖十）率領旗艦出海，欲突破封鎖，卻被引誘觸雷沉

沒。這位著名的海軍將領與其率領的600多名官兵隨艦身亡 [附註

一]。此後日本海軍完全掌握黃海的制海權，可以不斷掩護陸軍輸

圖七：東鄉平八郎(Togo Heihachiro；1848－
1934)；右圖是東鄉年輕時的長相，既英俊且頗具
性格。東鄉平八郎深受陽明學的影響，隨身攜帶
的一顆印章上刻著「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字。

圖八：日俄戰爭路線圖；(1)漢城；(2)
鴨綠江；(3)遼陽；(4)旅順港口；(5)鎮
海；由這張地圖可看出，日俄兩國交
戰，倒楣的是中國和朝鮮。日俄戰爭
之後，包括旅順和大連的俄國租界轉
手給日本，稱為「關東州」。日本以
此為侵略中國的根據地。

圖九：黑木為楨(Tamemoto Kuroki；1844－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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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日艦「春日」號返航時遇到濃霧，撞沉了「吉野」

號，300多名官兵喪生。同日，「初瀨」和「八島」誤觸水雷沉

沒。這一天被日軍稱為「帝國海軍災禍日」。7月28日，俄國海軍

上將維特埃夫特(Wilgelm Vitgeft；1847－1904；參見圖十一(左))

