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我們
這樣的
一群文學生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
人文應用專題II

非虛構寫作

單維彰‧葉儀萱 主編

A group of 
liberal arts students like us



002　前言

004　封面故事

006　孫詠淳 － 區塊鏈上的貨幣戰爭

026　劉育蓉 － 開箱左撇子的世界

040　陳珊汝 － 小孩子才做選擇？不分系學士班探討

058　楊予茵 － 你了解自己嗎？測測MBTI吧！

078　楊旻倪 － 塑膠污染的救星？可分解塑膠的隱憂

098　李羽娸 － 疫情肆虐加劇貧困童婚

118　侯皓為 － 護國神山真的這麼神嗎？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資源詛咒現象探討

138　朱立亞 － 蝦密？原來電競女選手那麼少！ 
　　　　　　     從電子競技看性別議題

150　吳宜真 － 都市傳說荒誕無稽？ 
　　　　　　     帶你用不同視角去觀看都市傳說

174　陳虹瑄 － AI 將取代視覺藝家？ 
　　　　　　      Artificial Art 與 Artificial Artist

196　黃芊甯 －「遠山呼喚」—— 深入尼泊爾創造教育

目錄



02   03

前言

像我們這樣的文學生，跟一般文學生同樣學著語言、文
字、歷史，與哲思，但我們學習的歷史包括藝術與科技，而且
我們可能多學了些影像敘事。我們可能具備比較特殊的態度：
我們認為已經完成的科學與技術，即屬人文，更別說大家都知
道部份的科技已經化成文化了，因此成熟的科技也是文學生分
內的學習內容。雖然我們學習的內容傾向於從過去汲取養分，
但想想大學裡哪一門課不是從過去汲取養分呢？所以廣義來說
所有可學習的知識，都是過去的知識，這一點文學生跟所有大
學生並無二致。而像我們這樣的文學生，在學習的態度上，心
繫現在；我們雖然面對過去而學習，卻隨時環顧現在，並且評
估未來，時時提醒自己：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現世問題。

其實，這樣的心態仍然就是「文以載道」，只不過，如今
「道」的譜系早就超越盛唐所知的範圍，而「道」的源流脈絡
也不僅我們祖宗所傳的這一支。像我們這樣的文學生，雖然已
經不可能像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前輩，踏遍知識地圖的每個節
點，但我們卻也不給自己設限。我們的核心教養—人文的教
養—培育我們富於觀察與省思的心靈，它並不限制我們隨心所
引地遊走於當代知識的任一個角落。而且，這心靈的旅行，雖
然有時候純粹是因為好玩，但更多時候是因為我們心繫現在的
一個問題（或議題）。

於是，在我們正式出發之前，嘗試了短程的探險—就當是
我們文學生的實驗吧。這本小冊子，收錄我們這群文學生走了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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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月的旅行札記。不必浮誇而談跨領域，我們遊走於科技、
金融、教育、個人心理、社會心理、環境、生理領域，也以關
懷平等與正義、優質教育、性別、個人與社會均衡發展等議題
的心緒，記錄這一趟實驗之旅。

 
 

單維彰 https://shann.idv.tw
國立中央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數學系與文院學士班

民國百十二年一月於臺灣中壢

像我們這樣的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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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此書為111學年第一學期，「人文應用專題II」的學生作
品，亦為文學院「議題導向多元敘事力計畫」的成果之一。同
學們在課堂上進行非虛構（nonfiction）寫作的訓練，並以「
說故事」（storytelling）的形式呈現，希望能將艱澀難懂的硬
知識，轉譯為普羅大眾也能理解的科普文章。同學們從生活經
驗出發，挖掘自己感興趣的題目，在文章中導入相對應的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揭露這一世代棘手的問題與挑戰、展現他們對於不同
社會議題的關懷。

此書封面由人工智慧生成藝術（Generative Art）工具－
－Midjourney 繪製而成。只要在介面上輸入你希望在畫面中出
現的物件、風格、材質等關鍵字，系統就會搜尋資料庫中的圖
片進行打散、重組，最後生成一張新的畫作。這般革命性工具
降生的同時，也引發人類藝術家的版權爭議與深偽技術
（Deepfake）等犯罪擔憂。我們擁有最嶄新的科技，同時也面
臨著最嚴重的資源枯竭與社會動盪，這無疑是一個最好、也是
最壞的時代。

在這個加速變動的世界，文學院學生的學習方式及內容也
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學們將不再只是回首過去，更需要提
起勇氣，面向廣闊未知的未來。此成果冊的封面設計，為兩位 
學生面向海洋，一齊眺望遙遠的彼方。他們肩並著肩，卻看不
清彼此臉上的表情。

　  葉儀萱



04   05

 

像我們這樣的一群文學生，面對那片一望無際的知識之
海，也許迷茫、也許害怕、也許渴望征服、也許抱持希望。然
而，不管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思或情緒，世界是不會停下的。我
們能做的，是繼續保持好奇的眼光與學習的熱忱，在維持人本
的前提下善用科技工具，肩負起新世代的責任，為他人、也為
自己，創造一個更永續的未來。

 
 
 
 
 
 
 
 
 
 
 
 
 

 
「人文應用專題II」課程助教　葉儀萱

聯合國永續發展的 17 項核心目標
（圖片來源：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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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上的貨幣戰爭

孫詠淳

2020年初，去中心之夏（ De-Fi Summer ）宣告來臨， 
Web3.0 相關話題和各式去中心化項目的聲勢在短時間內迅速
成長。當現實世界正在經歷嚴峻的疫情、戰爭、高通膨時，人
們將目光轉向加密世界。現實中的資本大量流向數位資產，數
位貨幣牛市使各大幣種價格暴漲，媒體上充斥著通過數位貨幣
一夜致富的神話。許多人認為數位貨幣不過是一串字串，不夠
可靠，是被炒作產物。不過，數位貨幣的影響力不僅限於個人
投資而已，更是各國在加密世界的角力戰場。

從0到1，數位貨幣的起點

當人們為了提高資源交換效率並增加經濟活動的便利性
時，需要一個擁有社群共識的交易中介物。這個中介物不斷改
變，從使用貝殼、貴金屬鑄幣，到後來更便於攜帶的紙幣被發
明。而今，甚至出現看不見也摸不著的「數位貨幣」。

數位貨幣（ digital currency，又稱虛擬貨幣或加密貨幣）
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 1988 年華裔密碼學家 Wei Dai 在線上論
壇Cypherpunks 發表的 B-money 研究。B-money 的設計構想
與技術基礎，包含了身份驗證、智慧合約、分散式帳本、數位
簽名等概念。 2008 年 10 月 31 日，一位名為中本聰（ Satoshi 
Nakamoto ）的神秘用戶發表題為〈比特幣：一種點對點式的

　  孫詠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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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貨幣系統〉的論文，中本聰提出的比特幣（ Bitcoin ）與 
B-money 構想十分相似。中本聰由論壇用戶牽線，與 Wei Dai 
聯繫，參考B-money 機制，逐步完善比特幣應用與完整性《比
特幣白皮書》第一引用文獻便是 Wei Dai 的 B-money 研究。

比特幣被定義為「點對點的電子貨幣，可以不需經由金融
機構，就能直接傳送」強調點對點交易，也就是買賣雙方直接
建立交易聯繫，不經過任何中間媒介，例如銀行、第三方支付
機構或平台的介入。只要賣方願意接受比特幣支付，買方就可
以從自己的虛擬錢包中掏出比特幣傳給賣方來交換商品。比特
幣成為數位貨幣發展的礎石。

使用線上的數位資產交易線下商品的第一筆實務交易，是
一次「食物」交易。 2010 年 5 月 22 日，一位工程師以一萬枚

Photo by Kanchanara on Unsplash

區塊鏈上的貨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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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購買了兩片披薩，這個日子還被加密貨幣愛好者定為 
「比特幣披薩日」。十年過去，2021 年 3 月 24 日，全球電動
汽車龍頭特斯拉（ Tesla ）創辦人兼執行長馬斯克（ Elon 
Reeve Musk ）在推特上宣布美國消費者可以使用比特幣購買
電動汽車；一枚比特幣時價約五萬美元，也就是說，只要不到
一枚比特幣就能買到非頂規系列的特斯拉車款。不過十年，一
枚比特幣的價值就從五千分之一片披薩變成了一輛電動汽車！

穩定幣：不可以不知道的新興數位貨幣形式

最廣為人知的數位貨幣非比特幣莫屬，但各色各樣的幣種
百花齊放，最廣為流通的數位貨幣又是什麼呢？統計截至 2022 
年，由 Tether Limited 發行的「穩定幣」USDT 是最受歡迎的
數位貨幣１之一。

何為穩定幣？根據中央銀行「國際間穩定幣的發展、風險
及監管議題」文件定義，穩定幣（ stablecoin ）是數位資產交
易業者推出的延伸產品，由於虛擬資產如比特幣、以太幣等價
格波動劇烈，雖然有價值轉移功能，但不適合用作支付工具。
穩定幣是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通過業者設計的價格機制，使
其維持與法幣或其他資產（黃金、石油、鑽石、數位貨幣…任
何有價資產）單位掛鉤。

穩定幣不同於比特幣強調去中心化發行，而可大致分作兩
類：去中心和中心化穩定幣。目前市場討論的穩定幣多為中心

1 https://earthweb.com/cryptocurrency-statistics

　  孫詠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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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穩定幣，中心化穩定幣的流通量遠高於去中心化穩定幣。

去中心化穩定幣來自於區塊鏈上的智能合約或算法產生，
通常由去中心自治組織（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
zation, DAO ）來治理，但因為目前去中心化穩定幣多被當作
槓桿工具，且去中心化穩定幣背後也需要中心化穩定幣支持，
而難以獨立茁壯發展。

中心化穩定幣則多是由鑄幣機構以擔保資產（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債券或基金、貴金屬、比特幣等）作為價值抵押，穩
定幣主要擔保品有法幣擔保（ flat-backed ）與虛擬貨幣擔保
（ crypto-backed ）。不過也有一類穩定幣是依靠算法支撐（ 
algorithmic ），這類穩定幣的運作則相對複雜。

目前幾大主流穩定幣的擔保成分都綜合了法幣、商業票
券、債券與虛擬資產，又以美元為主要錨定對象，因此擔保品

Photo by John McArthur on Unsplash

區塊鏈上的貨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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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含有不少美元和美國債券，這些擔保資產理論上將會提供美
元穩定幣1:1 的美元儲備支持。

穩定幣的誕生來自於幣圈交易者對價格較穩定的資產儲藏
中介的需求。沒有穩定幣前，在區塊鏈上交易相對複雜，由於
虛擬資產價格的浮動非常大且頻繁，好不容易談成的交易可能
因為資產價格突然發生劇烈變化而破局。另一方面，穩定幣迅
速發展的原因除了方便虛擬資產交易外，它的名稱也足夠有噱
頭，一些投資者會選擇穩定幣為投資標的，吸引了大量資金挹
注，穩定幣是虛擬資產投資者管理資產時的重要橋樑。高穩定
特性雖然沒有太大的收益空間，卻能幫助虛擬資產交易，能更
方便地將法幣交換成數位資產，穩定幣成為重要的入金管道。
對於想加入數位貨幣圈的新手而言，一種低風險、標榜相對價
值穩定的幣種聽起來也是一個再適合不過的入門項目。

前述提到的 USDT 即屬於中心化穩定幣，最初存於比特幣
區塊鏈，後因發行量成長，逐步與其他區塊鏈整合，並流通於
各大虛擬貨幣交易所。USDT 是當前虛擬資產市場交易量最高
的幣種，流通供給量達65,884,935,625USDT。

在使用穩定幣作為數位資產交易單位的風潮興起之後，穩
定幣逐漸成為幣圈真正的「通貨」。這一說法沿用了現實世界
的金本位概念，將現在較不容易鑄造成功且貴價的比特幣比做
「黃金」；價格波動大、相對貴一些、開採越來越不容易的以
太幣為「石油」；而流通量大，常以比特幣當作擔保的穩定幣
則為「通貨」。

　  孫詠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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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幣的「穩定」幻夢

這麼說來，加入購買穩定幣似乎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必經之
路？2021 年 10 月， Facebook 宣布改名為 Meta 後，全球吹
起元宇宙浪潮，Web3.0 的變革和元宇宙世界變成了人類展望
的下一個綠洲，不少人更將開拓元宇宙視為在下個網路串聯時
代前實現財富重分配的關鍵。

不過就在 2022 年初，發生了一件可在 Web3.0 歷史記上一
筆的重大虛擬資產崩盤事件。算法穩定幣 TerraUSD（ UST ）
因為短期大量資金出逃導致資金池流動不足而發生擠兌，與美
元大脫鉤。母公司 Terraform Labs 眼見頹勢不可挽回，創辦人 
Do Kwon（原名音譯權道亨）宣布放棄 UST，導致曾為全球發
行量第三大的虛擬貨幣Luna的百億美元市值在短短幾日內蒸
發。這個黑天鵝事件動搖了全球穩定幣投資者的信心，使虛擬
貨幣交易市場產生劇烈動盪，發行量最大的 USDT 也短暫被捲
入脫鉤險境。

相較於資產掛鉤的穩定幣，算法穩定幣的運作機制更加複
雜，Do Kwon 設計出的 Terra 演算法讓投資人在 Terra 生態系
中可利用「擔保品」Luna 和「綁定美元價值」的 UST 兌換過
程套利賺取差額，通過兩幣種的市場運作使價格維持穩定。事
實上，Luna 並沒有足夠美元儲備支持，而是以其他加密貨幣為
資產儲備，和 UST 的套利交易來維持運作。由於兌換機制與算
法設計的缺陷，致使擠兌發生不久 Luna 與 UST 即陷入死亡螺
旋，雙雙崩潰。儘管一開始投資人都能看出 UST「穩定幣」的
基礎如此「不穩定」，UST 卻仍在一年內吸引超過 140 億美金

區塊鏈上的貨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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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使 Do Kwon 被奉為「韓國幣王」、「幣圈金童」。

真正賦予 UST 價值，催熟投資人信心的誘因不是 UST 或
LUNA 本身，而是Terraform Labs提出的Anchor Protocol 
（ANC）。根據 ANC 所述，用戶持有 UST 能獲得接近 20% 的
年化報酬；相對而言，目前我國公股銀行定存利率普遍只有 
1.2% 左右。這項幾乎不可能兌現的承諾使不少人在 UST 事件
發生後，將之稱為「幣圈的安隆事件」認為這是由 Do Kwon 

Photo by Behnam Norouzi on Unsplash

　  孫詠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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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的龐氏騙局。

Do Kwon 出生於「金湯匙、土湯匙」之說盛行的南韓，沒
有顯赫出身的年輕一代在高競爭、高社會壓力的環境中喘不上
氣，他們希望通過各種渠道翻身致富，讓自己能夠在大城市立
足，而虛擬資產正是這幾年最流行投資方式。UST 在南韓特別
受到歡迎，Do Kwon 作為韓國出身的青年創業者，他在幣圈的
成就對渴望翻身的「土湯匙一族」無疑是一劑強心劑，他在社
群媒體展現出的自信和成功形象快速吸引了許多追隨者，這群
相信 Terraform Lab 將會在元宇時代帶領他們創造財富的人又
自稱為「Lunatic（意同瘋子）」。

2022 年中，一名小學老師發現班上的學生友娜在請假過後
幾日都沒回到學校，老師通報後，近一個月搜索，警方在全羅
道港口打撈出一台轎車，裡面三具高度腐爛的屍體被證實是友

Photo by Konstantin Evdokimov on Unsplash

區塊鏈上的貨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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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一家三口。經過調查，警方發現友娜的父母長期投資 Luna 
幣，在Luna 和 UST 陷入死亡螺旋導致幣價崩盤後，欠下一億
多韓圜的卡債而無力償還；警方推測友娜一家可能為自殺。

UST 事件引發的不僅止於友娜一家的悲劇，這個惡性黑天
鵝事件形成的連鎖效應在虛擬資產圈子中持續震盪。虛擬貨幣
對沖基金三箭資本（ Three Arrows Capital ）在此之前是幣圈
備受矚目的新星，但由 UST 事件造成的幣圈熊市，三箭資本開
高槓桿壓注在 ANC 卻血本無歸，因此陷入流動危機，最終只得
向紐約法院申請破產保護。直到 2022 年末，加密貨幣交易所 
FTX 破產事件中都還可以見到 UST 崩潰留下的餘波。針對 UST 
危機，美國財政部長葉倫隨即在公開發言中點明 UST 的風險，
以及美國政府應加速制定穩定幣監管政策。很快地，美國金融
市場工作組（ The President's Working Group on Financial 
Markets, PWG ）發布了一份穩定幣風險報告，呼籲國會進一
步監管虛擬貨幣，促進穩定幣立法，討論穩定幣對市場的風
險，內容強調穩定幣發行量大增後，這些資產儲備不透明的穩
定幣可能會造成金融體系不安，指明穩定幣三大風險：擠兌、
支付系統、權力過度集中２。

2 若發行機構準備金儲備不足，當大量用戶要求贖回時，會因為無法及時支付
而引發擠兌，造成幣價危機和機構信用降低。支付系統可能會有個資及系統安
全隱患。主流穩定幣的鑄造機構對虛擬資產市場影響力過大，少數開發者與投
資客掌握了這個「私人鑄幣所」的管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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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開局，能否掙脫集中化金融霸權？

回溯到數位貨幣發展之初，數位貨幣的概念被寄予厚望：
創造一種能夠市場上流通的去中心流通貨幣，擺脫權力機構的
貨幣政策干預。然而，當中心化穩定幣成為數位資產市場中交
易的主流媒介時，其中心化發行的特性已然與原先去中心化的
核心精神相悖。

去中心金融（ De-Fi, Decentralized Finance ）想法是相
較於傳統中心化金融（ Ce-Fi, Centralized Finance ）而生，主
要概念是將金融產品建立在公共的區塊鏈網路上，通過智能合
約或公帳本來完成交易對。從個人層面而言，去中心化金融讓
我們不受限於政府法規限制，不需要依靠資本機構就能進行金
融活動。從社會層面而言，中心化金融逐漸讓人感到受限，並
對權力集中造成的腐敗結果忿忿不平，而去中心化的概念帶來
了相對完整的自由，給予人們能夠自我治理的理想空間。

不過，當個別穩定幣發行機構在數位資產的網絡中擁有足
夠的影響力時，數位資產市場的話語權又重新回到中心化機構
手上，它的一舉一動，即使是創立者在社群平台上的一篇推文
都可能牽連到整個幣圈，甚至進一步動搖現實世界的金融體
系。

數位資產股票化的趨勢形成另一個以全球範圍展開、24 小
時不間斷的市場。錨定法幣，尤其是錨定美元的中心化穩定幣
為穩定幣項目的大宗，利用美元的流動性高、應用廣、信任度
高的策略是一把雙面刃。錨定美元能夠快速地聚集資金，卻也

區塊鏈上的貨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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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心化穩定幣失去了極大部分的主權，發行商鑄造穩定幣後
也不能擁有完整的財政政策，因為與美元綑綁，這些穩定幣像
是美元在區塊鏈交易上的「代幣」，通過網路在全世界快速流
通。

 
Who is the Big Brother？主流穩定幣作為美金霸權的延伸

法幣百百款，為甚麼錨定美元的穩定幣最受歡迎？在此文
中無法深究美國貨幣政策的發展史，但為了簡要的說明美元地
位如何建立，仍然要提到二戰戰後經濟復甦和布雷頓森林體
系。上世紀三零年代，經濟危機席捲全球埋下戰爭的導火索，
而二戰結束後，歐洲各國經濟又都遭到重創，惡性通膨、債台
高築。大洋彼端的美國在二戰後成為歐洲國家最大債主，1944 
年美國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準金本位
制。

Photo by Dmitry Demidk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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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對戰後經濟復
甦有關鍵作用，美國也藉此在全球政經環境站穩老大哥的地
位。可是，布列敦森林體系很快遇上致命問題，美國作為製造
國需要外國資金購買本國商品，但若是為了幫助外國經濟復甦
而持續借出美元，則會導致國內貨幣流通性不足。後來，美國
選擇執行馬歇爾計畫，在黃金儲備不足的情況下持續印鈔借
錢，於是「美金」成為了世界經濟的血液，流向各地。

經濟有起色後，歐洲國家努力將黃金買回；同一時間，美
國仍不斷發鈔，並負擔高額外債。1971 年，布列敦森林體系因
為尼克森總統宣布停止兌換美元與黃金而終結。褪去華美的外
袍後，上頭的蝨子沒對美元造成太大干擾，擁有能源與糧食兩
項命脈和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級企業，老大哥的地位仍然屹
立。隨著各國陸續宣布結束準金本位制，如今的法幣多是依各
國央行發行的國債為錨。儘管仍然有錨定對象，但越來越多人

Photo by Etienne Marti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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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並且擔憂政府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像美元這類強勢貨幣，
持續超發可能會全球經濟造成危機。這也是為何去中心化金融
想擺脫中心機構的原因之一。

錨定美元的穩定幣成為虛擬資產的主流交易媒介後，「去
中心化」受到重大挑戰。引入資本活躍市場、達成共識的交易
媒介、保持貨幣政策獨立，穩定幣顯然無法方方面面都兼顧
到。美元錨定穩定幣這類「美元代幣」讓美元的影響力深入到
數位資產市場，正如同上個世紀美元做到的那樣。