再度試圖衝出旅順港口，但剛一出港就被日本發現，經過激烈的

海戰，維特埃夫特戰死，俄國艦隊又被逐回旅順港口。從此俄國

艦隊不敢再突破日艦封鎖，只好將艦炮拆下來充當要塞炮。

1904年5月5日至13日，日本陸軍第二軍切斷了旅順和遼陽之

間俄軍的陸上通訊聯繫，攻下了通往旅順的道路，孤立旅順要塞

的俄軍。日本海軍在遠東給予俄國太平洋艦隊一系列沉重的打

擊，震驚了沙皇政府，趕緊於1904年 9月26日組建第二太平洋艦

隊，由波羅的海(Baltic Sea)趕赴亞洲解救被困在旅順港口的太平

洋艦隊。波羅的海艦隊(Baltic Fleet)由性格孤僻、固執但頗講效率

的海軍參謀長羅日杰斯特文斯基(Zinovy Rozhestvensky；1848－

1909；參見圖十一(右))擔任艦隊司令官，艦隊還包括一艘由貴族

婦女自願組成的醫院船。波羅的海艦隊離開芬蘭灣(參見圖十二的

綠圈)，駛向遙遠的亞洲水域。這支艦隊起航後，日本一直密切監

視其動向，頻繁的以無線電回報海軍軍令部情報局。當時被日本

殖民的台灣，也納入警戒，日本人命令辜顯榮安排偵察俄艦的行

動。辜顯榮以報效日本人為己任，極力巴結，率領戎克船(Junk；

中式船艦)，參加鵝鑾鼻和菲律賓間、台灣和福建之間海峽偵察隊

的活動，所以戰後敘功為勳五等爵位，辜家地位更是扶搖直上，

兩袖金風，不在話下，按下不表。日本海軍依據情報，悄悄制定

完整的殲敵作戰計畫。根據專家事後的分析，日本能以無線通訊 

   密且迅速的掌握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的組成及動向，是後來海戰

成功的關鍵之一。

送部隊在朝鮮半島及中國遼東半島登陸。馬卡羅夫中將是俄國當

時有名的軍事家及科學家，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他到旅順僅36

天，組織搶修船隻、撤換艦長、整頓紀律、轉變作戰思想、加強

訓練、化被動為主動，使俄國海軍官兵士氣大振、戰鬥力明顯提

高。他的死亡對戰局影響極大，俄軍等於沉沒了5艘裝甲艦，俄

艦隊從此一蹶不振。隨馬卡羅夫喪生的還包括一位著名軍事畫家

韋列夏金(Vasily Vereshchagin)。林某人很喜歡韋列夏金的繪畫風

格，死於日俄海戰，實在可惜。

1904年4月15日，日本海軍派了一艘小型偵察船，潛入旅順

港口，想利用無線電通信指揮在外海的日艦，炮擊停在俄國海軍

基地的船艦，但偵察船的電台出現了很大的雜音，無法進行正常

聯絡，只好撤退。原來有一名俄國報務員盲目地按下了火花式發

報機(Spark-gap Transmitter) 的按鍵，對日本的無線電通信形成嚴

重的電磁干擾。為了紀念這個歷史事件，俄軍將這一天定為「電

子戰兵日」。 

圖十：馬卡羅夫（Stepan Osipovich Makarov；1849－1904）
是俄羅斯帝國海軍中將，海洋學家和極地探險家，俄羅斯科
學院院士。庫頁島上的馬卡羅夫市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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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波羅的海艦隊到達馬達加斯加島以北的諾西貝時(參見圖

十二的紅框框)，極為震驚的接到了旅順203高地失守的消息。

旅順防禦戰的成敗是整個日俄戰爭的關鍵，而203 高地的存亡又

是整個旅順的命脈(參見圖十三）。自1904年5月26日至1905年1

月2日，日本陸軍第三軍司令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1849－

1912；參見圖十四）先後發起了三次總攻擊，戰鬥進行得十分慘

烈，直至1905年1月1日，日軍終於攻占203高地砲台。在此次歷

時兩百餘天的旅順要塞爭奪戰，日軍參戰兵力累計13餘萬人，死

亡1萬5千餘人，而俄軍參戰兵力累計4萬4千人，死亡1萬人，其

餘全部成為日軍俘虜。

203高地的激戰過程，俄國守軍的表現可圈可點，相當奮勇，

甚至有一批女性的西伯利亞哥薩克騎兵(Siberian Cossack Cavalry；

參見圖十五)參戰，和日本攻擊部隊廝殺，雙方屍橫遍野，連乃木

的兩個兒子都戰死。203高地血戰被形容為：「這不是人與人之間

的戰鬥。」嚴格而言乃木希典的軍事素養實在肉腳，日軍數目接

近俄軍四倍，卻只懂硬攻。最後在兒玉源太郎（1852－1906）支

援下，才攻下高地。除了乃木無能外，「正露丸」也要負很大的

責任。日本陸軍吃白米飯，易得腳氣病，死亡率極高。日本庸醫

森鷗外(和夏目漱石齊名的文學家)直覺認定，木餾油（Creosote）

能夠殺死「腳氣菌」。於是大量生產木餾油的錠劑，提供陸軍士

兵服用。這藥丸取名「征露丸」，征服露(俄)國之意。征露丸毫

無藥效，大批日本陸軍士兵帶著腳氣病打仗。據203高地戰役被

俘的俄國士兵說，看到許多日軍喊衝喊殺，但腳步漂浮，還以為

他們喝酒壯膽，其戰力可想而知。有趣的是，征露丸無法治療腳

圖十一：(左) 維特埃夫特(Wilgelm Vitgeft；1847－
1904)；(右) 羅日杰斯特文斯基(Zinovy Rozhestvensky；
1848－1909)

圖十二：波羅的海艦隊航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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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1月13日，日本海軍規劃在日本海(Sea of Japan)佈