美元穩定幣和許多以美國為市場或發展基地的數位資產機
構讓美國政府擁有了更多介入數位金融的合理、合法條件。

美國監管動作不斷，2021 年，為了履行與紐約檢察廳的和
解協議條件，消除市場對 USDT 抵押品不透明的疑雲，Tether 
開始尋找會計師事務所合作進行資產驗證，公布儲備報告。在 
2021 年六月時，Tether持有的商業票據和存款憑證佔總資產的 
49%，而仍被認為是風險較高的資產，並且，市場有消息稱
Tether所持有的商業票據３來自中國房地產商，尤其可能來自
當時商業票據頻頻逾期還款的中國恆大集團。2022 年，Tether 
在第一季度綜合儲備報告中將商業票據的資產持有比減少至 
32%（約合201億美元）、增加持有貨幣市場基金與美國國
債、減少擔保貸款，通過增加美國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所建
議的「高品質的流動資產」比重，提升 USDT 持有者的資產安
全。2022 年末，美國眾議院金融委員會起草新的穩定幣法案，

３商業票據（Commercial Paper）是一種無擔保，由公司發行的短期債務金
融工具。通常用於資助應收帳款、存貨和滿足短期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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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大多數穩定幣需有現金或現金類證券擔保，並對算法穩定
幣實施為期兩年的禁令，禁止鑄造新的「內生抵押穩定幣」。
這一法案若通過後，「去中心化金融」的理想將會受到重創。

「錢」力的遊戲，Winter is coming？

美元錨定穩定幣作為連接美金與數位資產的中介，美國政
府一直涉入其中，當此類穩定幣能夠蓬勃發展，同時意味著美
元的霸權地位在數位資產的進程中不會被輕易淘汰。這種暗示
讓不少發展中國家感覺到威脅，尤其是發展中、經濟不佳或法
幣不被人民信任的國家，人民傾向持有外幣來防止現有資產因
國幣貶值而迅速縮水，外幣選擇又以美元為最常見的選項。

以印度為例，印度人十分喜愛使用美金，為了防止美元入
侵，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建立起多重防

Photo by Christine Roy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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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管制個人美金帳戶、限制匯兌數額、介入國內外匯市場，
為的都是要保持政府的財政主權完整性。鑄造法幣、印發紙鈔
的成本所費不貲，並且有柬埔寨、波多黎各、帛琉…等國做前
例，為何印度政府不直接宣布放棄鑄幣權，以美元為國家正式
流通貨幣呢？

就如同前述提及的美元穩定幣與美元的關係，當這些發展
中國家放棄本國鑄幣權而改用美元時，其財政主權已經被美國
政府割裂瓜分，國內經濟將會變得被動，跟隨著美國聯準會的
政策起伏。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 2019 年時公開表示對穩定
幣向貨幣主權、資本管制、支付體系監管等公共政策發起挑戰
的憂慮。穩定幣雖然擁有極大的潛力能降低支付成本，但發行
機制不透明，無法確認發行機構是否能承擔支付結算的壓力測
試。最重要的是，錨定美元的穩定幣可能進一步增強美元在國
際貨幣體系的主導位置，影響國內金融穩定；當貨幣主權受到
衝擊後，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效力降低。

整合現實與虛擬世界的數位貨幣（CBDC）

區塊鏈技術與數位支付已是可預見的新時代趨勢，儘管美
國已經在數位資產影響力的賽道上率先起跑，但其他國家仍無
法這封拒絕進入加密世界的邀請函。

根據國際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2021 年報告，由於疫情促進虛擬數位支付與近期穩定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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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擴張，全球九成的中央銀行已開始接觸「中央銀行數位貨
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CBDC）」領域，其中超
過四分之一的央行已投入開發或實驗執行階段。該如何理解
CBDC？為甚麼各國都在推CBDC呢？

我國現任央行總裁楊金龍在 2021 年「貨幣數位化與台灣
金融產業的未來」研討會的演講題為「央行貨幣的支付功能與
CBDC的發行」針對央行發行我國CBDC的進度進行說明。現行
央行貨幣包含銀行存在央行準備金和市面上流通的貨幣，央行
準備金主要是用來提供央行同業資金調撥清算系統使用，處理
銀行資金轉移、金融市場大額交易交割、財金公司跨行零售支
付系統運作所需的資金，2020 年，同資系統的營運金達新台幣 
505 兆元，而民眾零售支付使用的現金（實體支付工具）流通

Photo by Markus Spiske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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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約為新台幣兩兆多元。這麼看來，新台幣其實大部分都以
數位方式在市場流通，已經達到數位化了，而楊金龍認
為，CBDC 可能成為零售支付的最後一哩路。

台灣電子支付多元便利，現金使用良好，與歐美主要經濟
體相同，政策考量與研究腳步與他們一致；所以主要的是因應
數位支付未來趨勢，主動了解 CBDC 的技術挑戰與成本效益，
持續探討可能的技術解決方案與最佳運作模式；未來 CBDC 如
果推出，最好能發會出有別於其他支付工具的價值與功能。（
引用自楊金龍，貨幣數位化與台灣金融產業的未來」研討會演
講詞。）面對數位新浪潮，爲了避免虛擬資產市場潛在的過度
炒作行為影響金融與貨幣穩定，各國央行期望利用 CBDC 達到
反制虛擬貨幣，特別是穩定幣動搖金融體系的可能性。北美、
歐盟、英國、日本、瑞士與瑞典央行和 BIS 訂定出三項 CBDC 
的基本原則：無害、共存及創新與效率。CBDC 對已開發國家
不僅是對抗美元穩定幣勢力的方針，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達到「
普惠金融」在便利民眾的同時或許還能減少印鈔支出。

對於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來說，CBDC 稱不上對抗美元穩
定幣的有利方法，但因為FTX事件衝擊了數位貨幣投資人的信
心，加密貨幣圈進入寒冬，可能使鏈上的資金重新流回現實世
界。除了促進普惠金融、減少國內加密貨幣交易、打擊金融犯
罪外，通過調控 CBDC 的利息也能再次讓央行集中金融體系的
控制權。印度政府剛好在今年（2022）12月開始推對數位盧
比，目標是通過發行數位盧比減少民眾對美元這類國際清算貨
幣的依賴，減少國內資本流出。儘管印度政府成效未知，但近
年來全球對數位支付的接受度都提高許多，因此擁有政府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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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BDC 被視為極具發展潛力的商機，與眼下正處於寒冬中的
數位貨幣成了鮮明對比。

結語

在政府介入加密貨幣監管一事上，參與區塊鏈社群的人們
先前已經多次爭論，經過 2022 年數次幣圈大事件後，無論是
幣圈的圈內人還是隔岸觀火的圈外人，都更清楚地意識到加密
世界對現實世界擁有極大影響力，不得不開始關心政府對數位
貨幣的監管政策將如何發展。

支持政府應盡速介入的一派認為，現有的虛擬貨幣管理機
構因為缺乏正規體制與直屬的監管機構而出現過多弊端，導致
投資者血本無歸。政府介入後能有效堤防不肖圖利人士或組織
以非正當手段危害投資者的資產安全。而反對政府過度制約數
位資產交易的人則認為，去中心化金融是去除了現實世界冗
滯、腐敗的中心化組織的理想淨土，不應受到玷汙。不過，穩
定幣的出現和使用又與去中心化精神背道而馳，儘管穩定幣方
便數位資產交易，卻引入了作為發行中心的鑄幣所，有不當意
圖或未被妥善管控的鑄幣所又顯然為投資者們帶來了更多損
失。

穩定幣對金融體系最大的威脅就是國內資金外流，美元主
導地位加深。美國通過祭出強力的監管政策鞏固鏈上的美元霸
權；各國政府不得不即時反應，消極策略如：立法禁止國內加
密貨幣交易，積極策略如：推動國內 CBDC 發行。

區塊鏈上的貨幣戰爭  



24   25

至於 CBDC 與穩定幣之爭究竟哪一方能佔上風？這並沒有
最佳解答，對 24 小時都在波動的幣圈來說，「絕對」是不存在
的。這是一個相對初生的市場，2022 年中的 UST 死亡螺
旋、11月初急轉直下的 FTX 交易所倒閉事件、正在發生的幣安
擠兌潮，許多投資人被迫黯然退場或是止損抽身，這一波熊市
寒冬可能為 CBDC注入多少生機有待考驗。

無論是穩定幣、CBDC 還是法幣，「選擇」持有何種資產
本身就是在投資，並沒有孰優孰劣的定論。深究各式貨幣，不
論背後是一國政府還是私人鑄幣所，這些交易媒介最終都是因
為使用者的信任而被賦予價值。真正「好用」，能夠留存下來
被流通的交易媒介，需要經得起時間和市場重重撿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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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箱左撇子的世界

 劉育蓉

「左撇子」，又稱「左利者」，約佔一成的人口。這群人
似乎完美地遁行於社會，同時又時常被他人當作一個驚奇的發
現。不過，左撇子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呢？讓我以左利者的身
份娓娓道來。

左撇子是異類還是天選之人？

從小不論到哪，最容易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哇！妳是左
撇子哦，好特別哦！」說這句話的人，總是用一種彷彿見到珍
禽異獸般驚喜的語氣，並大力稱讚左撇子都好聰明、好厲害，
接著還會向我介紹他（她）親戚、同事的小孩也是左撇子。相
信左撇子同胞們一定深有同感吧？右撇子的朋友們是不是也對
身旁的朋友說過類似的話呢？對我而言，當別人注意到我是左
撇子時，總讓我感到自己似乎擁有與眾不同的超能力，心中產
生莫名的光榮感——雖然誇讚的內容不見得符合實際情況，或
是能跟左撇子扯得上邊。當然，也有不少觀念較為保守的長輩
看見我用左手寫字、吃飯時，會嚴厲訓斥，逼迫我改用「正
手」。當我默默地落淚哭泣，不情願地將手中工具換到操作笨
拙、不靈巧的右手，寫出歪七扭八的字跡，還有筷子變得根本
夾不起任何食物時，那些大人們總露出成功「糾正」、「教
化」我的滿意神情。不過，左撇子是否真的比較聰明？或著，
用左手寫字真有這麼糟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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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除了當作指示方向的用詞，其他如：旁門左道、
意見相左、左遷等包含「左」在內的成語、詞語經常包含負面
的意涵。而「右」一字就相對沒有這種問題，如無出其右、右
族（指貴族），在古文裡又與庇佑的「佑」為同字，譬如《易
經》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有趣的是，在英文裡頭，
「right」除了是「右」的意思，也是意指「正確的」（其他與
英文同源或近源之語言，如德文和法文，也擁有類似的意涵）
。右撇子（right-handed）即成為正確的手（the right 
hand），也就是「正手」。而台語中也有同樣的意涵，右手為
「正手」，而左手為「倒手」（正手顛倒過來的手）。顯示跨
文化中一貫的「右」之正當性，之所以會發生這班異曲同工之
妙的觀念，得從人類發展的歷史談起。

在多數的現代社會中，除了有時必須與一些傳統觀念交鋒
外，其實身為左撇子是個福祉。相對地，以左手為慣用手的人
類祖先卻得承受了相當不對等的對待，他們遭受歧視、打壓，
甚至迫害，可以說是一段人類史上很少被關注，卻是高潮迭起
（甚至腥風血雨）的歷史。

考古學家們發現，在世界各地的遠古人類遺跡中出土的文
物裡，從工具的利用情形判別，大多數的器具皆是以右手打造
或者使用，且頭骨破裂的遺骸也多是左側遭到重擊（以右手攻
擊），只有少數例外。顯示右撇子早就是人類社會中的多數，
左撇子只佔了約10%，而 9：1 這樣懸殊的比例在歷史的進程
中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此指天生的左撇子或右撇子，非後天
訓練而成）。不平衡的偏手性比例使得世界成為右撇子的天
下，右利世界造成不同文化上一貫「右優左劣」的局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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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撇子的相對弱勢。影響範圍擴及觀念、習俗、語言和宗教等
各個文化層面。

世界多數的古文明皆有不少將左撇子視為異類的證據。在
美索不達米亞，左撇子代表著來自上帝的懲罰。古埃及人將他
們的敵人稱為「左撇子」，而他們自己是「正義的右方」
（righteous dextral）。在哲學思想蓬勃發展的古希臘，一票
哲學家也先後提出了他們對於左、右的一些看法和見解。先蘇
時期的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以為只有來自右側
睪丸的精子會繁衍男孩。後來的柏拉圖認為用手傾向是後天習
得的。「柏拉圖就曾發表過一個著名理論，他推斷左撇子是由
『母親或保母的愚蠢行為』所導致，這些母親或保母無法讓幼
兒牢記『右手至上』的文化模式。」（大衛・沃曼，2005：64
）而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則認為用手傾向是天生的（他自己就
是個左撇子）。古羅馬的已婚人士將婚戒戴在左手中指是為了
抵擋左手中的邪性，以防被惡魔迷惑而背叛婚姻。還有，以右
手打招呼表示手中沒有武器（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右撇子），向
對方示好（據說凱撒是這個動作的推行人）。不過還是有少數
的古文明視左利者這個少數族群為天選之人，具有一些特殊能
力。譬如，印加文明相信左利者具有療癒的能力，而愛斯基摩
人則認為左利者是巫師。

到了中世紀，「右優左劣」觀念在歐洲透過基督宗教的勢
力擴張加深——或許也將各地對左撇子的偏見在無形中集合起
來——天主教會詮釋聖經中的教義，大力宣傳左手是和惡魔、
撒旦打交道，右手才是指向上帝、光明的一方；當時眾多女性
左利者因此被認為是女巫而遭到迫害處死。後世西方社會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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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觀念影響深刻，許多天生的左利者因此被迫改為右撇子，
至少在書桌和餐桌上是如此。直至二十世紀中期還有許多教會
主日學校宣揚這樣貶低、打壓左利者的迷信觀念。

除了基督教強調左手的邪性，在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中，神
聖的宗教儀式皆需以右手進行，尤其印度地區至今仍認為左手
是骯髒、不潔的——俗稱「用來擦屁股的手」。不過，密宗
（Tantric Buddhism）則認為左撇子象徵著正向與智慧。

敵眾我寡

撇除宗教信念影響，隨著歐洲社會進入工業革命時代，左
撇子受到強烈的社會文化壓力抵制。在「右利世界」中，身為
多數的右利者主宰著世界，工廠內的生產線和機器的操作需要
順暢、一致，代表工具的設計和使用將順應身為多數的右撇
子，左撇子在這時候絕對是不受歡迎的。不只工廠，社會中的
禮儀制度也不遑多讓地排擠左撇子，在餐桌上無法容許有人不
斷地和旁邊的人撞到手肘，就算沒撞到，破壞一致的和諧也是
不雅觀。在學校內更是不容許有人使用左手寫字，許多天生左
利的孩子被迫以強硬、暴力的方式將之「糾正」為右撇子。十
八、十九世紀的英國，被抓到使用左手寫字的人很可能要遭受
體罰，或是左手被綁在椅背，如此一來就不能使用左手，只能
訓練正手。

一直到近代，約二十世紀之後，對左利者的打壓和不公的
對待才趨緩一些。少數工具製造業者漸漸開始生產「方向顛
倒」的工具，如剪刀、學習筷、棒球手套等，供左撇子人士使

開箱左撇子的世界  



30   31

用。想購買這些特殊商品可以拜訪左撇子專用商店，或者在少
數貼心的商家中尋到「寶」。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左撇子仍屬弱勢的一群，要找到會
提供左撇子專用工具的場所實屬難得。且過去社會文化壓力的
陰影依舊或多或少的存在，使得還是有相當比例的天生的左利
兒童會被長輩勸說，或者強迫改為右撇子（至少在書寫方面是
如此，少數人會要求在餐桌上也得使用右手，其他活動如體育
就比較沒有硬性強求），為的是讓小孩們能夠更好的融合這個
右手主宰的世界。

在右撇子佔多數的社會裡頭，大部分文字的書寫自然就變
成由左至右。可想而知，左撇子們在寫字時就會碰到一堆右撇
子不會面臨的問題，例如：書寫時，握筆的左手壓在紙上除了
看不到前面寫好的字，更悲劇的是免不了蓋上未乾的墨水，或
是流手汗導致字糊掉、被手掌疊印，前功盡棄，必須三番兩次
地塗改。不過，左撇子寫中文作文時卻意外地順暢，因為舊式
的中文書寫模式是由右至左的直式書寫，寫在方格紙上的作文
仍是遵照這樣的格式。是後來西化使得由左至右的橫向書寫成
為主流，甚至成為正式文件的格式，才遇到和西文一樣的問
題。這也令我疑惑，右撇子的古人們在書寫上是否也和現代的
左撇子們遇到同樣的困境？

那麼，左撇子到底要怎麼寫字？確實，在剛開始接觸寫字
這件事的頭幾年裡（幼稚園、小學）是困難、挫折、氣餒的，
不過經過幾年的訓練，每個左撇子終究會習慣這樣的麻煩事，
發展出一套應對方法，例如挑選書寫工具時要下一番功夫，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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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測試哪個品牌、怎麼樣的筆速乾、字跡不易糊掉等。除了
書寫的問題，許多工具起初設計時並不會考量到左撇子使用的
問題（除非設計者自己是個左撇子，不過那樣的機率就跟全世
界左撇子的佔比一樣低，只有10%的可能性）。表面上，現代
開始重視個體差異，盡可能的創造友善環境，滿足不同需求的
人，原本以右手便利的工具開始有左手專用，如剪刀，甚至小
孩用的學習筷、一體成形的課桌椅，還有好多開始為左撇子特
製的工具接續出現，但現實依舊不是理想，像學校這樣的場所
很難為了對每個學生友善而特別添購左撇子專用工具，同樣的
問題也會出現在其他工具使用、禮儀規範等情況上。這個右利
世界對左撇子們來說是多麼的麻煩，甚至可以說是「左弊世
界」。

但是，左利者也習慣自己的需求被忽視，甚至沒有意識到
自己的生活過的比右利者來得麻煩許多，維持著麻煩又困擾的
生活而習以為常。「如果設計者忘了考慮左利者是否也能夠使
用這項產品，接下來又沒有發現左利者根本無法使用這產品，
很自然地，這項產品最後還是只適合右利者所用。但這其中有
部分的問題來自左利者本身，他們不僅非常能適應這個右利的
世界，也如同波卓斯基所形容的：『似乎習慣這樣的世界，不
曾表現對左利專用器具的迫切需求。』這當然不表示他們不會
去使用或購買這樣的產品，如果真的買得到的話。」（克里
斯・麥克麥納斯，2002：368）

開箱左撇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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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撇子形成的原因眾說紛紜

八月十三日是我那左撇子弟弟的生日，正好也是世界左撇
子日，而我本人也是個左撇子。我們的父母都是右撇子，生下
的三個小孩中有兩個是左撇子，這機率似乎比一般家庭來得
高。根據神經心理學家克里斯・麥克麥納斯（Chris McMa-
nus）在實際研究調查的數據，若雙親皆為右利者，生出左利
小孩的機率為9.5%；雙親是一個左利者和一個右利者的話，生
出左利小孩的機率則是19.5%；至於雙親都是左利者的話，生
出的小孩有26.1%的機率是左利者。所以的確，我們家中的左
撇子比例特別得高。

這引出了一個疑問，形成左撇子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十九
世紀的法國人類學家布洛卡（Pierre Paul Broca）研究發現的
大腦功能分區，為人體的不對稱性，包含偏手性，開啟了醫學
研究的篇章。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朝著這個方向研究，跨足
神經科學、心理學、人類學和醫學，嘗試解答「左撇子的身世
之謎」。是單純的基因遺傳，還是有其他因素控制？是先天，
還是後天的因素影響？

先討論器官的側向性。這是生物演化的機制，當我們要進
行一個動作時，大腦需要發起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才能使欲動
作的器官運作，所以將不同的控制區域分開管理，形成大腦組
織分區的微架構（microarchitecture），整體運作就會變得更
有效率。不止大腦組織分區，器官側向性也是有效率的動作中
的一環。舉凡有分左右兩側的部位，就有慣用側之分，如最常
見的慣用手、慣用腳，甚至慣用耳、慣用眼，我們會下意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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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使用的那一側器官就是所謂的慣用側。而慣用側的形成也
是基於建立生存優勢。在危急情況下，例如跌倒、有東西朝自
己丟過來、回擊等需要快速反應的狀況，擁有其中一側率先反
應，可以加快腦部的處理速度，大大提高自我保護及反擊的能
力。

如何定義慣用手看似簡單明瞭，但依據實驗觀察結果，我
們在面對不同的事物時會有不同的慣用側，用左手或右手寫字
不代表我們就是左撇子或右撇子。許多在幼年時期被父母訓練
成右手寫字的左利者，在其他方面比如吃飯、打球，還是以左
手為主，這是最常見的例子。其他像是擠牙膏、轉瓶蓋、翻書
等這種需要另一隻手輔助的動作就容易被忽視。因此，理查・
歐非爾德（Richard Charles Oldfield）就整理出一張表格來檢
視工具使用的側向性，稱為愛丁堡慣用手傾向量表（Edin-
burgh Handedness Inventory, EHI）。這個量表成為日後許多
研究用手傾向的學者通用的判斷標準。

然而，即使有個比較細緻的標準評判，在實行上還是會失
準。當受試者在填寫這個表格時，通常會想像自己如何使用掃
把、開蓋等畫面，但想像不一定是正確的，這些動作時常是無
意識地進行，當我們刻意回想或嘗試模擬動作時不見得符合實
際使用情形。還有，當左、右兩者的參數差不多時，很難判斷
受試者是左撇子或右撇子，甚至是左右開弓（Ambidextrous）
的人。最後一項尤其難判別，真正雙手混用的人必須能夠各種
動作上交替自如，然而有些實驗會將參數差不多的人歸為此
類，或是受試者在填表時就會自己選邊站。總而言之，左利者
不完全以左手做所有事，反之亦然。但我們一般還是以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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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為最基本的評判標準（有些人會強調自己只是小時候被父
母糾正，除了寫字以外的事全由左手包辦，因此自己是左撇
子）。

接著談到如何會有左、右撇子的區別，或者說為何左、右
撇子從古至今都維持著1:9的懸殊比例。自古以來，人們就對左
撇子的形成原因有各種推測。有些人認為是先天形成的，即基
因已決定一切，有些人則認為是受到後天因素的影響，造成胎
兒或幼兒在發展過程中成為左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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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派認為，之所以會成為左撇子，可能是因為媽媽在分
娩過程中的些許差異，使得胎兒左右腦的某些功能互換，進而
形成左撇子。或者是在孕期中的睪丸素分泌較多，影響胎兒成
為左撇子。而學界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解釋左撇子
如何形成，或持續以少數存在的確切原因。不過，就目前的研
究結果，從遺傳基因著手研究似乎是正確的方向，也就是說，
多以先天的方向進行研究。

然而，在早期的研究當中，立場不見得公正，有不少對於
左撇子形成原因的推測和理論，是建構在對於左撇子的偏見與
歧視之上。即右撇子才是正常的發展，左撇子的存在是因為基
因變異變得不正常，在胚胎形成或是養育過程中出了什麼差
錯，甚至認為左利可能是種功能缺陷，或是認為左利導致心理
發展不健康的大有人在。幸虧，隨著社會的進步讓不再合宜的
觀念被逐漸拋棄，更多的偏手性和側向性研究不再將左利者和
各式各樣的疾病、障礙掛鉤，而是專注在真正重要的任務：左
撇子為何以少數持續存在於人類社會之中？

瑪莉安．安奈特（Marian Annett）在1972年初次提出「
右側轉換理論」（Right Shift Theory），並在後續的研究成果
中持續說明、補充。同時，她的理論也是目前最具接受度的其
中之一。她認為，大多數的動物慣用側的分佈情形並沒有像人
類這樣高比例的不平衡，所以一定有個原因使得我們的用手傾
向呈現超級右傾。而這個原因很可能就是語言的使用，目前只
有人類發展出複雜語言能力，大腦認知功能的開發讓人類的慣
用側逐漸從均分演化成右傾。而在遺傳基因方面，她則認為人
類帶有某種特定的右側轉換基因，右撇子代表著擁有顯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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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左撇子可能是沒有將此基因顯現出來，或是不具有這個
基因。然而，基因組合的複雜程度遠超越我們的想像，目前尚
未找到安奈特假設存在的右側轉換基因，且似乎未解釋到左利
者維持少數沒有消失的原因。

左利者之所以沒有因為長期受到右利世界的排斥和打壓而
慢慢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逐漸消失，反而維持穩定少數是件值
得探討的事。其實，並非所有社會、文化和國家中的左利者佔
比都是十分之一，就像性別比一樣，左、右利傾向可能因為受
到文化壓迫影響，導致個人透過主動或被動地訓練用手傾向規
循所處社會中之常態，意即「導正」自我（或被導正）去配合
右利世界。基於社會文化壓力，在歐洲大約有10%的兒童是左
撇子，但只有2%的成人是左撇子，顯示許多天生的左利者後天
訓練成為右利者。北美國家較無對左撇子的歧視，因此左撇子
的人數相對世界其他地方來得多一些。

左撇子的生存優勢與光榮

然而，右利世界還是需要一些出其不意的「驚喜」維持整
體社會的競爭壓力。這時，左利者的生存優勢就出現了。現代
社會中不再以打打殺殺的生存模式競爭，不過在一些運動項目
中還是能體現左利的優勢。正因為左利者是少數，所以像是棒
球這種擊球方向會影響對手反應的運動中，左撇子球員反常態
的投球方向能夠將對手殺個措手不及，因此在棒球界中的左撇
子球員比例高達27％。但在高爾夫球界揮桿方向不會影響對
手，展現不出左利的競爭優勢，因此左撇子並沒有較高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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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甚至因為特殊球具（左撇子專用）的需求，高爾夫球手中
只有4％是左撇子。

右利世界確實會使得左利者的生存相對困難，即使不再受
舊有的迷信觀念綑綁，還是可能因工具的右利設計使之操作不
易，造成意外傷亡的風險更大。所以左利者需要在面對文化觀
念偏見和日常的生活中展現更強的適應能力，有鑑於此，或許
左撇子更容易成為成功人士的說法並非毫無依據，在成長過程
中的額外歷練和克服困境的能力訓練的確是能或多或少的成為
左撇子通往成功的助力。

結語

「我一直對慣用左手這件事，有著莫名的偏執。所有跟左
撇子相關的事情，都在我的偏執範圍之內。」（大衛・沃
曼，2005：10）同為左撇子的我，這句話非常有共鳴，同時啟
發了我以左撇子的身份進行對左撇子的探究，也期望不論是左
或右撇子的讀者都能夠在本文章中獲得新知。

左、右撇子之間的比例不平衡造成了左撇子在生存上不斷
面臨挑戰，但正因這些差異與歷練，使得左撇子們能夠發展出
更多的韌性和一套獨特的生存之道。因此，左利和右利之間的
區別絕非只有優劣、善惡這樣粗暴的二分法，而是充滿奧妙且
不容忽視的自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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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才做選擇？—— 不分系學士班探討

陳珊汝

「早餐到底要吃燻雞蛋餅還是蘿蔔糕？」這是每個早上都
讓我非常頭疼的問題。然而，就如經濟學所說的「人就是不斷
的在做選擇」。身為一名學生，我們總會面臨到「填志願」這
個難題。這次我面對的不再是「要」或是「不要」簡單的二擇
一題目，而是琳琅滿目將近百種的選項。

挑選志願對高中生而言，可說是意義重大的一件事，這項
專屬於他們的成年禮意味著要開始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但現況
通常事與願違。過往的教育制度憑藉考試分發，獨裁地替莘莘
學子定調了大學四年的主修方向。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大眾
開始改變了對於選擇系所的想法。「應該要選校，還是選系」
這類型的爭論至今仍未停息。在過去的年代中，學生選擇系所
的方向多考慮到家庭經濟以及未來發展，而忽略適性發展的重
要性。社會上對於選擇系所的批評不僅限於藉由成績分發而
已，更甚是校園職涯課程安排時間缺乏等，皆是現代人關注的
焦點。

過往的科系型態專注於理論上的研究，針對實作以及未來
職業技能的培養上琢磨甚少，而這也是最為人所詬病的問題。
部分學生在完成大學四年學業後，發現就讀科系並非自己所
愛，想要轉換跑道，卻由於求學期間並無擁有跨領域的經驗，
因而可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成本，重新學習新的技能。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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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例子並非個案，而是流竄於社會間的常態。時代潮流的改
變，使得現代人必須集多樣技能於一身，過往強調專精於一項
專業的想法也將被揚棄。不分系學士班的概念因應這樣子的潮
流而生，它或許是一種治癒前述問題的仙丹，也可能只是暫時
減緩病症的安慰劑。

全球化如何影響大學制度的轉型

Michael Gibbons（1994）提出了知識生產的兩種模式，
來解釋當代大學在全球化變遷下的變革（引自薛雅慈，2013）
。現代大學制度比起過往最大的轉變在於主導權不再完全由學
者所掌控。現今，財團、宗教團體抑或是政治人物皆有可能成
為一所大學的領導者。在Gibbons的理論中，全球化知識生產
的第一種類型為「文化集中性的知識」。此類型遵循嚴密的學
科劃分，過去傳統大學的科系劃分便是採行此方式。

圖一 選填志願示意圖，圖源自 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s/photos/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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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種知識生產的類型是「社會分配型的知識」，其內
涵與前一類型大相逕庭，社會分配型的知識強調以下特性：非
傳統的、應用性的、異質性的、非階層性的、暫時性的、特殊
性的知識。從前一種方式過渡到此方式，能夠發現到歷經全球
化後，知識從「不變」、「永恆」的代名詞順應時代潮流的變
化，轉換至「快速」、「多元」、「彈性」。Gibbons在此理
論中，更特別強調新類型知識產出的傳遞媒介將移轉到資訊科
技以及通訊網路作為輔助。

根據Gibbons理論的基礎，也延伸了許多不同的教育理
論，而「實作本位的知識」則是其中與不分系理念較有關連的
理論。該理論強調將課程與職場的實務結合，不再一味地鑽研
理論的內涵，而是側重將理論應用於現實生活中，使得課程的
內容包括工具的應用及職場實務的進行等。從「文化集中性的
知識」到「社會分配型的知識」也透露出大學應意識到傳統的
教學方式已無法負荷時代變動的速度。面臨全球化的威脅，單
一專業已無法應付時代的變遷，跨領域的學習應成為現今教學
方向的主流。這樣子的危機意識也讓跨領域課程開始出現在大
學，例如：通識課程。通識課程的成功也讓跨領域學習的範圍
逐漸擴大，擴及大學跨領域系所的建立，也就是本文所探討的
不分系制度。

國外的不分系制度實行

以外國的經驗來說，最經典的不分系案例國家是美國。美
國將其大學教育定義為「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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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對於該國的定義而言並非等待就業的「職業培訓所」，美
國將大學教育視為培育具有人文自由涵養的現代公民，意即「
先成為人，再成為專家」（鄒川雄，2006）。美國已在不分系
的培養上耕耘多年，該制度的進行方式是不替大一的新生刻意
分配系所，而是依據自己的喜好安排課程，更鼓勵學生選修跨
領域通識課程。在這一年徹底的探索後，在大二才開始將學生
分流至單一系所。這樣子的模式也逐漸受到其他國家效仿，而
臺灣近期推行的全校不分系學士學程的概念也與美國的模式相
當類似。

不分系的理念不僅限於西方國家，許多亞洲國家也為了因
應時代的變革，開始將這套不分系的制度帶進各大學。以鄰近
的日本為例，東京大學的課程設計便採用了相近於不分系的概
念。東京大學為其學制分成了兩個區段，分別為初級部以及高
級部。初級部的學生範圍在大一及大二的學生，課程以該科系

圖二 日本東京大學，圖源自維基百科（https://reurl.cc/WqyX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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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課程為主，而至大三大四生的高級部時，校方鼓勵學生
除了本科的課業之外，更能朝向跨領域及國際化的方向學習。
因此，在高級部的課程設計上，增添了多項的跨領域實作課
程，例如文學院的跨領域進階課程包括地理與空間設計、科學
技術研究以及環境科學等。

韓國延世大學的聯合國際學院（Yonsei University Under-
wood International College ，UIC）不同於其他學院，以英語
作為主要的授課語言。在課程設計上除了本科系原先規畫的課
程之外，更開設了「共同課程」。延世大學認為共同課程的必
要性在於這些課程所教授的內容都是該階段的大學生不論科系
皆須共同具備的能力，包括批判思考、科學素養、研究方法及
定量設計及寫作強化等。這類型共同課程的設計也與美國通才
教育的理念相符合。

圖三 韓國延世大學，圖源自 GINSKOREABROAD
（https://www.ginskoreabroad.com/university/yonsei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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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例證可知，不分系制度早已在世界各國間開枝散
葉，各大學需要透過這樣的改變以因應全球化浪潮後知識學習
的變化。即便從東京大學和延世大學的例子可以發現和美國大
學相比，這兩間大學仍無法完全做到讓全校大一不分系。但藉
由跨領域課程的設計，讓學生不再陷入過去單一學系知識培養
的窠臼，可將視野放的更寬、更廣。

國內的不分系制度實行

元智大學的管理學院不分系學士班是臺灣不分系學制的濫
觴，從此後開始不分系學制在各大學遍地開花。事實上教育部
早在1988年開始著手討論大學不分系的概念，也在1994年《大
學法》的修正草案中，進一步將大學學制調整為「學系、學程
雙軌制」，而政大也在1998年成立以「學程」的方式成立傳播
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陳秀槐，2011）。

 在開頭提到元智大學的管理學院不分系學士班，其標榜
以「主修」替代「系所」的方式，使學生有更多元的學習方
式。該學士班一屆的招生人數大約410人，其中分發方式以個
人申請為大宗。不同於他校的管理學院系所分配，元智大學管
理學院在大學部的系所分配只有學士班一個系所，而我們常見
到的企管系、財金系、會計系等學系則歸屬於不分系學士班的
學群。該系大一的學生被安排選修管理學院共同科目，並在這
之中探索自己喜好的學群，大二時才被分流至各主修科目，若
在學習期間需要轉換主修科目，也是被允許的。這樣子不分系
制度的規畫，幫助學生在高中銜接大學的期間不用急著要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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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藉由分數及外界評價選擇未來的主修方向，即便發覺探
索的科系並非自己所愛，想要選擇轉系，但與此同時這也是一
個探索自己渴望科系的過程。

 

不分系學制的形式多樣，除了以學院作為不分系的範圍之
外，臺灣目前也有以校作為不分系的範圍，例如：成功大學全
校不分系、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等。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
的招生人數相對於元智大學來說少了許多，每一年級招收14
位，分發管道成就以學測個人申請為大宗。成功大學與清華大
學的不分系制度類似，皆是在大一進入校園後不幫學生分配特
定系所，學生可以在這一年內至特定系所探索課程，並在大二
將學生分流至各選擇系所。成功大學不分系學士班更加強調學
生在跨域探索的成果，因此每學年皆有跨領域問題導向的專
題，培養學生撰寫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圖四 元智大學，圖源自元智大學官網
（https://www.yzu.edu.tw/alumni/index.php/tw/2016-01-03-17-25-18/864-202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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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看似符合優質教育內涵的學習型態，但也曾有
大學宣告其試驗失敗，決議讓不分系學制在該校退場。這不禁
讓人開始質疑，當初擎畫不分系學制的藍圖是否過於理想，抑
或是大學對於制度的配套措施不足？因此，在下一部分將針對
中央大學學士班的學生做問卷調查，蒐集其對於所屬不分系學
士班的意見及看法。

學士班的學生們怎麼看？

國立中央大學自民國97學年度開設該校第一個不分系學士
班–理學院學士班，而後也陸續在其他院所開設工學院學士班、
資電學院學士班、地科學院學士班以及筆者所就讀的文學院學
士班。這五所不同的不分系學士班對於分流方式的制定以及課
程規劃就如同上述所提及的皆不盡相同，因此這讓我開始思考
究竟原先學士班的規畫以及過去教育學者們對於不分系學制的
理想，是否有確實執行並實際幫助學生發展？除此之外，相異
學習型態的不分系學制是否能夠殊途同歸，達到當初所設想的
效果？

本部分針對了中央大學各不分系學士班學生進行「不分系
學士班的滿意度問卷調查」，問卷題目涵蓋了學生當初選擇學
士班的動機、學士班的規劃是否幫助學生探索未來主修、學士
班的制度規劃、跨領域的教學方式是否幫助學生學習以及對於
學士班的建言等。問卷共發放56份，文學院學士班學生填寫20
份、資電學院學士班15份、工學院學士班13份、理學院學士班
5份以及地科學院學士班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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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的結果好似無情的給提倡不分系制度的教育學者賞了
一個大大的巴掌，藉由學生的回答可以發現不分系學士班帶給
他們的學習效果似乎沒有教育學者們當初設想的那麼美好，甚
至許多未曾想過的問題漸漸浮現在學生們的學習過程中。

 

以本次調查學生的背景來說，選擇不分系學士班的動機以
「分數剛好達到」及「喜歡跨領域學習模式」兩者為最大宗。
依照這樣的分布可以試著猜想學生們在高中時期可能沒有足夠
的探索空間，抑或是高中的學習過程較專注在考試，忽略了讓
學生了解自我的時間，即便有在課綱內增設生涯探索課程，但
時數過少也導致效果不彰。因此，藉由上述可能性可以推斷學
士班學生的訴求會是以「跨領域探索學習」為最主要的方向。 

圖五 問卷調查：當初為什麼會選擇不分系學士班就讀？ 

　  陳珊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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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結果很顯然的也符合了前段的推論，有將近八成的
調查學生認為學士班的規畫使他們在比起高中時更了解自己未
來的學習方向。而剩餘兩成的學生指出目前的規畫不符合他們
期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項，包括：課程規劃不明確、分流問
題以及需求缺乏等。以課程規劃來說，有學生認為目前課程的
跨領域僅侷限在提供不同科系的課程，這樣子的模式對他們來
說幫助不大。相較選課的範圍廣泛與否，他們更加焦慮的是必
須在系所規定分流的時限前盡快決定自己未來的主修領域，而
這樣的情形又以理工學院的學士班較為頻繁出現。分流制度為
這些學生帶來的緊張感不僅止於此，此制度的矛盾同時也是阻
礙學生學習的一大絆腳石之一。舉例來說，有些系所的分流並
非以年級來劃分，而是以課程作為劃分依據，這便產生了非常
矛盾的情形。假設這類型需要作為分流依據的課程在大一階段
開設，學生等於失去了選擇、探索的機會，僅能憑藉學長姐的

圖六 
問卷調查：你是否認為學士班的規劃比起高中有幫助你探索未來主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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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以及該課程過去的評價作為選修的依據。這樣的情形有點
趕鴨子上架式的試圖引導學生應該選擇哪些課程，而扼殺了學
生原本應有的權利以及不分系制度實施的內涵。

 

這項問卷中最能指向教育學者與學生之間想像落差的證據
就是「以制度面來說，學生對於學士班實際執行的看法」。即
便在前幾項的調查中，仍有學生持有反面意見，但正面回饋大
多大於負面意見。然而，在這項指標中，有將近六成的調查學
生不滿意現行學士班的執行制度，而對其批評的角度也不僅止
於單一個方向。首先是學士班的定位問題，學士班學生修課的
模式出了系上開設的課程之外，為了跨領域探索學生大多需要
至所屬院所的其他科系修課。有些學生指出學士班的學生經常
遭遇的困境是所屬學院的其他科系仍就是以該系所學生作為第
一順位，學士班學生無法同等取得優先順位，導致其可能無法
順利選修該領域課程。然而又為了滿足學士班本身的修業規
定，又不得不選擇一些與自身領域、畢業專長學分完全無關的

圖七 問卷調查：
以制度面來說，你是否滿意所屬學士班目前的規劃？

　  陳珊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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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這類型的慘況讓學士班學生認為他們自己矮人一截，彷彿
是該院所的「二等公民」。

問卷的最後題目回歸到不分系學士班的核心創辦概念「跨
領域的教育模式是否真的有幫助學生學習？」高達八成的回答
者認為目前學士班的課程安排的確能幫助他們進行跨領域的探
索。舉例來說，學生提及跨領域的學習可以在修習課程的同時
接觸到類似或其他專業學科的領域，探索幅度較大。此外，以
資電學院的學習歷程而言，該院所屬科系學習領域本是一個系
所，但由於專業化的關係而被迫分開。不分系的學習型態讓該
院所的學生能夠自由探索該領域。

然而，剩餘兩成的學生也指出跨領域學習和現實職涯環境
的衝突。即便不分系學士班的最大優勢是選課自由，但若有繼
續攻讀碩士的計畫，還是必須選擇一個領域作為主要修讀目
標。在課程安排上，有些回答者認為不該刻意把與系所關聯度
比較不大的跨領域課程設定為必修，即便設計課程的立基點是

圖八 問卷調查：
你認為跨領域的教育模式是否有幫助你學習，抑或是造成更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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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但因為和本科系專業交集較小，學生需要花費更多時間
去準備跨領域的知識。時常發生的情形是學生在該跨領域課程
和本科系課程的學習間無法達成平衡，同學常為了顧及本科系
的課程，而變得在跨領域課程投入較低，這樣子的課程設計反
而和原先的理想背道而馳。

總結問卷的結果，學生們大多是因為對於跨領域的學習方
式或是考試分數剛好達到因此選擇不分系學士班。學士班跨領
域的教育模式也確實幫助大多數的同學學習，也讓他們比起在
高中階段有更多時間、空間探索未來主修的方向。然而，中央
大學不分系學士班面臨比較大的困境是制度面規劃不太符合學
生的學習現狀。包括：不分系學士班的學生在選課並無優先順
位、選擇領域的時間過早以及基礎知識不夠穩固等問題，要如
何解決困境對於不分系學士班來說的確是刻不容緩的。

美夢的破滅？–如何解決現行的問題

問卷調查的結果似乎給當初擘劃不分系教育制度的學者賞
了一記大大的耳光，分析了學生對於該制度的批評，不分系教
育制度會因此跌落神壇嗎？我認為不然。

觀察學生在調查問卷的回饋可以注意到，中央大學不分系
學士班許多政策的規劃其實是沒有違背不分系教育制度的初
衷，例如：學生能夠有機會到不同系所修課，而不受學分壓力
的阻撓。在跨領域的學習過程中許多學生也有留意到知識之間
的既便被劃分不同課程，但觀念其實是相通的，也能夠幫助他
們更全面的組織該領域的知識體系。然而，許多制度面規定的