建海底通信電纜，連接海島(Ulleungdo) 到日本佐世保(Sasebo)，

以確實監控路過日本海到海參崴(Vladivostok)的俄國軍艦。不

過日本來不及佈建電纜，對馬海峽戰役 (Battle of Tsushima)就爆

發了。當時波羅的海艦隊駛往海參崴有兩條航道: 可經由對馬海

峽或津輕海峽。其中對馬航線最近，到海參崴只需3天的航程。

1905年 5月底，歷經18000海里的航程後，俄國艦隊決定駛向對

馬海峽。在黑夜和海霧中，醫院船的貴族婦女們公然違抗了燈

火管制的命令，以致於船上的燈光被日本偵察船「信濃丸」發

現。「信濃丸」立即向聯合艦隊司令部發出了預先約定的密碼電

報:「今天天氣晴朗，但海浪很高。」，表示發現敵軍艦隊。東鄉

大將的旗艦「三笠」號戰艦立即升起了Z字旗，號令在朝鮮鎮海

(Chiahae；參見圖八(5))的日本聯合艦隊出擊。兩艦隊在對馬海峽

的沖島附近相遇，俄艦航向東北，而日艦則航向西南。 

氣，卻意外地成為止瀉特效的整腸劑，改名為「正露丸」，販賣

至今，已逾百年。林某人腸胃不佳，還常服用呢。

203高地失守後，困守旅順港口的俄國太平洋艦隊只有死路

一條。日軍在 203高地架起大炮，像打靶般的將俄國軍艦一艘艘

擊沉。消滅俄國太平洋艦隊後，東鄉的封鎖艦隊於12月6日撤回

日本，進行補充、修整、操演炮術，嚴陣以待，準備迎擊從波羅

的海來的俄國遠征艦隊。

圖十三：今日旅順白玉
山上的高塔處即是當年
的203高地。日軍佔領了
203高地後，乃木希典作
詩：「愧我何顏看父老，
凱歌今日幾人還」。他
隨即將203高地改名為與
203諧音的「爾靈山」，
藉以祭奠戰死在這裡的日
本將士。

圖十四：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1849－1912）
曾經擔任第 3任台灣總
督，今日台灣博物館左
前方靠近襄陽路的公園綠
地，放置了兩座鳥居。小
座鳥居是乃木希典母親的
墓前鳥居。

圖十五：西伯利亞哥薩克的女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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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是近代首度歐洲白種人被亞洲黃種人打敗，震驚全

世界，造成俄國人對沙皇的不滿，最後在妖僧拉斯普丁 (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的臨門一腳下，沙皇羅曼諾夫
王朝於1916年打烊 (參見《死刑的故事》) [文獻四] 。日俄戰爭
也對後世造成不少影響。首先，這是媒體首度以無線電來報導

戰爭，也造成報紙及雜誌的銷量直線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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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時報》的戰地記者為了搶頭

條，未經審查就將新聞拍發，搞得日本軍方相當不爽，禁止他們

以無線電發送新聞。其次，1905年後，無線電被廣泛用於指揮軍
艦炮彈的發射，因此軍艦交戰的距離可由目視的一英里拉遠至無

線通訊所及的五英里至十英里。軍事專家在日俄海戰過程發現，

魚雷(Torpedo)實在是無三小路用。日俄共發射了近600枚魚雷，
只擊沉數艘船艦。其餘80多艘船艦是被傳統炮火擊沉。因此美
國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研發無線電控制的魚雷，稱之為

Hammond Torpedo。軍事專家也都同意，無線通訊能夠快速傳遞
軍情，成為決勝的關鍵。例如俄國海軍的一舉一動都被日本的無

線電及時回報總部，因此幾乎每一場重要海戰，日本都能捕捉並

消滅俄國的指揮官(如馬卡羅夫、維特埃夫特，以及羅日杰斯特文
斯基) ，而日本指揮官東鄉平八郎則毫髮無傷[附註二] 。
日俄戰爭的一個奇怪影響是，戰爭後柔道(Judo)及空手道課程