　  陳珊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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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時常淹沒了不分系教育制度的優勢，而以下將針對學
生們對於不分系學士班的批評，試著提出解方。

「選課困境」是在不分系滿意度問卷中，出現頻率最頻繁
的問題。部分院所的學士班學生認為他們並沒有取得該院所其
餘科系的課程分發的優先順位，導致他們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
他們相較興致缺缺的課程。除此之外，課程的提供相對於其餘
科系的缺乏，同時也是讓同學們非常頭痛的狀況。尤其，若是
該課程為領域內相當重要的基礎課程，失去了學習的機會，便
容易導致在未來的銜接課程上有困難。針對這樣子的問題，我
認為唯一的解方是好好地和系所的老師討論這類型不便的選課
狀態。學生們的學習成效也是師長們相當關心的重點。適度的
向師長提出學習上的困境，才足以讓不分系教育制度導向一個
良性的循環。

除了選課的困境之外，「跨領域資源的缺乏及質疑」也是
回答者大量反映的問題。許多學生認為目前中央大學不分系學
士班針對「跨領域」大多侷限於能夠在所屬學院跨系所的修
課，僅有工學院學士班提供社會參與學程。而該學程也如上段
提及，許多回答者認為將其設為必修課程，讓他們無法好好分
配時間在課業、社會參與的研究上，導致實際的參與度、成效
都不是很好，這或許也不是當初規畫該課程的初衷。針對這項
問題，我認為學生、系所都能做出相對應的行動來改善這樣的
狀況。以學生面來說，除了適度的向系所教師提出想法之外，
也可以善用學校的密碼卡制度。在選課之前就事先規劃好可能
選修的跨院系課程，並與該課程授課教師聯絡，說明自己的修
課動機，大多是有極大機率可以選修到自己想要探索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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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學校有提供這樣子的制度，但我覺得在系所方面，仍應該
積極提供更多跨學院的課程探索機會。由於有些課程會有人數
限制，授課教師也會因此不發放密碼卡，導致學生失去了一個
探索的機會。系所能夠執行較為實際的行動，是積極調查學生
對於跨學院課程的許願清單，再試著與大多數學生喜歡課程的
授課系所討論是否能夠合開課程。雙方積極地為彼此的權益發
聲，才是能夠處理這個問題比較有效的方式。

最後一個學生們提到的問題，同時也是不分系教育制度常
見的困境就是「學無專精的質疑」。學生們在問卷中提到，由
於前述提到的選課問題，導致他們無法順利選修到原先計畫的
課程，而該課程可能是該領域內重要的銜接課程，導致學生們
的基礎打得不夠穩。再者，有些學生耗費太多時間在探索領域
上，使得他們到最後很多領域都只摸到皮毛而已，也讓他們失
去了完整學習領域內進階課程的機會。這些看似血淋淋的例
子，我認為就是不分系教育制度的一體兩面。不分系教育制度
提供學生更多的空間去探索自己喜歡的領域，但這並不表示學
生只需要一昧的探索。學生最終仍需要好好專精在一到多個技
術上，這便是不分系制度留給學生最大的課後作業，如何好好
安排好自己的時間與精進自己的技術，並替自己尋找資源，都
是能夠解決學無專精學生能靠一己之力解決的部分。若學生仍
在探索中卡關，中央大學推行的導師制度也是解決這項困境的
好辦法。透過和導師的對談，教師可以理解學生在探索過程遇
到了哪些的困難，也能適時向系所提出學生的建議。而學生也
可以藉由晤談獲得撇除自己之外的看法，此外導師的經驗相較
學生豐富，也能提出更有遠見的想法提供學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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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小孩子才做選擇」這句話是近期在網路上風行的一句
話，不分系學士班的教育制度看似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但真的
是如此嗎？自全球化以來社會的結構開始轉變，不分系教育型
態如雨後春筍般增加。跨領域的學習型態開始幫助學習者適應
這個多變的世界，同時也解決過往單一科系可能造成興趣不合
又難以轉換跑道的問題。

即便在近年來有許多大學提出停招不分系學程，加上調查
問卷中學生對於不分系學士班的質疑，但我們真的可以說「不
分系教育制度的美夢」破滅了嗎？ 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依然
保持否定。藉由中央大學各院所學士班的經驗來看，不分系教
育遇到的選課困難、學無專精等問題，事實上是可以透過學生
與師長之間更緊密的溝通與輔導來解決。良好的師生溝通關係
以及學生對於學習的積極度還是不分系這個教育制度延續的王
道。若這兩個元素缺乏，教師方仍不清楚要如何解決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同樣的缺少了導師的指導，學生也可能
面臨苦無方向的情形。因此，兩方互助才能夠讓不分系的教育
制度生生不息。

「不分系確實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嗎？」我認為正是因為社
會上有太多選擇，因此挑選學士班的這個「選擇」才更是重
要。選擇給予自己更多的探索空間及培養跨領域學習的機會，
才是這個看似沒有選擇的選擇背後更重要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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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自己嗎？測測 MBTI 吧！

楊予茵

「我們一生的特權，就是成為真正的自己。」－ 榮格

「你喜歡做心理測驗嗎?」坊間各式各樣的心理測驗，提供
我們趣味性的遊戲體驗，在同儕之間掀起討論，引發彼此的共
鳴。然而，除了單純的娛樂效果外，究竟什麼原因使心理測驗
遊戲蔚為風潮？看似僅為茶餘飯後談論話題的心理測驗遊戲，
卻在本質上揭示了自我覺察的渴望：當我們在玩心理測驗時，
總是對背後的答案產生好奇，是因為我們想知道自己的性格以
及想法。

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來自外界的種種刺激，使我們被社會
存有的既定價值觀影響，迫使我們壓抑本質以符合社會的期待
模板，刻意為之的外在行為會消耗身心的力量，但並不會使原
有的性格改變。在此情況下，若我們可以運用十六型性格評
量，透過回答評量問題，自我覺察，重視自己的人格特質，將
本質性格發展完全，相信能夠在不壓抑性格的舒適狀態下，發
揮性格中的強項。除此之外，評量也可以使我們了解世界上存
在的性格差異，進而能包容他人的思考模式。

然而，性格評量作為自省評量，主要功能還是自我覺察。
因此，若每個人都能了解自己的性格，發揮性格長處，圓潤性
格的不足之處，人與人之間也更互相體諒，更加多元共榮。

　  楊予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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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TI 歷史

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分類指標（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又稱作MBTI，由凱瑟琳‧布里格斯（Katharine 
Cook Briggs, 1875–1968），透過觀察女兒伊莎貝爾‧邁爾斯
（Isabel Briggs Myers, 1897–1980）嬰幼兒時期至成年時期的
人格塑造過程而發想出人格分類問卷。布里格斯與瑞士心理學
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通信，引用榮格於
1921年所出版的《心理類型》的八種人格類型，初步建構了她
的分類指標。後來，邁爾斯基於幫助他人找到最合適工作的動
機，一步步構成今日的MBTI。

由於布里格斯和邁爾斯這對母女並非心理學家，導致這份
評量一直以來遭受心理學界評價其信度和效度不佳，榮格並未
為其背書，在臨床上亦無法使用，但這並不表示該評量毫無用
處。相較於臨床上使用的評量，MBTI可以迅速且直接地給予「
我是個怎麼樣的人」的歸屬感。MBTI在性格描述上，以中性偏
正面的口吻，無條件接納每個人格的缺點，肯定其優點，發揮
正面的影響力。

而MBTI之所以稱為評量而非測驗，是因為性格並無優劣之
分，只有最合適我們自身的性格，我們做測驗的目的是為了解
天賦和盲點，而非定義自己或他人的人格類型，也不應貼上「
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人」的標籤，而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和思考邏
輯。

小孩子才做選擇？－不分系學士班探討  你了解自己嗎？測測 MBTI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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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TI的維度與子維度（Facet）

MBTI有兩階段式評量，第一階段為MBTI Form Q，僅分析
總體傾向，由四位字母組成，每位代表一個類別（維度），在
兩個字母中擇一放置，能代表個人特質的代表詞彙（取英文字
首為縮寫，粗體字）：

 1. 能量功能：內向–外向（Introversion–Extroversion）

 2. 感知功能：實感–直覺（Sensing–Intuition）

 3. 判斷功能：思考–情感（Thinking–Feeling）

 4. 反應功能：判斷–感知（Judging–Perceiving）

以此產出受試者之十六型人格類型（24 =16），如下圖。

MBTI 十六型人格類型圖，圖片來源：工科大鼠 Ph.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_afhCoAWJA）

　  楊予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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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MBTI評量被大眾所熟知，免費評量也如雨後春筍般湧
現，賦予自我覺察的機會。然而，線上免費的評量通常只有顯
示總體傾向結果，也就是僅告知受試者的人格類型，並無更進
一步的分析。由於人的性格特質並無兩極之分，因此各總體偏
好中，也有可能會出現與之截然不同的結果（非典型偏好）。
事實上，，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某些子維度上出現非典型的
偏好，而這也能夠解釋，為何人在遭受壓力下，會出現與自身
性格完全不符合的思考和行為模式。

而第二階段為MBTI Form M，除產出十六型人格類型外，
更進一步納入子維度。所謂子維度，是指性格傾向中的某個
面，相對於總體傾向僅概略的敘述整體偏好，子維度能更深入
的反映該偏好中的細項，也能使我們更加了解性格中的細節。
我們可以將總體傾向想像成一顆鑽石，而子維度則為鑽石的切
面。

內向（I）或外向（E）–關注及獲取的能量功能

提及外向，會聯想到「善於交際」、「活潑」等形容詞；
提及內向，則會聯想到「不擅交際」、「沉悶」等形容詞。然
而，由於詞彙與日常用語過於相近，僅用上述或相似的形容詞
描述該特質，意義會有所失真且狹隘。兩者於該評量中的分類
標準，是由獲得能量的來源以及關注的焦點區分，即外向的人
較關注於外在世界、認同外在世界賦予的定義，藉由人際的交
流獲得能量，根據外界的需求和期待，遵循純然的客觀條件行
動。若在特殊情況下可能會因表現過於正常，與內在世界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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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或因受外界期待影響，情緒變得較不穩定以致於失去沉著
及冷靜。內向的人則較重視內心世界，獨特的價值觀離凌駕於
外界的期待，外在定義並無太大的影響力，但若過度關注自
我，忽略外界，則可能表現過度自我中心。

內向和外向又分為五個子維度，第一項是總體心智能量取
向，其餘四項是在不同的範疇的具體行為表現： 

(１) 主動提出–被動接受（Initiating–Receiving）

為在社交場合的總體能量傾向，給他人的第一印象為
主動認識他人，或被動等待他人認識。

(２) 善於表達–內斂（Expressive–Contained）

為表達的方式，是透過豐富的語言和肢體表達，或克
制自身的言語和非言語的表達。

(３) 合群–親密（Gregarious–Intimate）

為社交上與他人接觸的傾向，是喜愛認識很多人，或
喜歡接觸較少的人但建立深厚的關係。

(４) 活躍–自省（Active–Reflective）

為認識外界的傾向，包括人、事、物的取向，是傾向
主動接觸和認識，或偏好先觀察。

(５) 熱情–沉靜（Enthusiastic–Quiet）

為熱情的外顯程度，是透過言語和非語言將熱情傳遞
出去，或將熱情克制於心中。

　  楊予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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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感（S）或直覺（N）–處理資訊及認識世界的感知功能

提及「實感」，即實際感覺，似乎較「合乎常理」也較「
現實」。當提及「直覺」，總會聯想到「不符合現實」和「與
現實脫節」，雖給人不切實際的印象，但在日常，我們或多或
少也有運用直覺的經驗，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以逃離危險。
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傾向以直覺處理資訊的人，重視內在對
世界的認知和感覺，認為無意識的偏好和價值觀，可以勝過物
質世界形塑的價值，因而不願犧牲內在世界，換取感覺或感官
現實，但有時會因過度壓抑，仍對世俗有斷斷續續的渴望。傾
向以實感處理資訊的人熟悉外在過程的感知，對外部世界擁有
較快的反應力及適應力。藉由五官獲取信息和注意感官事實，
較專注當下，能根據不同場合選擇表現得體的形象和裝扮，但
其享受物質帶來的樂趣，稍有不慎容易墮落成享樂主義者。

實感或直覺的傾向，可以視為整合資訊的過程，分為五個
細項：

(１) 具體–抽象（Concrete–Abstract）

為吸引注意力的資訊，是細節或實體的資訊，或理
論、抽象的資訊。

(２) 現實–抽象（Realistic–Imaginative）

為理解資訊的方式和對資訊提出的疑問，是以真實情
況理解資訊的含意，或以聯想方式尋找與資訊相關的
聯想。

你了解自己嗎？測測 MBTI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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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實際–概念（Practical–Conceptual）

為轉化資訊的方式和試圖回應資訊的疑問，是以邏輯
推論的方式，或以聯想方式。

(４) 體驗–理論（Experiential–Theoretical）

為轉化資訊後的回答，是以實質和現實，或理論和概
念。

(５) 傳統–原創（Traditional–Original）

為認知後分享和紀錄的方法，是以經驗、例子或一般
性語言，或以創新、抽象概念和理論化。

思考（T）或情感（F）－ 邏輯和決定的判斷功能

當提及某人經由思考而做出決定，大眾會認為此人是「有
邏輯的」；當提及某人是以感受做出決定，則會認為此人是「
沒有邏輯」、「情緒化的」。

 雖然兩者在做決定的模式上，所展現出的行為可能與上述
的形容詞有一定程度的關聯，然而，性格評量並非以行為判斷
來分析性格，而是在探索內在的心智功能。所謂的「符合邏
輯」，可以經由兩種不同的方式分析，並不是以外在行為作為
唯一標準。以「思考」為邏輯的人，有一套適用於所有人的模
板，通常有較客觀的判斷標準，但當執著於找尋純粹的標準
時，會有徹底關閉自身情感的傾向；以「感受」為邏輯的人，
相對圓融，關注於自己的所作所為對他人的影響，考慮人的差
異與特殊情況，進而調整判斷標準，在外界看來，或許由於判

　  楊予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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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標準因人而異，容易被貼上情緒化的標籤，然而不管以何種
方式為判斷，都是有著自身的一套邏輯標準。

思考或情感的傾向，可以視為判斷的過程，共五個細項： 

(１) 邏輯–同感（Logical–Empathetic）

為做決定時的心理原則，是以客觀對錯為條件，或以
人性化，考慮對他人的影響和價值觀為條件。

(２) 合理–合情（Reasonable–Compassionate）

為實踐決定時的行為原則，是以合乎邏輯為方式，或
以合乎情感為方式。

(３) 質詢–隨和（Questioning–Accommodating）

為面對異議的行為，是提出疑問，或是嘗試接受和理
解他人立場。

(４) 批評–包容（Experiential–Accepting）

為對異議的處理結論，是堅持己見，說服他人接受意
見，或選擇包容他人意見，即使認為自身的看法是正
確的。

(５) 強硬–溫和（Tough–Tender）

執行決定後的追蹤模式，是以批評和修正的意見反
饋，或以鼓勵、協作和幫助給予反饋。

你了解自己嗎？測測 MBTI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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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J）或感知（P）－ 生活和計畫的反應功能

當提及某人偏好以判斷做計畫，大眾可以透過其外在表現
的行為，認為此人「井井有條的」、「是時間的主人」；當提
及某人偏好以感知做出計畫，則會認為此人是「散漫的」、「
愛遲到的」。兩種偏好所表現出的行為，確實給人的觀感如
此，然而，不能完全以外在行為概括其性格。兩者間最大的差
異是在於雙方對自由的定義不相同，也各自追求不同的自由。
偏好以判斷做計畫的人，主要追求「內在的自由」，他們傾向
於控制外界的情況，以確保自己的內在是自由的。他們將事情
安排妥當，用以安排空閒時間，為了達到目的，傾向於填寫行
事曆、時間表、計畫表等。相反地，偏好以感知做計畫的人則
較追求「外在的自由」，他們傾向於隨時隨地吸收新的訊息，
以此能隨機應變。但俗話說，要自由之前要先自律，在達到外
在自由前，他們需要有匹配此種偏好的能力，才能避免被時間
追著跑，特別是在現今任何事情都有一個截至日期，若一昧的
追求外在自由，而沒有相應的解決能力，可能會對他人造成行
程進度的麻煩，而自身也可能陷入事情永遠無法準時完成的困
擾之中。

判斷或認知傾向，可以視為對於規畫外界的偏好和生活的
方式，共分為五個細項：

(１) 有系統–隨意的（Systematic–Casual）

為生活上的總體規畫風格，是喜歡井井有條，或喜歡
隨機應變。

　  楊予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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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有計畫–開放的（Planful–Open-ended）

以年為單位，為長期規劃的制定傾向，包括年度計
畫，是有明確的時間規劃，或以大方向大略計畫。

(３) 提早啟動–壓力催動

     （Early Starting–Pressure-prompted）

以月或季為單位，為短期計畫的制定傾向，包括月計
畫和專案計畫，是嚴謹計畫和提早完成，或藉由臨近
期限時的壓力激發工作效率。

(４) 有秩序–即興的（Scheduled–Spontaneous）

以天為單位，為日程安排的規畫傾向，是每日按表操
課，或不拘泥於時間表而能隨時調整。

(５) 有方法–突發的（Methodical–Emergent）

以小時為單位，對某一件事物的工作模式，是根據既
定流程，或以不同方式。

MBTI以四個字母分析每個類型於能量功能、認知功能、判
斷功能和反應功能的特質，但僅於第一個字母討論該人格類型
的整體為外向或內向，而忽略了認知功能、判斷功能及反應功
能實際上也有內或外傾向的差別。

前面提及，MBTI的產出過程中，運用了榮格的思想，雖僅
透過書信方式與榮格聯絡，但我們依舊可以從榮格的思想中，
推敲出MBTI的建立架構，那以下就來介紹榮格八種人格類型。

你了解自己嗎？測測 MBTI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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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八種人格類型

MBTI以四個字母分析每個類型於能量功能、認知功能、判
斷功能和反應功能的特質，但僅於第一個字母討論該人格類型
的整體為外向或內向，而忽略了認知功能、判斷功能及反應功
能實際上也有內或外傾向的差別。

MBTI中運用了榮格於1921年出版的《心理類型》，然而榮
格的性格傾向中並無將判斷和感知納入維度中，該維度的出現
為伊莎貝爾‧邁爾斯基於設計一個自我覺察性格偏好的生活工
具而增加。在榮格的書中，描述人類的兩種認知功能，分別是
獲取信息功能和判斷事物的功能（可對照MBTI中的反應功能指
標，感知和判斷）。

榮格認為的各功能間，需達到平衡，才能成就完整的人
格，因此功能需兩兩成對，共八種功能四組功能對：

獲取信息功能（P）：
(１) 內向感覺–外向直覺
    （Sensing introversion–Intuition extroversion）
(２) 內向直覺–外向感覺
    （Intuition introversion–Sensing extroversion）              

判斷事物功能（J）：
(１) 內向情感–外向思維
    （Feeling introversion–Thinking extroversion）
(２) 內向思維–外向情感
    （Thinking introversion–Feeling extrover sion）

　  楊予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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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的性格傾向，指我們在心智功能的運用上有先後偏
好，認為所有人都具備以上的功能，只是在成長過程中形成偏
好，任何人可以使用八種功能，但最擅長使用前四種功能，而
四種功能隨著年紀的增長而發展成熟，分別是：

1. 主導功能（Dominant）

主導功能是每個人格最擅長使用且最依賴的功能，榮格認
為開發與生俱來的偏好，是一個完整人格發展的必經之路。它
定義了需求和慾望，每個人格需要藉由主導功能達成這些目
標，以獲得滿足感，然而若任其不受限制的發展，則會產生過
度使用的問題，導致該人格發展不健全。在主導功能發揮良好
且取得好結果的情況下，我們會覺得自身正處於自我實現的狀
態，相反的，若人格無法正常使用主導功能，並且產生負面結
果的情況下，則會出現認知失調及負面情緒。 

2. 輔導功能（Auxiliary）

主導功能與輔導功能造就人格百分之九十的性格，也是天
賦和核心的所在。其維持與主導功能之間的平衡，即認知與判
斷；取向的平衡，即外向與內向，以防止人格過度使用主導功
能。若無法良好的平衡發展，人格的認知將會不健全。 

3. 第三功能（Tertiary）

第三功能是造成人格類型差異的主要原因，常被用於壓力
和不適應的情況下，可視為心理防衛機制，用以遠離不舒服的
情緒，達到自我保護。然而若過度且長久的防備，將會偏離真
實的自我。若隨著其發展成熟，也可成為放鬆的避風港。

你了解自己嗎？測測 MBTI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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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次要功能（Inferior） 

若主導功能是人格中的明亮面，次要功能則是人格中的黑
暗面，是存於性格中的盲點，與主導功能有相反的心理力量。
由於次要功能的發展較前三項功能緩慢，通常不被關注和承
認，當壓力來臨時，會表現出與穩定時期相反的負面性格，需
要有意識的發展其功能，若忽略此功能的發展，將不利於人格
發展，理解和接納次要功能，人格可以得知弱點，揭開成長與
改進的機會。