開始在日本上流社會的婦女間流行，因為日本軍方聲稱在日俄戰

爭中瘦弱的日本兵經過短時期的柔道及空手道訓練後，在肉搏戰

時打贏壯碩的俄國兵。事後證明此為無稽之談，然而許多人對空

手道的神奇仍深信不疑。例如美國電影《The Karate Kid》就是如此
的宣揚空手道的神奇。另一方面，日本自信心大增，由崇歐主義

當兩艦隊相距4海里時，東鄉下令日艦隊進行180度的U型轉
彎。這是孫子兵法「佔上風處者得利」，北風可吹散日本艦隊的

炮火硝煙，防止敵彈濺出的浪花影響日本炮手的視線。為了進行

U型轉彎，日本艦隊付出了代價，因為軍艦轉彎時變成為固定的
標靶，於是乎每艘日艦都在轉彎點遭受俄艦炮擊。轉彎時艦艇無

法發炮，只能挨打。三艘日艦受重傷，一艘喪失活動能力。日艦

隊完成代價高昂的轉彎後開始與俄艦隊平行前進。不久，日本艦

隊利用其航速優勢，駛向俄國艦隊正前方，逼迫俄艦隊偏離原航

向。當雙方距離接近至射程內時，日軍整個艦隊的火炮齊發，將

俄國軍艦打得七零八落。持續近30個小時的惡戰後，羅日杰斯特
文斯基身負重傷，被日軍俘虜，俄國艦隊投降。

日俄戰爭中的俄方固然一敗塗地，日方軍隊亦死傷慘重。

兩國都無力再戰，請出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參見圖十六)來調停。俄國雖敗，卻仍悍然拒絕賠償
日本，慷中國之慨，僅同意讓出中國的旅順、大連，以及南滿鐵

路公司(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日本贏得的是「皮
洛士的勝利」（Pyrrhic Victory；也就是「慘勝」的意思）。當中
最大的贏家大概是羅斯福，因為調停日、俄而撈到了一個諾貝爾

和平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總統。

圖 十 六 ： 羅 斯
福 ( T h e o d o r e 
Roosevelt；1858–
1909)因調停日俄
戰爭而獲頒諾貝爾
和平獎，是整件事
的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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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四郎》，當中的人物廣田先生批評日本人：「這副長相，

這麼無用，即使日俄戰爭打贏了而上升為一流強國，也是無濟於

事的。建築物也好，庭園也好，儀態都不妙⋯⋯」托爾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參見圖十九）在1904年撰文反對日俄戰爭，
對中國人民在日俄戰爭中的悲慘境遇和遭受基督教民族的屢次剝削

表示同情。在寓言故事集《呆子伊凡》，托爾斯泰告訴讀者如何引

發人性中的貪婪。很容易，只要讓他擁有比他需要的更多。日本和

俄國貪婪的爭奪鄰國的土地，讓生靈塗炭，是人類的悲劇。在數次

日本入侵中國，有許多中國人受難的記錄照片，慘不忍睹。美國才

女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參見圖二十）寫了一本書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旁觀他人之痛苦)，探討戰爭和攝影
倫理。桑塔格不斷地追問：「充斥在生活中的戰爭影像，究竟是記

錄了戰爭的原貌，還是建構了災難的神話?」日俄戰爭中的無辜中
國老百姓，歷經苦難的過程，成為許多外國記者的紀錄，但又有甚

麼人為中國伸張正義？桑塔格反思：「究竟是激起我們對暴力的深

惡痛絕，還是磨平我們出自良心的正義感？在戰場旁觀他人之痛苦

究竟

是為 了

(Europeanization)轉變為民族主義，女子高中不再教歐洲的那一套，
而是教導日本傳統女子成為「Good wife and wise mother」。日俄戰
爭時期，日本女詩人大塚楠緒子（Otsuka Kasuoko；1875－1910；
參見圖十七）作詩《お百度詣》(One Hundred Prayers)，發表於《太
陽》雜誌1905年1月號，宣傳反戰而名聲大噪。可是大塚楠緒子可
能沒想到，日俄戰爭時期的中國人更可憐。日俄戰爭交戰的兩國遠

離本土，跑到中國的土地上打仗，而中國不顧自己國家人民的死

活，竟然宣布局外中立，實在可悲。當時頗有影響力的《東方雜

誌》說：「吾中立國之民生息於其地者，擲生命數十萬。死亡之

數，過於(日俄)兩軍。」作為日俄戰爭主戰場之一的旅順和大連，
更蒙受了空前的浩劫。由本文觀之，國際間無道義可言，只有自身

國家利益，吾輩不可期待他國保護，而是應該自立自強，自己保家

衛國。

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1867－1916；參見圖十八）於1905
年著書《我是貓》，描寫日俄戰爭時期的日本人，書中以「貓」

為第一人稱，觀察當時的社會現象，並加以批判。他又於1908年發

圖十七： (左 )大塚
楠緒子（Otsuka 
Kasuoko；1875－
1910）；(右)《太
陽》雜誌有一期的
封面以日俄海戰為
主題。

圖十八：(左)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1867－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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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記教訓，還是讓我們變得麻木不仁?」
2005年，林某人讀到日本前參議院外務委員會委員長山口淑子