MBTI 功能圖，圖片來源：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0398323）

　  楊予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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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八維功能分為，以內向傾向主導的內向感覺（Fi）、內
向直覺（Ni）、內向情感（Si）和內向思維（Ti），以及以外
向傾向主導的外向感覺（Fe）、外向直覺（Ne）、外向情感
（Se）、外向思維（Te），內外傾向最大的差異與MBTI中之偏
好指標相同，以關注的焦點和能量的來源為區別。

內向感覺（Si）或外向感覺（Se）

當接觸外界事物時，內向感覺為主導功能和輔導功能的人
格，如ISTJ、ISFJ、ESTJ和ESFJ，傾向於當下先回顧自身的主
觀印象，從過去的經驗及記憶中，特別是記憶中的細節及情感
中，找尋及比對與當下所經驗事物之間的關聯性，此外，由於
較關注主觀內在，因此也較擅長觀察身邊，靠近自身周圍的事
物。 

外向感覺為主導功能和輔導功能的人格，如ESFP、EST-
P、ISFP和ISTP，傾向以感官，即刻且實際感知外界事物的變
化，不會倚賴以往對於外界事物的主觀印象及記憶，對於外界
刺激能給予快速的反應和互動，也能快速的接收外在世界的資
訊。

你了解自己嗎？測測 MBTI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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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直覺（Ni）或外向直覺（Ne）

當體驗外界事物時，內向直覺為主導功能和輔導功能的人
格，如INTJ、INFJ、ENFJ和ENTJ，傾向將大多數的精力放置於
精神世界，而非現實世界，重視內在的自省，以及事物意義所
帶來的啟發和領悟，擁有著綜觀全局的能力，而為了達成目
標，也會關注未來和分析過去，以瞭解該事物的變遷，因此也
善於趨勢。

外向直覺為主導和輔導功能的人格，如ENFP、ENTP、IN-
FP和INTP，相較於內向直覺重視啟發和領悟的精神世界，則較
擅長且快速的觀察現實世界中人、事和物的關聯性和背後隱藏
的含意。

內向情感（Fi）或外向情感（Fe）

內向情感為主導和輔導功能的人格，如ISFP、INFP、ES-
FP和ENFP，重視個人的情感，對於自身的情緒擁有高覺察
力，因為對於情緒感知較為敏感，對於有相同經驗和被情緒所
苦的他人具有高度同理心。而其對情緒的察覺力，使其經常被
他人冒犯，較為特別的是，其能藉由被他人冒犯，意識自身在
意的事物，而進一步建構其不再受他人影響的價值觀。 

外向情感為主導和輔導功能的人格，如ESFJ、ENFJ、ISFJ
和INFJ對於他人的情緒感知較為敏感，擁有高共感能力，因此
擅長建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也願意為了保持群體和諧而犧牲
自我的利益。其遵循大眾的價值觀，也就是人類整體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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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會以大眾利益為前提。 

內向思維（Ti）或外向思維（Te）

內向思維為主導和輔導功能的人格，如ISTP、INT-
P、ESTP和ENTP，由於注重內部分析及邏輯思考，同時間若一
次性接觸快速且大量的資訊，較無法負荷，而吸收資訊前會先
經過一層對與錯的判斷，過濾掉其主觀上認為不正確或不需要
的資訊，針對性地進行資料蒐集，再藉由內部邏輯重新審視和
理解，深度且緩慢的思考建構出一套符合主觀理解的知識系
統。

外向思維為主導和輔導功能的人格，如ESTJ、ENTJ、ISTJ
和INTJ，由於注重外在事實及分析，能同時間大量的吸收外部
資訊和道理，能快速判斷及整理脈絡，藉由外部資訊判讀，客
觀的分析資訊，缺乏自己主觀認知上的判斷，傾向聽取專家的
建議，而不是主觀的知識系統。

結語

我們一生中，都在追尋「自我」的旅途上，或許會茫然，
或許會困頓，但都是人生必經的旅程。透過性格評量，我們能
以不生硬的方式自我覺察，認知人格特質的明亮面，而其反面
也必然有黑暗蠢蠢欲動，唯有察覺它們在性格中的存在，擁抱
和接納它們，我們才能真正有意識的往成熟的個體之路上邁
進，也更能於認知與他人間的性格差異之處，理解差異實質上

你了解自己嗎？測測 MBTI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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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互補，唯有共存共榮，互相尊重，社會才能發展進步。
如同榮格說：「同一隻鞋，讓一個人穿得舒適，卻會夾痛另一
個人的腳，沒有一種單一的生活處方可以適用於所有人」。

雖然MBTI在學術和臨床上皆有質疑之聲，然而，對一般人
而言，它能幫助自我覺察，也在能在茫然之時，成為心理上的
支柱，了解自己是人生的課題，告訴我們，都是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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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污染的救星？可分解塑膠的隱憂

楊旻倪

大家或多或少都看過海洋生物被塑膠纏住或傷害的影像
吧？尤其那張海龜鼻孔插著飲料吸管的小短片，筆者至今仍然
歷歷在目！這個影像有如敲響了警鐘，宣告著減塑行動已經刻
不容緩，否則可能發生更多令人心碎的事情。

為了解決塑膠所引發的種種問題，科學家一直致力發展出
一種可在特定環境下經由微生物快速分解的塑膠——生物可分
解塑膠（biodegradable plastics）。隨著減塑意識的提升以及
政府頒布「禁塑令」，市面上充斥各種生物可分解塑膠產品，
消費者也期望可分解塑膠能夠同時兼顧方便性和減輕罪惡感。
然而，在欣然接受這種新款塑膠之前，我們可曾深入了解可分
解塑膠？它是過多塑膠垃圾的有效解方嗎？

近年可分解塑膠確實存在一些隱憂，最先浮現的問題是消
費者對標榜「環境友善」塑膠產品的命名產生混淆，目前常見
的冠名有：可堆肥塑膠、生物可分解的、以植物為原料、天然
材料或綠色產品等等。該如何挑選，才能真正減少對地球的傷
害？由此可見釐清可分解塑膠至關重要。

　  楊旻倪



78   79

什麼是生物塑膠？

在解釋何為可分解塑膠之前，先從認識生物塑膠開始。生
物塑膠並不是新的發明，早在十九世紀就有賽璐珞（celluloid 
nitrate），它是一種以硝化纖維和樟腦製成的半合成塑膠，通
常用來生產假象牙和撞球。然而賽璐珞缺乏可變性與發展前
景，而且易燃，在性質穩定的塑膠問世之後，已經很少被使用
了，生物塑膠有如曇花一現，市場上仍然長期以非生物塑膠為
主流。直到人們開始重視環境，才意識到非生物塑膠的弊端，
生物塑膠便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由於生物塑膠缺少標準化的
定義，原則上只要符合以生物為基礎、生物可分解，或是可堆
肥其中任一條件，即便含有石化原料，亦可歸類為生物塑膠。
現今所指的生物塑膠可分成生物基塑膠（biobased plastics）
和生物可分解塑膠。 

圖 1，海龜鼻孔插著飲料吸管。來源：Youtube。

塑膠污染的救星？可分解塑膠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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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基塑膠

這種塑膠不使用石化原料，且全部或部分原料為可再生的
生物基質（biomass），例如甘蔗、玉米等。雖然生物基
塑膠的原料為天然的生物基質，卻不等於可以被生物分
解。根據全球性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調查資料顯示，
全球生產之生物基塑膠中，將近一半是不可生物分解的。
不過相較於可分解性，它更強調的是可再生性原料對於環
境的友善性。實際應用主要取代有「耐久需求」的塑膠產
品，例如3C產品機殼、塑膠零件、汽車零組件和飲料瓶
等。

由於生物基塑膠的原料大部分來自於糧食作物，因此有人
提出了幾點疑慮，假如大規模投入生物基塑膠的生產，將
會有更多可耕種土地的需求，可能導致森林砍伐和棲地破
壞的問題更為加劇，並且搶奪原本作為人類糧食的作物，
在未來可能引發糧食危機，如此反而本末倒置了。

另外有些跨國大企業，例如可口可樂、雀巢等消費用品公
司。為了因應環保趨勢，都曾提出「環保專案」承諾部分
商品會以生物基塑膠等永續性材料進行生產，並且在商品
包裝貼上綠色產品，或其他會讓消費者誤以為環境友善的
標籤。像是可口可樂在2021年推出一款100%以植物性塑
膠製成的飲料瓶（不包含瓶蓋和標籤），且貼了「100％
可回收」標籤。然後卻收到環保組織Sierra Club的提告，
提告的理由是包裝上的標籤會誤導消費者，他們指出此塑
膠瓶會因為受到污染以及加工損失，導致至少28％無法回

　  楊旻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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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此案例主要說明的問題點在於，當我們在市面上看到
琳瑯滿目標榜環境有善的產品時，必須意識到標籤是否可
信？是否經過符合標準的第三方認證？

2. 生物可分解塑膠

此種塑膠在足夠的溼度、氧氣與適合微生物生存的自然掩
埋，或堆肥環境中，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快速被分解成
水、二氧化碳和甲烷。生物可分解塑膠的原料大致可分為
兩種：一種為可再生原料；另一種為石化原料，並含有生
物分解的添加劑。台灣大多數的可分解塑膠製品以聚乳酸
（PLA）為材質，聚乳酸亦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可
分解塑膠，主要用來生產一次性的產品，例如塑膠袋、餐
具、餐盒等拋棄式用品。目前號稱生物可分解的塑膠已超
過20幾種，而且每一種的原料、化學結構和物理特性都不
太一樣，因此要達到完全的生物可分解，需要的環境條件
和時間都不大相同。

一般市面上「號稱」可分解塑膠的產品，大致可分為三
類：

(１) 光降解塑膠（photodegradable plastics）：

在傳統一次性的塑膠加上光敏促進劑，透過日曬促使
塑膠碎裂成粉狀，但是塑膠碎片會殘留在大自然。

(２) 崩解性塑膠（disintegradable plastics）：

將傳統塑膠成份與澱粉（常見為玉米、小麥）混合而
成，這種添加物可以加速塑膠袋分解變小，不過仍然
無法讓塑膠消失。

塑膠污染的救星？可分解塑膠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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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可堆肥塑膠：

由可不斷重複取得的天然資源，如微生物、植物、動
物，所製成的聚合物，最後分解為二氧化碳及水。並
且會經過分解率、崩解度、植物毒性、重金屬等嚴謹
的認證程序，通過後才可被稱為可堆肥化塑膠。

消費者在業者有意的誤導之下，購入「號稱」可分解的塑
膠產品，反而會加劇塑膠微粒的危害。根據前面所提到的三種
塑膠，僅有可堆肥塑膠才是「真正」的生物可分解塑膠。

為了確保可堆肥塑膠真的可被分解，必須通過嚴苛的標
準，才能認證為生物可分解塑膠。目前歐盟、美國、日本等國
家都發展出嚴謹的認證程序，在台灣也有環保署所認證的生物
可分解塑膠環保標章。判定標準大致可分為四項，分別是：材
質及重金屬分析、應完全崩解、應完全生分解和堆肥不具毒性
（請參考圖3），要同時滿足以上四項，才是經過合格認證的可
堆肥塑膠。此外，通過可堆肥塑膠認證的產品需要注意其保存
期限，根據不同環境的影響，使用的效期也會有所差別，通常
的使用期限約為六到九個月。

圖 2，國內與國際的可分解塑膠認證。左：環保署環保標章；
右：國際可分解（可堆肥）認證：BPI 認證（美國）/ Vincotte 認證（比利時）
/GreenPla 認證（日本）/DIN CERTCO 認證（德國）。來源：環境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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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生物可分解測試流程與方法說明。來源：塑膠中心。

圖 4，工業堆肥環境下生物可分解塑膠裂解情形
（從塑膠原本狀態經過 12 週的變化）。來源：宏力生化科技。

塑膠污染的救星？可分解塑膠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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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解塑膠面臨的問題和疑慮

看到這有人是否產生了：「那以後只要購買有經過認證的
可分解塑膠產品就好了啊，反正丟棄之後也會在環境中被分
解，這樣對於環境的危害應該也會減少很多吧！」的想法？事
情當然不會如我們所設想的那般順利，近幾年有多個研究指
出，可分解標準的認證無法反映真實的分解情況，因為進行標
準認證的地點均為擁有類比條件的實驗室，與真實環境的條件
存在落差。

此外也有越來越多相關的研究揭露可分解塑膠對於人體安
全的隱憂，即使原料來自於天然，但是為了讓產品達到性能上
的要求，以及促使生產過程可以順利進行，在製造的過程中不
免會添加一些輔助製劑、添加劑和塑化劑等等。而這些科學的
添加劑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但畢竟不是天然的，對
人體多多少少還是存在風險。不過假如今天真的迫不得已要使
用塑膠製品，那經過認證的可分解塑膠製品肯定是最佳的選
擇，但還是老話一句「能夠不使用塑膠製品就盡量不使用」，
因為可分解塑膠所面臨的問題絕對比我們想像的多。此部分以
聚乳酸為主要的討論對象。

分類回收的不易

台灣最常見的可分解塑膠——聚乳酸（PLA），原料主要來
自植物，通常由此材質製作而成的塑膠製品，多是一次性的拋
棄式容器，且不適合裝放熱食，因爲其性質不耐熱，在超過50
至55度的溫度使用下就會軟化變形。此外，存放的壽命也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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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一般由聚乳酸為材質的餐具或杯子大概放置1年後就會變得
易脆，因此聚乳酸製品也不適合回收再製，更適合以分解的方
式處理。廢棄後的聚乳酸，在特定環境條件下，能夠被土壤中
的微生物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再經由光合作用轉換成澱粉。
容器的底部會標示圍繞7號的三角形回收標誌，且下方通常有小
小的「PLA」字樣（圖5）。

當要丟棄聚乳酸容器時，我們面臨的第一個難題：要丟一
般垃圾還是資源回收？依照法規的規定，標有「四合一回收標
誌」的聚乳酸容器應該進行回收。回收後的聚乳酸容器，外型
與一般塑膠容器幾乎一模一樣，並且容器通常有套疊、壓黏的
問題。當一個傳統塑膠容器套疊在聚乳酸容器上時，由於兩者
長得近乎相似，一樣透明無色，在辨識上相當困難，因而造成
多數的聚乳酸容器並沒有正確地被分類出來。由於聚乳酸的處
理方式與其他塑膠不同，所以混入其中的聚乳酸會降低原本可
再利用資源品質的下降。

圖 5，台灣常見的 PLA 塑膠杯——星巴克塑膠杯。
來源：RE-THINK 重新思考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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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環保署統計資料，國內一年聚乳酸製品的使用量約有
6000至7000公噸，即使環保署增加補貼生質塑膠容器回收清除
處理費率為15.17元/公斤，且透過開發新技術設備以降低回收
成本。但是經過統計近3年回收量大約也只有360至480公噸之
間。回收率如此低迷的原因，除了難以識別的困難之外，聚乳
酸容器的回收數量相較於其他廢棄塑膠容器也少很多（因為聚
乳酸材質的成本比一般塑膠還要昂貴），業者認為無利可圖，
因而回收意願極低，最終無法被回收的聚乳酸製品則會進到焚
化爐裡焚燒，因此有少部分意見建議直接將聚乳酸製品歸類為
一般垃圾，以便減少後續引發的麻煩，但是這樣好像已經違背
一開始可分解塑膠所宣稱的優勢。

缺少堆肥環境

被有效機構認證為可分解的塑膠，並不等於埋在土壤裡就
會自動分解。當消費者拿到100％生物可分解塑膠袋時，以為
只要埋在家裡種植的花圃裡，塑膠袋就會自動消失，不會對地
球造成任何危害。事實上，這些塑膠袋或許會因為時間流逝而
碎裂為小碎片，但是卻不會變不見！前面提到生物可分解塑膠
的認證標準是極為嚴謹的——應於45天內分解達70%，於180天
內達90%。要達成這種效果，土壤必須維持特定的溼度、酸鹼
值和溫度，且要存在能夠幫忙分解的微生物，這樣的堆肥環境
稱為「工業堆肥」，目前市面上大多數經過認證的可分解塑
膠，其所需的分解環境幾乎都是「工業堆肥」類型，由此可
見，一般家用的土壤顯然是無法幫助分解的。雖然現在有些企
業正在研發適合「家用堆肥」或「海洋堆肥」的可分解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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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有待實驗驗證，想要解塑膠污染的燃眉之急還是需要先另
尋其他解決方案。 

對於聚乳酸製品的處理，國外大多採取堆肥或焚燒的方
法。而台灣因爲缺乏專業處理聚乳酸的掩埋場，因此回收後主
要製成固體再生燃料（SRF），轉廢為能作為鍋爐替代燃煤使
用。而少數進入掩埋場（多用來處理廚餘或樹枝葉）的聚乳酸
製品，為了節省垃圾所佔的空間，會透過壓力將垃圾壓成一疊
一疊的，在這種情況下會隔絕微生物分解所需的陽光、空氣和
水，大大降低可分解的效果。況且不同類型的可分解塑膠配方
亦各有差異，所需的堆肥環境也會產生落差。如果要滿足並設
置適合各種類型的掩埋場，必須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若是
考慮統一可分解塑膠的配方，設置相對應之掩埋場的難度說不
定可以降低。

不過台灣仍然有些企業排除萬難的在推廣可分解塑膠的應
用，像是台灣企業里仁，他們是一家專門販售有機商品的業
者，其門市採用「可堆肥生質袋」包裝有機蔬果，一年省下超
過350萬個塑膠袋，其生質袋由多個公司共同合作開發，花費
近2年的時間研發而成。改用生質袋之前，里仁發現當時台灣並
沒有處理生質袋的回收系統，於是自建可堆肥的環境。里仁鼓
勵消費者將用過的蔬果袋送回門市回收，集中後一併送到農場
進行堆肥處理，生質袋混入有機質及腐熟原料的堆肥環境，三
個月後即能完全分解，有機質成為了營養的堆肥，可堆肥生質
袋也可再製為育苗杯，兩者一起搭配恰好可用來培育樹苗，經
過12個月育苗杯的強度減弱後一樣可以再次進行堆肥處理，重
新再利用。只要擁有完善的回收系統和合適的堆肥環境，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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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塑膠還是可以成功的分解處理，並達成減輕環境負擔的目
的。然而建立有效循環經濟的前提，有賴於業者與消費者的積
極配合，兩者必需同時付出，才能使效益最大化。

圖 6，里仁「可堆肥生質袋」循環利用示意圖。來源：里仁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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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亂象

為了擴展聚乳酸的應用範圍，尤其以餐具最受重視，目前
市面上有標榜由麥桿、稻桿或玉米做成的餐具，這種類型餐具
的主要原料即為聚乳酸。然而在前文有提及聚乳酸是一種不耐
熱的材質，其實並不適合用來生產餐具，所以製作餐具的前提
是要解決不耐熱的缺點。該如何同時兼顧環保和耐熱兩種特
質？首先為了改變聚乳酸餐具不耐熱的性質，業者想出的辦法
是將聚乳酸與聚丙烯（PP）混合，以增加其耐熱性和持久性。
然而當材料中混雜其他塑膠原料後，聚乳酸就無法百分之百完
全分解了。

除了和非生物塑膠混合生產出的「假」可分解塑膠之外，
有些以天然原料製作而成的可堆肥餐具，為了防水防油而添加
全氟烷化合物。全氟烷化合物對環境和人體的危害不亞於塑
膠，經過證實全氟烷化合物會殘留在人體中很長一段時間，可
能會引起一些負面影響。最糟糕的是，業者仍然宣稱其產品是
環境友善的，誤導消費者進行選購。信以為真的消費者花費更
高的成本買了「冒牌」生物可分解產品，豈不是花了冤望錢？
還加重塑膠污染問題，簡直得不償失。

多虧學者的努力不懈，終於研究出新一代的全天然聚乳酸
製品，兼具安全性，也提高了耐熱性。要提高聚乳酸的耐熱
性，需要在製作過程中加入人造助劑。當聚乳酸掩埋分解之
後，這些人造助劑會殘留在大自然，近一步殘害環境。為了處
理這個問題，學者嘗試多種材料之後，發現一種礦物質還有萃
取自生物體的膠體，可以取代目前的人造助劑。由於這種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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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自然，因此當聚乳酸產品回歸自然之後，並不會對環境產
生危害。除此之外，此款全新耐熱聚乳酸成型的時間比市售耐
熱聚乳酸的成形時間還短，可大幅提升產能，並且其助劑用量
只需要1~3％，相較於市售耐熱聚乳酸的10～30％，大大的減
少其生產成本。假如未來有更多的廠商採用，原料成本將能降
得更低。

可分解塑膠真的那麼美好嗎？

從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的專欄文章內容指出，聚乳酸
在生產的過程中的能源消耗、碳排放和水資源消耗都比傳統塑
膠少。以碳排放量為例，生產1公斤聚乳酸會產生1.8公斤的二
氧化碳，而生產1公斤PET（傳統塑膠）會產生3公斤的二氧化
碳。可以從這個統計結果推論「聚乳酸比其他傳統塑膠對環境
更友善」嗎？事實上，這份統計資料的結果大概需要畫上一個
問號，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實際上聚乳酸是如何被生產的，且不
同業者間生產的方式是否有落差。單純只考慮生產過程中的碳
排放量和水資源消耗，也完全無法代表一個產品對於環境所有
的傷害，另外也需要考慮到其廢棄後的處理方式，是堆肥處理
還是送入焚化爐。過程中只要有稍微的不同，對環境的負擔也
會不一樣，是很難一概而論的。另外文章中也提到，在堆肥的
過程中，塑膠分解的同時會釋放出甲烷，而甲烷對於溫室效應
的影響更甚於二氧化碳。

根據一篇針對聚乳酸進行生命週期評估的論文也顯示，推
估每公斤聚乳酸的堆肥過程，其碳排放高達1.6公斤，已經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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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焚化聚乳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83公斤。此外聚乳酸在從
原料製成聚乳酸塑膠的過程中，也消耗了許多能源，其碳排甚
至高於非生物塑膠。尤其台灣在聚乳酸技術上稍顯落後，僅幾
家廠商有能力商業化量產，其他廠商則需仰賴美國或日本等國
家進口聚乳酸塑膠，將其形塑成產品的形狀，再售予消費者。
而從國外藉由航運進口至國內的過程中，將會產生龐大的碳足
跡。

最後一個不得不提的疑慮為聚乳酸的原料，全球超過三分
之二的可分解塑膠生產仰賴玉米、蔗糖等糧食作物為原料，若
無新種可分解塑膠問世，原料將長期以糧食作物為主。暫且撇
開糧食危機不談，大規模商業化生產糧食作物，可能引發濫用
肥藥農藥、壓榨勞工，或是不公平交易等問題。此外聚乳酸還
可能背上以基因改造作物為原料的罪名，因爲其原料玉米作為
常見的基因改造作物，而目前基因改造作物的存在仍然為人詬
病。當基因改造作物被禁止用來製成食品後，可能以作為聚乳
酸原料為新的發展路線，這樣是否可以推論：提倡使用聚乳酸
的同時，也變相支持了基因改造作物的耕作？

綜合上述所敘，目前對於聚乳酸環不環保仍然頗具爭議
性，一部分西方國家對於可分解塑膠的採用仍然抱持保守的態
度。歐盟議會在2018年的一次投票定調：生物分解塑膠無法解
決塑膠污染問題。並於2019年，通過《一次性塑膠指令》，立
法過程中雖然認可可分解塑膠可以作為一些塑膠的替代品，不
過基於其在市場上缺乏管理依據、消費者認知的不足，和缺少
相對應的廢棄物處理方式。在缺少有公信力的實驗數據和評估
之前，可分解塑膠的推廣應用必須抱持謹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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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塑的中庸之道

許多環保團體一致的呼籲塑膠污染的解方是減少「一次性
使用」，無論是使用何種替代材質，換句話說，能夠重複使
用、重複填充的商品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歐盟議會提出的《
一次性塑膠指令》是一個值得借鑒的例子，讓我們秉持著「減
少一次性塑膠」的信念去實踐減塑行動，而所謂的一次性塑膠
也包含作為替代品的生物塑膠。具體實施原則為：針對已有替
代方案之一次性塑膠製品，應全面禁止使用；若無替代方案之
塑膠製品，則應積極進行減量。逐漸以「可重複使用」的產品
取代全部「一次性」產品為此法令之最終追求。

在落實此追求的漫漫長路中，即便筆者在上述提到各種可
分解塑膠的問題和疑慮，並不代表徹底否認可分解塑膠的可行
性，它仍然擁有其優點，對於歐洲議會對可分解塑膠所抱持的
態度，筆者亦深有同感。但是筆者認為可分解塑膠的地位也是
任重而道遠的，它勢必是轉變至「無塑」這段過渡期不可或缺
的要角。話雖如此，其所面臨之問題還是得先一一破解，否則
反而會成為減塑行動的絆腳石。

總而言之，減塑行動的成功必須奠基於多方的合作，政府
需設立相關法規（包括可分解塑膠的市場管理、統一可分解塑
膠的生產規範），以及建立完善的可分解塑膠回收系統；消費
者則需補足相關知識，並落實環保行動，盡量使用能夠重複利
用的產品，若是必須使用一次性塑膠時，也務必認明經過可堆
肥認證之產品；而業者要進行合法的生產，當個不欺騙消費
者、有良心的商家。雖然要達成這個目標有一定的難度，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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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方的不便以及利益的損失，但唯有此三方團結合作，各自
退讓一步，減塑行動才能持續的向前邁進。

圖片來源：https://unsplash.com/photos/GjCx5Khul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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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檢索）

〈生物可分解塑膠，能治好我們的塑膠依存症嗎？（上）〉，
《看守台灣》，網址：<https://www.taiwanwatch.org.tw/
node/1459>（2022年11月9日檢索）

〈解開可分解塑膠身世之謎 選對「家用可堆肥、海洋可分解」
可以更環保〉，《環境資訊中心》，網址：<https://e-info.
org.tw/node/221737>（2022年11月21日檢索）

〈環保署關心生物可分解塑膠回收處理並採積極解決方案〉，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網址：<https://ncsd.ndc.
gov.tw/Fore/News_detail/53b26998-42f3-4edc-85ea-
dcfe033c469f>（2022年11月22日檢索）

〈「可分解餐具」出了實驗室就變「假的」，你還在用小麥碗
筷、玉米刀叉嗎？〉，《關鍵評論網》，網址：<https://
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9293?utm_source=2016In-
dexHot&utm_medium=internal&utm_campaign=hot_post>
（2022年11月23日檢索）

〈循環再利用 開創永續新價值！〉，《天天里仁》，網
址：<https://www.leezen.com.tw/article_organic.
php?id=1476>（2022年12月08日檢索）

〈生物可分解塑膠，能治好我們的塑膠依存症嗎？（下）〉，
《看守台灣》，網址：< https://www.taiwanwatch.org.tw/
node/1456 >（2022年12月08日檢索）

塑膠污染的救星？可分解塑膠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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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天然的「塑膠」－高耐熱聚乳酸材料〉，《泛科學》，
網址：< https://pansci.asia/archives/55585 >（2022年12月
21日檢索）

〈全球減塑政策大彙整！歐盟、韓國政策值得參考〉，
《Greenpeace綠色和平》，網址：< https://www.green-
peace.org/taiwan/update/1617/ >（2022年12月22日檢索）

圖片來源

圖1，海龜鼻孔插著飲料吸管。來源：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d2J2qdOrW44&t=50s（取自2022年12月2日）

圖2，國內與國際的可分解塑膠認證。來源：https://e-info.
org.tw/node/221737（取自2022年11月21日）

圖3，生物可分解測試流程與方法說明。來源：https://e-info.
org.tw/node/221737（取自2022年11月21日）

圖4，工業堆肥環境下生物可分解塑膠裂解情形（從塑膠原本狀
態經過12週的變化）。來源：https://ocean.cyc.edu.tw/mod-
ules/tadnews/index.php?nsn=123（取自2022年11月21日）

圖5，台灣常見的PLA塑膠杯——星巴克塑膠杯。來源：https://
www.facebook.com/rethink.tw/photos/pcb.268000741208
0613/2680009732080381（取自2022年11月22日）

圖6，里仁「可堆肥生質袋」循環利用示意圖。來源：https://
www.leezen.com.tw/article_organic.php?id=1476（取自
202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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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加劇貧困童婚

李羽娸

童婚（Child marriage）原本是聯合國計畫要在2030年以
前終結的１項目之一，但在COVID-19（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擴大貧窮之下，情況變本加厲，令聯合國和兒童權利活動
團體及人士憂心，這項目標恐將難以達成。

隨著新冠肺炎（Covid-19）爆發，女性孩童將面臨嚴峻危
機。全球女孩的健康與受教權原本逐漸改善，然而，2019年底
疫情開始爆發，國際非營利組織「兒童救助會」（Save the 
Children）發布《2020年全球少女報告》，剖析疫情對於性別
平等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在疫情肆虐前，全球每年約1200
萬宗童婚，其中200萬名女童在15歲前就被迫出嫁。眾多研究
指出，兒童新娘比起同齡的未婚者更容易感染２HIV，其教育程
度也較同儕低，她們通常也跟丈夫年齡相距較大，因而產生權
力失衡，以及更容易被伴侶虐待、強暴、毆打等。

根據兒童救助會（Save the Children）調查顯示，疫情爆
發後經濟大受衝擊，再加上各國間實施禁足、封城令，此舉導

1 其所對應的 SDGs 的指標為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確保有教無類、
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實現男女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2 眾多研究指出，兒童新娘（此指 12 歲後出嫁的新娘）比起同齡的未婚者更
容易感染 HIV，HIV 指的是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會透過體液在人跟人之間傳染，攻擊人類免疫系統，使其無法正常
運作。

　  李羽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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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許多貧困地區的父母失業，進而促使童婚風氣再度盛行。除
此之外，由於重男輕女的風氣盛行，在疫情爆發後，女孩獲得
保健服務與防疫資源機會相較男性則是大減，疫情情況下更加
劇貧困，使得家暴、性剝削與之產生。在緊繃的氛圍下，童婚
女孩們更是成為了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本文將一一探討女童們
的處境，以及如何改善現況。

一、童婚源起與盛行

３童婚，或稱娃娃婚，在傳統社會裡，童婚可能有４多種用
途，且童婚不僅限於第三世界，世界各地皆有童婚舉行。童婚
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事實上，這個問題的答案眾說紛
紜，但我們可以從印度這個童婚非常盛行的國家理解起。在《
摩奴法典》中記載了童婚的相關內容，內容規定「30歲的男子
應同12的女子成婚，24歲的男子應同8歲的女子結婚。」早期
就限制了女性自由擇婚權的法典，是造成印度童婚盛行的源
頭。

這些宗教經典標誌了印度社會的基礎，至現代仍有很大的
影響力。童婚習俗的歷史源遠流長，加上整體社會長期對於女
性的不重視，導致許多家長將童婚視為一筆交易，相信將女兒
嫁出去後，原生家庭能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但許多時候卻只

3 根據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的定義，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婚姻，只要是 18 歲
以下的兒童與一名成年人或另一名兒童結婚，就是童婚。

4 貴族之間的政治婚姻，確保自身利益，或是作為確保國家安全的一種手段（例
如與王室聯婚，或是將女兒出嫁給鄰國，以防止國家被外國併吞）；在社會下
層，常發生以童婚為手段，藉以獲得富人的經濟援助的買賣婚姻。

疫情肆虐加劇貧困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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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惡性循環。事實上，印度政府早在1929年就通過禁止童婚
法，更在1978年把男女適婚年齡分別提高到21及18歲。由於印
度重男輕女的思想深根於人，若生出女兒其父母極大可能會棄
嬰，又或是成長過程中遭施暴、受到不好的對待等。

1994年，印度通過《產前確定試驗法》，宣佈性別選擇性
墮胎為非法，期望透過法律遏止男女不公平對待，提升性別平
等意識。2002年，該法進行了修訂，甚至在受孕前階段性別選
擇也包括進去。只是這樣的法律條文，仍然沒辦法遏止在每個
角落偷偷進行著的童婚儀式。儘管法律已明文禁止，這種對於
宗教及習俗的信仰，造成印度童婚現象更難以根除，無法造成
實質效力。

 
 

圖片來源：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
（https://www.unfpa.org/child-marriage）

　　李羽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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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貧困地區的性別失衡

女性普遍較男性貧窮  

1978年美國學者 Diana Pearce在觀察美國社會的演變歷程
後，提出「貧窮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
ty）的觀點，意指美國單親婦女及其子女已佔貧窮人口中
極大比例(Bruchey, 1994)。在貧窮女性化的概念中，不僅
女性的貧窮人口高於男性，以女性為戶主的家庭也普遍比
以男性為戶主的家庭貧窮，再加上女性因社會因素以致貧
窮，因此女性在脫貧的難度也高於男性。貧窮女性化並非
單一地區或國家獨有的現象，事實上，世界各國普遍存在
女性較男性貧窮的情況，且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約十三
億人口處於貧窮，而其中女性則佔近七成。

以非洲為例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公開一段影片，影片中指出
大約每四名肯亞女性，就有一名在十八歲以下結婚。當然
有人質疑這個數據的準確度，畢竟四分之一的比例非常
高，認為這個數字除了童婚少女外應該包含未婚小媽媽。
來自肯亞、烏干達貧窮村落的少女容易因為缺乏性知識，
在兩情相悅的狀況下發生性關係而意外懷孕；或者因為物
質需要選擇以性關係換取金錢、食物、衛生棉、衣鞋。

在貧困地區中，性別失衡更為嚴重。非洲這些女孩絕大部
分生長在窮鄉僻壤的貧困家庭。父母強迫她們出嫁的原因
除歸咎傳統風俗外，另一個現實理由是家中可以少個吃飯

疫情肆虐加劇貧困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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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瓦吉緊鄰索馬利亞（Somalia），10歲以上女性有
四分之一被迫於18歲的法定年齡前出嫁，80%婦女是文
盲，這個數字甚至是肯亞其他區域的七倍。

童婚事件不只在５第三世界發生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自然情況下的性別比應為105
左右（相當於每出生100個女嬰，相對應就有近105個男
嬰），多年來，美國一直在世界各地——從瓜地馬拉到辛
巴威——反對童婚。諷刺的是，美國有45個州仍在允許18
歲以下的女孩和男孩結婚，偶爾會有年僅10歲的女孩在美
國合法結婚，有九個州沒有規定絕對的最低結婚年
齡。2021年一項研究發現，從2000年到2018年，近30萬

5 第三世界（英語：Third World）通常指亞洲、非洲、中南美洲的發展中國家；
其所指涉的國家和地區，雖然沒有絕對明確的界定，但一般指一些在政治、經
濟、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

資料來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https://www.unicef.org/child-rights-convention）

　　李羽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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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兒童（即不超過17歲）在美國結婚。其中，絕大多數是
16或17歲的女孩，嫁的男人平均比自己大四歲。但超過
1000人是14歲或以下，其中五人只有10歲。

令人驚訝的是，她們通常被強姦、侵犯，為了家醜不外
揚，於是順理成章地嫁給了加害人，可想而知的是這對她
們的身心造成了極大創傷。

重男輕女只會發生在亞洲嗎？

聯合國發布年度報告指出，由於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加
上女童經常嚴重疏於照護而導致死亡，迄今全球有超過 1 
億 4000 萬名女性被視為已經「消失」。重男輕女只會發
生在亞洲嗎？其實不然，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調
查顯示，世界上性別比例差異大的前11個國家中，歐洲國
家就佔了4個，中國大陸則位居第4名。

圖片來源 : 世界銀行調查 2013 年性別比失衡國家
（https://www.shihang.org/zh/home）

疫情肆虐加劇貧困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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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肆虐下女童權力被剝奪

童婚的現象原本正逐漸減少，但在COVID疫情大流行造成
死亡人數激增之下，童婚正在亞洲和其他開發中國家急遽增
加。依地區而論，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亞地區通報了最多童婚件
數；此外，在西部和中部非洲、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等接
種COVID-19疫苗速度緩慢的地區，童婚也很常見。雖然世界各
國都立法防止此種形式的婚姻，但地方傳統卻難以改變。

2020年世界展望會李紹齡副會長說明當前女童困境，世界
展望會預估目前全球有6,400萬女童被迫成為童工，每5位女童
中，就有1名被迫成為兒童新娘。8,500萬兒童因疫情隔離，處
於心理、生理甚至性暴力的威脅狀況。甚至疫情造成的貧窮導
致童婚議題更趨嚴重，預估未來兩年內，將至少有400萬女孩
因為家境更趨嚴重的貧窮而被迫結婚。

論壇中現場連線世界展望會國際總會兒童保護與參與顧問
阿帕娜‧瑪莉安‧瓏弓（Arpanah Marian Rongong）分享全
球女童的現況：全球11億未滿18歲的女孩中，有一半以上居住
在亞洲；孟加拉童婚率居全球最高，超過一半的女孩在18歲前
結婚，在印度，也有27%的女孩在18歲生日前進入婚姻。

世界宣明會於同年5月發佈「劫後餘生─冠狀病毒大流行」
（Aftershocks–A Perfect Storm）報告，指出未來兩年有多達
400萬名女孩面對童婚危機，由於2019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她
們的家庭生計不保，經濟危機隨之而來，迫使其家庭尋找其他
可能傷害兒童的收入來源。這份報告收集世界宣明會不同地區

　　李羽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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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資料，以檢視冠狀病毒疫情對兒童的影響。就中期至長
期而言，因失去收入及生計所致的艱辛環境，將令更多家庭改
以負面的方式應對逆境，包括童婚。當家庭的收入及生計變得
緊繃，將未成年的女孩嫁出去，往往被父母或照顧者視為減輕
家庭負擔的方法；期望透過婚姻為家庭帶來另類收入或獲得貸
款。

世界宣明會倡議項目負責人Dana Buzducea表示：「受到
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未來10年間，預計將增加1,300萬宗童婚
個案，根據我們的經驗，童婚問題在災害發生後的數年間變得
更嚴重，在未來兩年，被迫接受童婚的女孩恐將增加400萬
人。」除了童婚問題愈趨嚴重外，報告同時指出，在隔離措施
下，兒童被迫留在家中，多達8,500萬名兒童在未來三個月或遭
受身體或情緒上的暴力對待。

疫情肆虐加劇貧困童婚

圖片來源：台灣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
（https://polar.worldvis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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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際培幼會執行長萊格娜（Susanne Legena）對英國
《衛報》（The Guardian）表示：「童婚的核心是人們認為女
童是經濟負擔。女孩結婚後就被視為成年人，她們通常會停止
接受教育。」人們認為這些結婚的女童「職責就是當妻子與母
親。」國際培幼會先前的報告調查了1200名15歲至24歲的女
性，幾乎達半數表示擔心自己無法重返校園。萊格娜說，輟學
會讓女孩的性與生殖健康教育中斷，而且那些輟學的女孩較不
可能確保自己的女兒未來能完成學業。她說：「我們絕對不能
因為疫情而失去一整代的女孩。」萊格娜說，接受採訪的女孩
「絕大多數」都想留在學校繼續讀書，「女孩比任何人都更了
解其價值」。萊格娜說，女孩被允許留在學校讀書的話，她們
的家人通常也會受到教育，父母往往會知道女兒的能力超出他
們的預期。

西非及剛果民主共和國近期應對伊波拉疫情的經驗，正好
顯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如何影響兒童的安全。西非於2014至
2016年爆發伊波拉後，虐兒、迫婚及各種暴力對待兒童的個案
大增，尤其是針對女童。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兒童被迫與父母
或照顧者分開，承受屈辱的經歷，他們日常的活動例如上學或
與朋友相聚等，也被迫中斷。Dana Buzducea表示：「冠狀病
毒於多國肆虐，數以百萬計的人留在家中隔離，然而，家並非
對每一個人來說也是安全的，不計其數的人被迫與施虐者一同
留在家中，學校及社區中心無法如以往一般保護脆弱的兒童。
故此，世界宣明會的報告顯示，自多項封鎖及隔離措施實行
後，不少國家均有虐兒及家暴個案，例如在孟加拉，由宣明會
及多個組織制訂的『孟加拉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及需要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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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指出，家長或監護人虐打孩子的情況增加了42%，兒童熱
線的求助數目也增加四成。」

萊格娜說，學校可以是提供保護的環境，教師可以成為女
孩的榜樣，營養計畫可以提供更高的糧食安全，同儕也可以提
供「非正式教育」。疫情對青少女的心理健康造成顯著影響，6
成受訪的太平洋地區女孩表示，她們「有時、經常或總是因為
新冠肺炎而感到焦慮或壓力重重」，其中8成表示疫情讓她們感
到孤單。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新冠疫情爆發
前，根據預估去年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會有500萬人生活在貧
困線以下，而疫情預計將讓這個數字上升到3千8百萬人，這將
會是這些地區20年來整體貧窮人口首次增加。 

圖片來源：台灣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
（https://polar.worldvis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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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童生理、心理的永久傷害

根據2019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調查，全球各
地有超過7億起童婚案例，其中有超過6億名女性在17歲前成
婚。童婚不僅剝奪了女孩的童年，更影響她們受教育、自主生
活的權利，在她們的身體與心靈都還沒準備好之時，就被迫要
為人妻、為人母，過早結婚將造成她們的生理與心理永久傷
害。

生理層面

1. 更容易感染HIV

據民間組織６Girls Not Brides整理，童婚新娘的結婚對
象往往比自己年長，性經驗可能較為豐富，並且沒有特
別注重防護措施。童婚新娘很可能被丈夫傳染愛滋與其
他性病，比起同齡的未婚者更容易感染HIV，且尚未發
育完全的幼小軀體在性交與生產的過程中，常可能因細
菌感染、大量出血而死亡。

2. 虐待與強暴

其教育程度較同儕低（96%的童婚女孩被迫輟學），她
們通常也跟丈夫年齡相距較大，因而產生權力失衡，以
及更容易被伴侶虐待、強暴、毆打等。

6 是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其使命是在世界範圍內結束童婚。該組織由 The 
Elders 創立，目的是使來自世界各地的小團體能夠解決共同的早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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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過早性生活可能會造成生殖器管道損傷及感染

青春期少女的性器官未發育完全，過早的性生活不僅嚴
重影響她們的身心健康，還會擾亂她們的內分泌系統，
極易引發宮頸癌、子宮內膜炎、輸卵管炎症、附件炎、
陰道炎等，甚至導致成年後不孕。DBC報導，若她們在
身體未完全發育時已經懷孕，更會危害生命安全。

4. 生兒孕女造成生命危險

15歲以下女孩的身體還在發育，骨盆狹窄，這些情況使
得她們因懷孕或分娩死亡的機率是20歲以上婦女的5倍
多。女性到22歲以後，骨骼才完成發育，過早生育，骨
盆尚未完全發育，容易造成難產，而且胎兒由於生長發
育的需要，還會從尚未完全骨化的母親體內攝取鈣和
磷，造成母親鈣化不全，出現過早牙齒鬆脫及骨質疏鬆
症，甚至出現脊柱彎曲或骨盆畸形。據統計，20歲以前
結婚的女性患子宮頸癌的機會要比26歲以後結婚的高6
倍。

心理層面

1. 長期抑鬱

女性過早結婚將影響心理健康。當自己還是一個孩子，
需要別人照顧的時候，面臨自己的孩子一般都會手足無
措，無論小孩的身體還是精神方面的照顧都會受到損
害，而且，女性自己在面對新生兒的降臨、養育甚至會
產生焦躁、恐懼情緒，長期以來，會產生抑鬱傾向。

疫情肆虐加劇貧困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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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神損傷

童婚女孩們通常與丈夫年齡間隔大，教育程度比未婚女
童低、通常跟丈夫的年齡差距較大，進而容易產生代
溝，導致其權力不平衡，極大可能還會施虐，而她們並
無窗口可訴說，僅能將這些痛楚獨吞，長期累積下來將
造成她們不可抹滅的精神損害。

3. 教育程度低落

能讀書寫字的女孩更懂得利用衛生體系、向師長表達健
康和家庭問題，能夠學習拆解壓迫她們的社會規則與輕
視、對自己另眼相看，因此感受到自主權（賦權的過
程），並且能獲得較高的薪資、加速經濟成長、提高農
業生產力、減少婚前性行為、降低早婚機率、延後初次
生產，甚至規畫生養孩子的時程。受過教育的母親也比
較能學習營養學、疫苗和其他養育子女所需的知識，然
而童婚女孩並沒有機會繼續升學，往往被迫提前終止學
習，邁入不幸的婚姻中，不懂得為自己發聲，不了解自
己也能有做選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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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奉獻一己之力

世界正在改變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女士分享長期關注弱勢公
益的經驗，她走訪偏鄉地區，看見他們的需要。她舉台東
布農部落的為例，因為小孩放學沒有地方可以去，基金會
就蓋一間教室，有了部落教室，又在空間成立部落廚房，
因此擴大範圍連結更多單位挹注資源，當地孩子得以因為
接觸不同領域，對未來也更有自信和希望。

教育才是根本改變困境的力量。台灣世界展望會在全世界
30個國家、76個計劃區推廣教育與女童權益，希望弱勢女
童們能夠突破限制，活出豐盛的生命。透過教育，女童可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307/11252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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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自己的價值、勇敢追求自己的夢想。展望會在各地
脆弱地區不只提升女孩的學習機會和就業能力，同時協助
家庭培養生計能力，改善經濟弱勢、讓家庭脫貧。除了國
外，展望會也長期深耕台灣偏鄉以及原鄉社區。因此，鄒
開蓮董事長呼籲大眾和世界展望會一同攜手合作，期待透
過推廣教育與維護女童權益，改寫弱勢女童的生命故事，
響應「資助她，改變世界的1000個契機」，透過一對一的
關懷資助，陪伴女孩成長，豐盛她們的生命，讓世界各地
脆弱女童免於輟學、童婚、童工、受暴等威脅。

六、我們能做什麼?