(李香蘭；b. 1920；參見圖二十一)公開發表長文聲明，勸誡日本首

相小泉純一郎不要參拜靖國神社，因為「那會深深傷害中國人的

心！」她說：「日本是我的‘父親之國’，中國是我的‘母親之

國’！我最不希望見到兩國的友好關係出現問題⋯日本人應該用自

己的良知清算過去，兩國年輕人更應用全新的廣闊視野，認真考慮

將來如何友好相處。」李香蘭是日本人，她的祖父山口博酷愛漢

學，仰慕中國文化，在日俄戰爭結束次年舉家到中國東北。李香蘭

出生於遼寧省撫順，離日俄戰場不遠。李香蘭心向日本，1945年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李香蘭以漢奸罪名被中華民國政府逮捕。之後證

明其為日本人，無罪釋放，遣返回日。她勸誡小泉純一郎不要參拜

靖國神社，希望中日兩國年輕人以全新的廣闊視野，認真考慮將來

圖十九：托爾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

圖二十：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
圖二十一：李香蘭(山口淑子；b. 1920) 是受過正式西洋聲樂教
育的抒情女高音，很擅長美聲唱法。之後曾擔任日本參議院參議
員。她於1942年唱紅了《夜來香》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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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到兩位傳奇女性，川島芳子以及李香蘭。她們的一生

有許多關聯及巧合，甚至被誤認為是同一個人。其實川島芳子較

李香蘭年長14歲。她們皆出生在中國，上一代都受到日俄戰爭的

影響。川島芳子是滿裔中國人愛新覺羅顯玗，卻以日本名字聞名

於世。李香蘭是漢人名字，但她卻是如假包換的日本人，原名山

口淑子。這兩位傳奇女子活躍於1930－40年代的中國舞台，而其

命運交會於日本戰敗的那一年，都以「漢奸」罪名被抓入獄。芳

子和淑子的英文拼音同為Yoshiko，因此川島芳子和李香蘭常被

誤認為是同一個人。但1946年後，兩個人的命運大不相同。川

島芳子身為中國人，卻幫助日軍對抗中國，被判為漢奸，於1948

年槍決。李香蘭是日本人，替日本拍宣傳電影，唱宣傳歌，無

法認定是「漢奸」，獲判無罪。基本而言，李香蘭是公開替日

本宣傳的女藝人。川島芳子則是不折不扣的間諜，被稱為「東

方的瑪塔哈里」。瑪塔哈里（Mata Hari；1876－1917；參見圖

二十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相當知名的演藝人員兼交際花，

與歐洲多國軍政要人結識，類似於李香蘭。她最終被判德國間諜

罪名，在巴黎槍斃。瑪塔哈里死前一直喊冤，說她心向法國，而

川島芳子在審判前亦自認為心向中國，兩人的說詞如出一轍。有

了「東方的瑪塔哈里」的稱號，川島芳子自然常被誤認為是交際

花李香蘭。林某人首度認識瑪塔哈里是在印第安那瓊斯系列小說

《The Young Indiana Jones Chronicles；Book One, The Mata Hari 

Affair》，書中敘述印第安那瓊斯在10幾歲時被瑪塔哈里奪去了

童貞。瑪塔哈里死後，印第安那瓊斯很遺憾地說: 「Till the end, 

she thought that one of her Prince Charmings would come to rescue 

her. I'll always be sorry it couldn't have been me. 」

如何友好相處。這或許是她前半輩子顛沛所領悟的肺腑之言。

最後我以電影《二百三高地》主題曲《防人の詩》結束本文：

請告訴我，這世界上所有生物 
如果全部生命 都有限的話
那海會死嗎？那山會死嗎？風也是一樣嗎？天空也一樣嗎？

請告訴我

可以相信短暫生命的光輝嗎？

無法言喻的希望

有人會離開，也有人會來

缺角的月亮，終於也到了滿月之時，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那海會死嗎？那山會死嗎？春天會死嗎？秋天會死嗎？