1. 保護女性免受暴力對待

由於疫情影響，為了避免大規模傳染，減少人與人之間
的接觸是免受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女童及女性卻因
與施暴者相處時間增加導致更可能遭受虐待，她們能夠
求助的機會及外界對她們的支援卻大大減少。

期望透過政府機關與人道組織及第三方民間合作，共同
發放有關虐待行為求助的資訊，讓受害者能夠及時獲得
幫助。

2. 維護女性權益

隔離以及位處貧困地區或貧困環境中的女孩們，因疫情
影響，更加無法使用健康服務、社交網絡以及學習工
具，使她們對保護自己的概念更為模糊，要解決這個問
題，需讓她們更容易使用社區服務，並教導她們有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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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殖健康及權利的知識以及從暴力行為中學懂自保的
資訊。

3. 讓女孩重返校園

即使學校重開，女孩亦有更大機會未能繼續學業，政府
與民間應攜手進行相關工作，強調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
性，執行不同遠距學習方案，並把新冠肺炎疫情資訊加
入教材，以確保學生安全地重返校園，盡量減少疫情所
引致的輟學個案。

4. 支持女性發聲

在很多地方，男性都擁有決策權，女性通常只能服從及
噤聲。透過支持女童及女性為自己在疫情期間的需求發
聲，並為女孩舉行圓桌會議及提供社交媒體平台，讓她
們彼此幫助，並有機會向更多人表達意見，透過此舉能
使她們獲得近一步的保障，為自身權益發聲。

5. 提升女性經濟自主權及保障

疫情爆發前，女性的工作待遇相較男性差，疫情更進一
步令情況惡化，她們除了面對危險及低薪的工作環境，
更要面對暴力、剝削、早孕及早婚的威脅。期望可透過
有效措施，加強女性經濟能力及社會保障，包括訓練女
性的工作能力，保證她們在良好及平等的環境工作，以
及確保她們擁有使用資訊科技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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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貧窮是童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傳統習俗和社會中的性別規
範是終止童婚的主要障礙，這些原因導致女童輟學、早孕，沒
有經濟能力，被剝奪許多基本權利。據數據顯示，童婚、早孕
及家庭暴力等的個案數字在疫情期間大幅上升，除了揭示兒童
及女性等弱勢群體除面對病毒威脅外，亦正處於性別不公及被
剝奪自主權的狀況。然而，受到文化宗教以及傳統思想的影
響，各貧窮地區童婚持續進行，家庭思想讓父母擁有錯誤的概
念加諸於年幼女孩身上，貧窮使女童為減輕家庭負擔而出嫁，
也因為失去教育機會及受外界錯誤觀念的誤導，造成自主意識
低而難為自己發聲，過早懷孕也讓她們身體虛弱，餘生都有貧
病交迫的風險。

即便如此，她們仍無法為自己發聲，無法扭轉自身的處
境，陷入無限的貧窮階級複製，童婚將造成她們身心靈永久無
可抹滅的傷害。期望透過政府機關與人道組織，以及民間攜手
合作，藉由政策改善，教育學習與宣傳，共同改善童婚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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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國神山真的這麼神嗎？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資源詛咒現象探討

侯皓為

近期台積電常常登上新聞版面，半導體產業的地位隨著國
際局勢的發展越顯重要。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原本是
指具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容易因過度仰賴該資源而陷入產業
單一化、經濟不穩定、人均收入低、貧富差距大，導致國家經
濟發展停滯不前的狀況。以台灣的產業結構來說，台灣是以高
科技、高附加價值的製造業為主，應與此現象無緣。但對於半
導體產業的偏重是否反而有可能成為台灣的資源詛咒？近年來
由於中美貿易戰等因素，市場出現晶片荒，全球供應鏈對台灣
半導體的依賴，導致半導體被視為台灣獨步全球的一個關鍵防
衛武器，因此澳洲記者克雷格·艾迪森（Craig Addison）提出
矽盾（silicon shield）此一名詞來稱呼台灣半導體。從國內來
看，台灣老百姓求職紛紛以進入台積電為榮，股票投資也視台
積電為主的半導體產業為「護國神山」，形成「萬般皆下品，
唯有晶片高」的現象。然而過度注重半導體產業也可能對台灣
造成負面的影響，長此以往台灣產業結構若逐漸單一化，對於
台灣日後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否會有不利的影響？究竟半導體
這個對外的防衛金鐘罩，是不是也可能同時是內部成長的緊箍
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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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單一化與資源詛咒是怎麼產生的？

資源詛咒是一個與產業單一化有關的現象，而該現象的發
生原因主要有五個因素：國家內部穩定程度、限制對其他行業
的投資、匯率升值、需求的收入彈性、壟斷所有權，以下將分
別解釋。

1. 國家內部穩定程度：

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更容易因為爭奪自然財富控
制權的利益衝突而內戰。內戰是破壞經濟發展的最顯著
原因。衝突導致資源浪費、人力資本損失和資源從生產
性投資中轉移。

2. 限制對其他行業的投資：

一個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總是會專門從事這種自然
資源的生產和出口，因此經濟產業多元化必要性較少，
例如服務業和製造業。當勞動力從事低技能的體力勞動
時，它還會抑制人力資本的增長，經濟也變得依賴於這
種商品的價格和需求，如果資源耗盡，經濟將只剩下小
型工業和增長空間。

3. 匯率升值：

由於資源效應，一個發現自然資源的國家往往會出現匯
率升值，這使進口相對便宜。然而匯率升值可能會損害
其他出口行業並降低它們的競爭力，這導致了一個不平
衡的經濟，讓生產能量過度集中於該資源性產業。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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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荷蘭病」。              

4. 需求的收入彈性：

初級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往往低於服務和製成品。隨著
全球經濟增長的加快，初級產品需求的增長比率相對較
小。這意味著生產初級產品的國家的貿易條件正在下
降。

5. 壟斷所有權：

由於資源往往由具有高度壟斷權力的跨國公司持有，這
意味著利潤主要由一小部分富有的股東獲取。所以利潤
會流回跨國公司，而不會直接使該經濟體受益。此外為
吸引投資，跨國公司被徵收的稅款較低，利潤也因法
治、商業意識薄弱及腐敗而流失，即使公司提供就業機
會，但工人收入的占比通常很低。（Tejvan Pettinger,
，2013；2017）

二、國際上有哪些資源詛咒的案例？

1. 芬蘭

人口530萬的芬蘭，產業經濟結構原本就有所缺陷，高
度集中於電子業、林木造紙業、金屬工業和化工業，占
全產業的九成以上。該國企業集中度也高，十大企業占
全國出口額三成，前百大企業占七成，產品外銷目標市
場也八成集中在歐洲。這種產業集中度超高現象，與臺
灣結構態勢何其相似；正因為這種高集中度的產業經濟
結構使然，一旦Nokia（諾基亞）之類龍頭企業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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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產業不景氣，或主要市場歐洲經濟出了問題，立即
就會對芬蘭造成嚴重打擊。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
Nokia的沒落使得芬蘭經濟連帶受到影響，甚至2014年
Nokia還被微軟併購，達到了蕭條的高峰。但在之後芬
蘭總理席比拉（Juha Sipila）根據芬蘭發展現況提出幾
個新的領域著力點後，在2016年GDP首度出現了正增
長，成功地將芬蘭帶出困境。（天下web only，2018）

2. 荷蘭 

1960 年代荷蘭在北海發現天然氣油田，因此 1970 至 
1980 年代初期，拜大量出口天然氣帶來貿易順差之賜，
累積大量外匯，卻也因荷蘭盾（Dutch guilder）實質匯
率大幅升值，導致國內其他產業出口競爭力下降、加速
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

荷蘭大力開採天然氣資源，發展天然氣產業，反而造成
製造業工資上漲、就業減少及荷蘭盾大幅升值。而荷蘭
在二戰之後，積極引進社會福利政策，政府社福支出大
幅增加，加重荷蘭病的症狀；加以兩次石油危機之後的
經濟減緩，在政府財政入不敷出情況下，政府債務持續
上升。

為治癒荷蘭病，荷蘭政府進行一連串改革，包括降低工
資成本、進行政府財政重整，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及提供
穩定的貨幣環境（加入區域貨幣整合）等，繼而創下連
續26年（1983-2008年）無經濟衰退的紀錄。（中央銀
行，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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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挪威 

在1970年代後，挪威受益於北海油田的開採，其GDP開
始快速成長，原油相關出口自今佔其出口一半以上的比
例。

如同其他陷入資源詛咒的國家，在80年代，其國內外投
資都往石油產業傾斜，造成其他產業的發展受到排擠，
失去競爭力；另一方面，由於社會主義政黨的長年執
政，公共福利的支出持續增加，販賣石油所獲得的資金
大量流入國內，使通膨率不停上升。

直到1985年，石油危機爆發，油價崩盤到賣一桶賠一
桶，在這次教訓後，挪威決定成立國家主權基金，使像
原油相關產品等海外收益資金部不會直接流入國內，避

            圖一：荷蘭病症狀、因應對策及相關作法，
圖片來源：中央銀行，2021。 

 （https://www.cbc.gov.tw/dl-167927-d6aebf6251ca42948d50e5f89c2729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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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抑制國內其他產業發展和通膨，同時設定原油的產量
上限來維持合理價格，以及降低漁業環境所受到的汙
染。

在此之後，挪威逐漸擺脫對於石油的依賴，石油相關產
業占GDP的比例漸少，其他產業受益於主權基金對於人
力資本的培養，得以高速發展。（張昱謙，2020）

4. 俄羅斯 

國土廣大的俄羅斯，其蘊含著相當豐富的天然資源，但
直到1980年代初，其石油產業才開始發展，不到十年，
能源出口產業就已成為其經濟核心，其GDP也和國際能
源價格走勢呈高度相關。

如同其他陷入資源詛咒的國家，其國內外投資都往能源
產業傾斜，造成其他產業的發展受到排擠，失去競爭
力；另一方面，由於其經濟改革沒有做好完整的規劃，
導致寡頭政治，令俄羅斯政府對於能源產業的發展的主
要考量，是以滿足寡頭的政治利益為主。

因此，能源產業對於俄羅斯，是一種滿足其政治利益的
工具，其對於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並不會在其主要考慮
的範圍內，這也使俄羅斯深陷資源詛咒之中。然而，不
同於其他陷入資源詛咒的國家，其廣大的資源產量和強
大的國際話語權，使其擁有一部份的能源定價的能力，
這也使其經濟的波動不如其他國家來的激烈。（張昱
謙，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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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幾個案例可以觀察到，資源型經濟的不發達，以及
相關問題的出現，並不是資源本身的問題，而是與資源開發及
相關的制度安排的問題。是資源及資源財富治理的失當，引發
了所謂的資源詛咒問題。可以說詛咒的關鍵是：要麼是把財富
放錯了地方，要麼是把財富用錯了地方，而不是資源財富本身
出了什麼問題。

因此如果說資源型經濟相關問題的出現，並不是資源本身
的問題，而是與資源治理及相關的制度安排問題有關，那麼考
慮制度上對產業資源的安排，台灣等東亞經濟體也可能出現資
源型經濟的特徵，也就是產業單一化所造成的資源詛咒現象。
這也是本文想探討的重點。

三、台灣的產業結構如何走向半導體業單一化？

台灣的產業結構在戰後的數十年持續轉變，可以將台灣的
產業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分別為進口替代、出口擴張、十大建
設、高科技發展時期，這四個時期分別代表台灣從輕工業自給
自足到出口換匯，從輕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型至重工業為主
的產業結構，再從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型至以高科技、高
附加價值為主的產業結構，而台灣自從1980年代起開始向高科
技產業轉型開始，如今已擁有相當成熟的半導體產業，2021年
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4.08兆元，佔GDP佔比總額18.5%、出口
總額35%。而台積電營業額就高達15.9兆元。佔台灣GDP的
7.4%。台積電市值超過7000億美元，一度站到台灣上市公司總
市值的25%。半導體產業和在其中執牛耳的台積電在台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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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可見一斑。

早期台灣的電子工業可說毫無根基，其發展契機是以提供
廉價勞動力的加工出口區為基礎。60年代的台灣的出口導向政
策，吸引了美國廠商將電晶體的製造和在半導體製造流程中技
術層次較低的下游封裝階段轉移到台灣。此時的出口市場亦是
以美國為中心，美國半導體廠對台灣的策略是以獲取廉價勞動
力為出發點，而台灣也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賺取外匯。

70年代初期，台灣在政治上，外交變局一再發生，如退出
聯合國、中日斷交和釣魚台事件；經濟上，世界正經歷停滯性
通貨膨脹的經濟衰退，台灣的出口市場受到很大的衝擊，石油
危機也為當時台灣的產業發展帶來結構轉型的呼聲。政府在此
時決定在國家的主導下投入積體電路產業，於1974年在工業技
術研究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即日後的電子所）
，負責積體電路工業的推展，並以電子錶為技術引進的載具，
自美國引進積體電路設計及製造技術。（台灣工業文化資產
網，2009）

台灣由工業化階段邁向後工業化時期大致在1980年代，此
前工業部門就業人口、生產毛額大量上升，但在1980年代中後
期生產資源轉向服務業，農業、工業比重都縮減。到了2010年
農業佔GDP份額只剩1.8%，工業降至29.7%（製造業24.5%）
，服務業則增至68.5%，產業結構則為農業5.2%，工業降至
35.9%（製造業27.3%），服務業增至58.8%。

一般國家在發展早期都以輕工業為先，而後轉向重化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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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科技產業，台灣也是如此。1951年時傳統產業佔GDP高達
73.3%，2010年則降至14.5%，基礎產業則長期維持GDP的兩
至三成。技術密集產業則從1951年的3.7%增至2010年的54.5%
。其中則以電子零組件和電子資訊光電業為主，兩者皆為在
1981年才有單獨統計數字，但電子零組件在2010年卻佔製造業
GDP30.5%之多，而資訊電子光電業也有11.1%，兩者合計超
過製造業四成，由此可見台灣這四十年來對於電子業的投入十
分成功，台灣產業技術升級明顯、技術密集產業擴展迅速。但
半導體等電子業占製造業產值的比例如此之高，是否會有其他
隱憂呢？（李誠、蕭代基、吳中書、王健全、董安琪，2015）

四、台灣半導體產業過度發展的問題 

台灣半導體產業從7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以專業分工和專
業代工之商業模式從初期延續至今，以此方向建立了完整的產
業鏈並持續提升其設計、製造和封測技術，現居全球第二，但
地緣政治所導致的全球供應鏈重組與各國的供應鏈自主化，使
台灣半導體產業需消耗更多台灣的社會資源來面對，並會產生
若干負面影響，以下將就幾個主要面向來解釋。

1. 產業結構不穩定

如前述，在產業結構部分，台灣過度注重於電子業的發
展，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佔GDP三成，而其中半導體產業
就佔GDP 18.5%，雖主要為高附加價值產業，但對於產
品的最終規格、產品的研發設計，並沒有掌握產品規
格，仍以產業鏈的中間產品為主，這就導致台灣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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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容易國際景氣的波動而影響，不利台灣的穩定發
展。

2. 研發創新集中

 在研發經費上，2019年台灣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研發經費
佔比54.1%，以電子零組件製造為基礎，延伸至資訊電
子、通訊、光電材料元件業。顯示創新能量仍集中於數
位電子產業。（吳榮義、林欣吾，2011；李誠、蕭代
基、吳中書、王健全，2015；經濟部統計處新聞
稿，2021）

3. 能源消耗

就能源問題來說，台積電目前是台灣最大的電力消費企
業。據統計，該公司2020年用電量為160億千瓦時，佔
台灣全年用電量2711億千瓦時的5.9%，隨著近年半導
體擴廠用量激增，估計2025年台積電占全台用電比例便
將由4%成長至8%。

從能源局統計月報來看，2020年工業部門裡面的電腦通
信及電子業就占了將近四成，用了556.68億度的用電量
為最大宗，再來是化學材料製造業的 310.25億度、金屬
基本工業的182.43億度，是主要的高耗電產業。這三項
產業的用電就占了七成以上的工業用電，它的發展趨勢
也是影響工業部門整體發電的主因。

透過2011-2020年的十年間數據變化，檢視工業部門各
行業別，可以看出最明顯的是電子業的用電量不斷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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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從2019年到2020年增加39.31億度。

電子業中的龍頭，被視為護國神山的台積電雖然在節能
與綠能的投資上不遺餘力，不過近年因為產能不斷擴
張，用電量呈現約每五年翻倍的趨勢。根據台積電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台積電2014年用電量為70多億度，到
2019年用電量為143.27億度，台灣廠區為130億度，相
當於台北市九成的用電量。（張岱屏、林燕如，2021）

圖二：台積電（含海外）歷年用電量，圖片來源：我們的島
  （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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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擠效應

排擠效應也是台灣半導體產業造成的問題之一，隨著全
球產業的生態系統調整，政府大力提倡半導體產業的發
展。台灣是全球資訊產業代工大國，半導體產業帶給台
灣經濟發展，並且獲得護國神山的名稱，但近幾年來台
積電擴場計畫不斷，消耗大量的台灣經濟資源和專業科
技人才，產生產業排擠效應。（中時新聞，2022）

在人才需求的問題上，不管是IC設計半導體封裝或者是
封測，由於所需的專業門檻，因此人才供應勢必有限。
若科技人才皆投入半導體產業，這會間接擠壓到其他科
技產業的發展，造成產業發展的不平衡，例如台灣今年
以來很多本來在航太產業的科技人才，紛紛往半導體挪
移過去，在產業界產生了排擠效應。

圖三：台積電擴廠用電需求，圖片來源：我們的島
  （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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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矽通膨 

根據工商時報總編輯梁寶華的說法，台積電以及半導體
產業晶元場擴廠主要的內涵是，對勞動力的需求、建材
的需求、原物料的需求，這會造成關鍵領域的物價上
漲，「矽通膨」可以說就是台積電擴廠帶來的通膨壓
力。估計台積電2022年多地設廠的資本支出將增加380
億至420億，其未來三年的資本支出也將起碼增加1120
億美元，而力積電則在苗栗銅鑼有兩座廠在興建，聯電
之前也創新了一個模式，讓很多想要長期訂單的客戶出
資幫忙一起蓋廠，確保產能，把產能切給客戶，這樣可
能出現所有晶元廠都大舉擴張的局面。並且還有過度供
給的情況可能會發生，比如在成熟製程方面，包括世界
先進、力積電、聯電，在不斷擴新廠後，可能形成新的
產能過剩情況，也因此部分外資對聯電、世界先進有降
評的說法，成熟製程在高速擴張的情況下，產生的過度
供給問題值得關注並探討。（梁寶華，2022）