我最愛的故鄉和所有的人，都會離開這世間嗎？

那海會死嗎？那海會死嗎？那愛會死嗎？那心會死嗎？

[附註一] 2011年3月28日我讀到一則新聞：俄羅斯科學歷史
考察隊7月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發，前往中國海岸搜尋日俄戰爭
期間沉沒的「彼得羅巴普羅夫斯克」號裝甲艦及其指揮官馬卡羅

夫。然而這個計畫被無限期延後。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信息與

公共聯絡處處長羅曼‧馬爾托夫海軍上校向記者表示，中國政府

尚未批准俄方在其領海進行搜尋工作。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部

向中方請求，允許科學歷史考察隊於今年夏季乘坐快艇在遼東半

島海域進行考察。但是中國政府尚未對此做出答覆。主要原因是

這座半島上設有未對外國船隻開放的中國海軍基地。俄聯邦外交

部已參與解決該問題，希望中國政府批准在未開放的水域進行考

察，因為考察目的只是搜尋艦艇，不會涉及俄羅斯友好國家的任

何軍事秘密。

[附註一] 馬卡羅夫‧川島芳子‧李香蘭‧瑪塔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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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邊跟蹤船團，一邊向總部通知通商船團的航行路線、規模、

護航艦數量等資訊，然後再以無線電通知鄰近的潛艇，集結起來

埋伏。當船團進入攻擊範圍，就包圍攻擊(通常是在夜間展開攻

擊)。包圍攻擊的方式和陸軍的做法相反。陸軍的袋狀包圍是袋口

面對敵人的正面，而鄧尼茲的潛艇袋口則包抄船隊後方。這種戰

術需要在潛艇間建立很好的無線電通訊技術。在兩次大戰期間，

德國的無線電反干擾能力提昇許多，而德國發明的恩尼格瑪密碼

機(Enigma)更大幅加強防竊密能力[文獻五]。在無線電通訊技術

的大力加持下，鄧尼茲的戰術屢建奇功，英國的船隊被鄧尼茲打

得叫苦連天，稱之為狼群戰術(Wolf Pack)。

[附註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德國的海軍力量薄弱，而無線

電通訊技術的發展讓德國能和海軍力量強大的盟軍對壘。主要的功

臣是鄧尼茲(Karl Dönitz; 1891－1980;參見圖二十三)。他是納粹德國

的海軍元帥，先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任了潛艦艦隊總司令、海

軍總司令、納粹德國聯邦大總統和武裝力量總司令等職務。1918年

鄧尼茲擔任潛艦UC-25的艦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擊沉5艘運輸

船，獲得騎士十字勳章(Ritterkreuz)，後來在襲擊英國的地中海商船

團時，被護航艦重創俘虜，在英國約克郡關了10個月。

鄧尼茲檢討他在一次大戰的經驗，認為以單一潛艦襲擊護航

船隊是非常危險的，於是發展出以「多艘潛艦集結起來攻擊船

隊」的核心概念，創立「集結戰術」(Rudeltaktik)，以多艘潛艇進

攻的戰術：首先以單艦、偵察機巡邏，發現船團時先不攻擊，而

[附註二] 鄧尼茲

圖二十三: 鄧尼茲(Karl Dönitz；1891－1980)

圖二十二：瑪塔哈里（Mata Hari；1876－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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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三] 2013年3月27日，我到日本東京，在靖國神社的一

個紀念碑上看到一幅浮雕，敘述東鄉平八郎在明治38年(1905年)

打敗俄國海軍，如圖二十四所示。

[文獻一]《趣談電磁波》，《閃文集III》第6頁

[文獻二]《電話的故事》，《閃文集II》第283頁

[文獻三]《台灣的電信大戰》，《閃文集II》第48頁

[文獻四]《死刑的故事》，《閃文集II》第329頁

[文獻五]《軍隊的通信》，《閃文集III》第188頁

圖二十四: 東鄉平八郎在明治38年(1905年)打
敗俄國海軍。

[附註三] 東鄉平八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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