台新投顧總經理李鎮宇分析，對於矽通膨，台灣要比較
警覺，因為台灣在矽通膨的核心，所有的矽製程、矽晶
圓，以及半導體，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占比就是在台灣，
如果台積電開始擴廠，對於人才的需求，就會把薪資往
上拉，薪資往上拉對於通膨長期是產生壓力的。李鎮宇
也進一步指出，從「矽通膨」來看，會有正面和負面兩
個效果。正面來看，就是台積電會引領台灣薪資上漲，
但如果造成成本漲價，就是較負面的效應。（陳林幸
虹，2021）

　　侯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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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半導體業過度發展對於社會造成的負擔是
不可忽視的，在半導體產業光鮮亮麗的同時，也使社會中不同
的人付出了代價。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的同時，可以考慮大眾
的整體利益，並察覺其中的風險。筆者認為，對台灣來說，發
現本國產業發展問題，並從他國錯誤經驗中學習，是一項應該
做的功課。

因此鑑於上述臺灣產業集中於半導體的各種問題，它國基
於產業單一化等因素而產生的資源詛咒案例及應對方法將更值
得我們借鑑與學習。

圖四：台積電資本支出計畫，圖片來源：工商時報，2022。
（https://view.ctee.com.tw/video/finance/35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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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源詛咒案例可以給台灣產業發展問題什麼樣的啟示？

從資源詛咒中單一產業過度發展的種種問題可以給台灣帶
來要多元發展的警示，過去曾陷入資源詛咒的國家就是以開發
新的產業發展方向，降低資源詛咒的危害。我們或許應該認真
思考台灣將產業發展重心集中在半導體產業的後果，否則當發
生經濟危機時，我們可能會來不及應變，以下將提供幾個面向
的建議。

 1. 創新與創業

近幾年全球貿易受中美貿易戰以及新冠病毒（COVID-19
）的影響，導致情勢不穩，市場波動加劇，而我國在
2026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人口紅利將消失。除
此之外，台灣的人才斷層嚴重，產業與中國大陸重複性
極高，並在基礎環境和產業落後於中國大陸、韓國。在
這樣的趨勢下，台灣或許可以朝產業轉型的方向前進，
早一點布局，引進高階人才，吸引外資，形成新的產業
聚落，如此也可能降低將產業發展重心放在半導體產業
的風險。（工商時報，2020）

2. 多元佈局

以未來趨勢來看，在2030年時，就行動通訊技術來說，
大約每10年演進一次，此時將進入6G時代，需要搭載高
速光纖，而6G網路中也需要與人工技術結合，台灣若能
跟上趨勢，可以藉此促進產業升級，並開發新的優勢領
域。

　　侯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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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自動駕駛技術隨著人工智能、感測技術成
熟，在2030年時全球自動架車市場，將有7兆美元的商
機，台灣可以藉由這次機會，成為車廠的製造中心。而
近年新能源汽車逐漸嶄露頭角，最有前景的就是其固態
電池，固態電池可以解決鋰電池易漏電、爆炸的疑慮，
提高更加的安全性，預計固態電池在2030可商業化，台
灣可以往這方面方向做發展。

同時，奈米技術也是未來的產業發展方向之一，從電子
電路、能源、生醫、紡織都有它的身影，到2030年奈米
技術應用將量產化。由於台灣在相關技術上已經具有一
定優勢，且產業發展較為完整，因此會是一個半導體之
外的潛力產業。

另外，預計2026年進入「超高齡社會」的台灣，屆時老
年人口將占總人口20%，這樣會衍生出極大的社會問
題，因為需要大量的年輕人扶養老人，可是台灣少子化
的問題也十分嚴重，勞動短缺。因此在未來，失智照
顧、高齡健康與老人獨居必然是重要的商機，政府可以
透過政策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如此既能解決社會問題，
又能促進多元產業與經濟發展。（今周刊，2018）

3. 制度輔助

近期受新冠肺炎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各國希望海外製
造業回流、增加國內就業機會、推動經濟、改善供應鏈
斷鍊問題，並且學習中國政府的政策，經由政府主導資
源配額，針對具有潛力的項目進行補貼，台灣或許可以
從中借鑒。除此之外，台灣仍以出口為導向，但以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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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為主，欠缺品牌附加價值，建議台灣可以透過政府
加速產業轉型，經濟同時也能往上攀升。（經濟日
報，2021）

綜合來說，筆者雖認同台灣半導體的優勢地位，但台灣除
了半導體產業，還有許多具有優勢並有良好潛力的事業可以發
展，也就是說其實有多條路可以走，將資源投入創新與轉型同
樣可以使台灣保持競爭力，不須把賭注全放在半導體產業。隨
著半導體產業成為各國兵家必爭之地，其帶來的風險也正逐漸
提高，如何使產業結構具有彈性，令台灣能夠免於類似資源詛
咒的失敗案例，是國人在所謂「護國神山」的光彩下所必須警
覺並深入思考的。

　　侯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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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密？原來電競女選手那麼少！
從電子競技看性別議題

朱立亞

從電子競技賽事的轉播可以發現女性選手的佔比非常少。
此外，依據電競收入（Esports Earnings）的統計，電競選手
收入最高的前300名當中，沒有一位是女性。透過這次的專
題，探討多數女性選手為何在電競市場難以生存，如何改變現
狀與困境，以及未來的展望與期許。

電子競技的歷史

電子競技，亦稱電競，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972年。當時美
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舉辦電子競技賽事，透
過 Spacewar（太空戰爭）這款遊戲來爭奪一年份的滾石雜
誌，而這項賽事在當時也獲得該雜誌的贊助。因此，1972年可
被視為是電子競技的元年。

隨著電腦與家庭網路的普及，一些遊戲成為日後電子愛好
者舉行賽事的基石，再加上有組織的賽事持續蓬勃發展，逐漸
成為現代電子競技的雛形。除此之外，串流平台Twitch的誕生
使得電子競技賽更容易觀看，因此在全世界形成一股風潮，許
多電玩愛好者紛紛投入於電子競技賽事這個產業，並且把它視
為一種神聖的職業，實踐自身的夢想。

　　朱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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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產業的發展非常迅速，然而，有些觀念與文化尚未成
熟，導致問題與爭議也隨之而來。舉例來說，性別議題值得我
們來探討與反思。

傳統價值的束縛

我們通常認為追求刺激與競爭是男性的生物本能，因此，
當男性接觸電子競技時，家人很少阻止他們去遊玩。在遊玩的
過程，男性不斷培育他們的遊戲技巧，進而從中獲得優越感。
即便遊戲公司推出新產品的時候，男性依循過去的遊玩經驗，
繼續培養自身電競方面的技術與能力，這就是為什麼男性在電
子競技領域能夠佔絕對多數，並且能在很年輕的時候獲得佳
績。反觀女性，由於傳統社會的價值觀不允許女性接觸及享受
競技遊戲，因此她們鮮少接觸該領域的一切。儘管現在是全民
遊戲的時代，當女性試圖進入電子遊戲的世界時，仍然被家人
阻止：他們認為女孩不應該接觸這些遊戲，因為它們過於暴
力，不符合女性的天性，女性只適合換裝、模擬養成遊戲，這
才符合大眾期待女性該有的樣子。正因如此，比起其他男性選
手，女性選手由於訓練時間起步晚，能夠上場比賽的機會相對
男性選手也來得少。

就傳統而言，電子競技被視為是男性的主流，尤其是第一
人稱射擊遊戲（First Person Shooter；FPS）更是以男性為主
要客群，從包裝到遊戲內容可以得知，多半迎合男性客戶的愛
好，很少考量女性玩家的喜好，使得女性玩家比例遠低於男性
玩家。不過鬥陣特攻（Overwatch）這款遊戲在包裝與遊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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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方面值得我們讚揚，他們在遊戲中的性別比例與族群相對多
元，營銷手段也相對中性，兼顧男性與女性客戶的需求。即便
鬥陣特攻兼顧到男性及女性客群的喜好，但是在鬥陣特攻的職
業電子競技聯賽中，男女選手之間存在著難以接受的差距，似
乎沒有隨著遊戲的性質，減緩男女選手人數懸殊的情形。但
是，這並不是暴雪娛樂（鬥陣特攻遊戲開發商與發行商）的問
題，如果把焦點聚集到幕後，可以發現其實暴雪娛樂雇用了大
量女性來經營聯賽。總而言之，由於傳統社會的根深蒂固，反
映出電競選手男女間的比例形成巨大的差距，即便有些公司試
圖改變現狀，但也難敵傳統價值觀的束縛。

外貌的評價

每當女性電競選手出場的時候，觀眾更多評論是關於她的
外貌與身材，而不是關注她的遊戲技術，使得女性選手無時無
刻得承擔社會對女性外貌的壓力。舉例來說，日本戰隊Babon-
yans旗下的女選手Akiu（Splatoon電競玩家）談論她在北海道
大會大賽取得冠軍是件值得喜悅的事，然而一些惡劣的觀眾不
斷在網路上攻擊她的外表。即便選手們知道在舞台上免於不了
觀眾的批評，但是當Akiu看到這些評論的時候，難免有些失
落，因為她希望觀眾著重在她的遊戲技術上，而非她的外貌。
隨著出場比賽的次數增加，惡意的評論也跟著增多。像是「女
性就必須接受被人批評外表的命運」、「現在男性重視女性的
容貌與年紀，如果要把觀眾的注意力放在對的地方，或許整形
是個好辦法」……等其他惡意的言詞中傷Akiu的心，使得她開
始檢討自身的外貌，導致現在的她不僅害怕面對鏡頭，也恐懼

　　朱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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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近距離對話，深怕自己的外表會讓別人感到不舒服。（Ya-
hoo奇摩，2019）

除了觀眾著重於女選手的外在，就連戰隊選拔的過程也不
例外。舉例來說，杭州LGD電子俱樂部挑選女選手的時候，不
只要求該選手的遊戲技術要好，也會規定她們的外表與三圍，
確保戰隊的形象。這些條件無形中也加深觀眾對於女選手既有
的想像，若是不符合大眾的期待，則會開始批評選手，以致於
脫離電子競技的價值。由於社會大眾仍重視女選手的樣貌而不
是她們的遊戲技巧，即便她們獲得佳績值得讚揚，也會因著外
貌的批評，對自己產生不自信，開始懷疑自我的價值，進而阻
礙她們在電競之路的發展。

更糟糕的是，有些戰隊俱樂部的成立無非為了吸引觀眾的
眼球，博得關注來獲得金錢。對老闆而言，掙錢比照顧選手們
的感受還要來得實際，因此，電競原本的精髓逐漸變質。最
終，女選手淪落成老闆手下掙錢的工具，不能發揮所長來實現
自身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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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偏見與歧視

娛樂是遊戲的核心價值，也是電子競技成為職業的開端之
一，但是女性玩家在傳統社會價值下，很難享受遊戲帶來的樂
趣，並且盡情地玩遊戲來磨練其所需的技巧，以及與隊友建立
良好的溝通關係，打造「各司其職」的遊戲環境。根本上，女
性玩家願不願意踏入電子競技遊戲世界與自身的技術強弱無
關，而是一系列的阻礙，迫使女性玩家紛紛離開電子競技模式
下的遊戲。

由於社會大眾不成熟的遊戲文化，年輕女性很難把電子競
技選手當作值得尊敬的職業來看待。當女性玩家接觸電子遊戲
的時候，常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其他玩家或是粉絲看到玩
家設定為女性的時候，會說出輕佻、調戲的話語，像是「哦，
寶貝，我愛你」、「給約嗎？」等種種騷擾的字眼，讓女性玩
家不堪其擾。另一種情況則是因為女性玩家有時候在遊戲中表
現不佳，導致其他玩家認為該玩家別再接觸電子遊戲，避免拖
累隊友，甚至拖垮整個團隊，把大家辛苦打下的成果付諸流
水。因此，有些玩家會講出惡毒的話，比如對女性玩家說：「
回去打理家務吧，電子競技遊戲不適合女性來遊玩。」或是「
比起妳來玩，還不如把遊戲帳號轉交給男朋友要來的實際。」
鑑於上述的情形，女性玩家得到負面的經驗，因此她們自行減
少遊玩的時間與次數，避免重複經歷類似的體驗，影響自身的
遊玩品質與感受。正因為普羅大眾尚未擁有成熟的遊戲文化，
無形中阻礙了女性玩家進入電子競技產業，進而成為職業的電
競選手，實現自身的夢想與目標。

　　朱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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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電競收入向BBC透露的統計數據，電子競技收入最高
的前300名選手之中，沒有任何一位女性上榜，直到第338名，
出現來自加拿大跨性別的Sasha Hostyn（星際爭霸II玩家）；
若是想從名單內找到下一位女選手，則要到第680名，才會出
現來自中國的李曉萌（爐石戰記玩家）（BBC News中文
網，2021）。雖然電子競技帶來的利潤極為可觀，然而從獎金
分配的角度去看，可以發現大部分的電競獎金落在男性選手身
上，只有少部分的金額才會分配給女選手。以《英雄聯盟》為
例，根據電競收入的數據顯示，獎金收入最高的女選手Sakuya
所獲得的收入為6,346美元，相較之下，收入最高的男選手
Faker則獲得1,175,927美元的收入，可以得知女選手的收入連
男選手的百分之一都不到。（正驚小妹，2019）

除此之外，Siss1（英雄聯盟電競玩家）曾向記者透露，當
初她作為新隊員進入俱樂部的時候，雖然老闆願意包吃包住，
然而底薪卻是每個月4,000元，直播會給3,000元，若是比賽獲
得名次，俱樂部會給些獎勵，但也不多。反觀電競男選手，普
通底薪來到2、3萬，直播的收入可以來到3萬左右，平均下
來，月收5、6萬是比較常見的，若是那些已取得佳績，且在圈
內及圈外打響知名度的男性選手，身價百萬或千萬並不是夢
（07073遊戲網，2017）。由此可知，電競男選手與女選手一
開始的薪資基準點即為不同，導致彼此間薪資的差距早已存
在，再加上電競獎金收入的分配不均，即便女選手自身的電競
實力再怎麼優秀，在收入方面也難以與男性選手匹敵。

蝦密？原來電競女選手那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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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與證明

由於傳統價值觀的約束，女性電競選手時常面臨來自觀眾
的騷擾與性別刻板印象的攻擊，使得她們在電競之路的發展阻
礙重重。即便如此，她們堅韌不拔的精神值得我們嘉許。舉例
來說，Geguri（鬥陣特攻遊戲選手）對於年輕世代想成為電競
選手的女性玩家具有指標性的意義。雖然她曾經被其他選手質
疑因為她使用了自動瞄準外掛，所以她的遊戲技巧才會如此強
大。然而，當她親自示範她的高超技術後，才讓對方無話可
說。即使她知道被男性選手質疑自身實力還得自證清白無疑是
一種性別的刻板印象，但是她仍想藉由自身的經歷與遊戲實力
向其他人證明，女性選手的遊戲技術是能夠與男性選手匹敵，
並且鼓舞其他女性玩家達到Geguri現今所處的位置。（蔡幸
秀，2020）

除此之外，Konii（絕地求生選手）認為在男女選手電競混
賽中，可以發現，不論從生理層面還是技術方面來說，兩性之
間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就她的經驗來看，基於心理上與
社會文化的緣故，使得男性選手在操作的過程中比起女性選手
還要來得自信。即便如此，她依舊認為兩性間的實力並沒有太
大的區別。因此，她希望女選手能夠對自己的遊戲技術產生更
多的信心，不要因著傳統社會的價值觀有所束縛，限制了自己
遊戲技術的發揮空間，進而抹滅自身遊戲技巧的信心。（蔡幸
秀，2019）

由此可知，女性電競選手時常面臨到他人的惡意與社會價
值的束縛。然而，她們為了實踐自己的夢想，在比賽的背後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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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許多精力與時間練習，並且向其他男性選手證明，不論從遊
戲技術還是意識方面來看，女性選手的實力不亞於男性選手，
所以，電競女選手也是值得敬畏的對手，不該因著性別的框
架，否定了女性本身的價值。

多元與平等

女性選手在電子競技之路的發展遭遇到許多挫折，像是遭
遇他人言語的騷擾、暴力以及對女性選手的外貌進行評論，有
些女性選手受不了外界的壓力，選擇就此淡出電競界，嚴重一
點，甚至走上絕路。有些人開始意識到，現今的電競文化還不
夠成熟，以致於許多女性選手難以在電競界施展她們的抱負。
因此，有人試圖整頓電競界的風氣，在未來中能夠打造出多元
且包容的環境給每位玩家，並且藉此吸引更多女性玩家投身於
電競產業之中。舉例來說，Riot Games（遊戲公司）宣布
《Valorant》（特戰英雄）即將展開「VCT 顛覆者」（VCT 
Game Changers）的計畫，把投入在《Valorant》電競界的女
性和其他被邊緣化的性別與種族，提供他們表現的舞台和開創
新的契機，為賽季提供更多精彩的內容，藉此補足當前競技模
式下的不足，企圖改變規則來讓《Valorant》朝著更加多元且
有包容性的方向來進行。

除此之外，AnyDesk（遠端桌面軟體）與電子競技玩家基
金會（esports player foundation）合作並且全力支持遊戲玩
家。因此，他們一同參加在2021年於德國柏林舉行的平等電子
競技活動（Equal eSports）以示支持。平等電競的概念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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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Telekom（電信股份公司）所提出來的，目的是要促
進電子競技及遊戲領域創造平等的機會。不論遊戲玩家的性
別、族群或社會地位為何，他們都有實現自身夢想的機會，作
為第一步，Equal eSports活動想要藉此提高玩家們與合作夥伴
的平等意識。除此之外，在比賽之前，大會依據每個人的情況
調整他們的設備，讓每位玩家都能發揮出最好的水平。這個活
動不只讓玩家有機會互相切磋，學習他人的遊戲技巧，到訪者
也能夠獲得參與遊戲的機會，了解該遊戲的文化與特色。

雖然女性選手在電競界免不了遭受他人的攻擊，但隨著平
權意識抬頭，一些公司試著開發出多元且包容的遊戲環境並且
把遊戲平權的意識傳遞給參與其中的玩家，藉此改變電子競技
產業不良的氛圍，進而把遊戲平權的理念傳達到社會大眾，促
使社會上思想的進步。

結語

除了傳統價值觀的約束，阻礙了女性玩家投入於電子競技
行業之中，實現自身的夢想，也包含社會大眾不成熟的遊戲文
化，驅使女性遊戲愛好者因著他人騷擾性與歧視性的言語，逐
漸淡出電競界。此外，有些女性投身於電競產業卻發現觀眾的
評論大多著重於她們的外表，而不是他們的遊戲技術，使得女
性電競選手重視他人對自身外貌的評價，開始對自己產生不信
心，進而否定了自我的價值。更嚴重的是，大部分女性選手的
薪資無法與男性選手匹配，因為一開始起薪的立足點極為不
同，產生薪資上的差距，再加上大部分的電競獎金落在男性選

　　朱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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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身上，即便女性選手的實力能夠與男性選手匹敵，但所獲得
的金錢仍輸男性選手一大截。

儘管如此，有些遊戲公司試圖整頓電競界的歪風，打造出
適合每位玩家的遊戲環境，藉此吸引更多女性玩家進入電競行
業之中。因此，推動相關的計畫來彌補現今電子競技模式下的
不足，進而達到包容且多元的遊戲風氣。除此之外，有些人開
始意識到平權的重要性，進而推廣平等競技的概念，為了促使
電子競技及遊戲領域創造平等的機會，不因玩家的種族、性別
或社會地位而限制他們實踐夢想的機會。

蝦密？原來電競女選手那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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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傳說荒誕無稽？
帶你用不同視角去觀看都市傳說

吳宜真

你聽過都市傳說嗎？你有看過網紅實測都市傳說嗎？你知
道《紅衣小女孩》電影嗎？覺得都市傳說都是怪力亂神、虛假
不實又嚇唬人的？對於這些奇幻神秘的故事，你是相信？不相
信？還是純粹尊重？本文將帶領你切換不同視角，深入瞭解你
所未覺察到的，都市傳說的世界。

都市傳說是什麼？

都市傳說（urban legend），在英文中被簡稱為“Uls”
，也有人稱之為都市傳奇、都市神話（urban myth）、現代傳
說（modern legend）、當代傳說（contemporary legend）
、現代都市傳說（modern urban legend）等。都市傳說常被
認為是鬼故事或民俗傳說的一種，但實際上它們之間的性質卻
不盡相同：都傳既不是鬼，也沒有神，題材更為廣泛，背景通
常特別貼近於人類的現實社會與生活。美國民俗學家布魯范德
（J. H. Bruvand）在其研究美國都市傳說的名著《消失的搭車
客（The Vanishing Hitchhiker）》（1981）中指出，都市傳
說為當代民俗的一部分；都市傳說所講述的傳說，正是當代社
會希望、恐懼、焦慮等情感，或是諸如犯罪、性、校園、職
場、日常、名人、政府、時事等各種社會議題的反映。

　　 吳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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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都市傳說如何，又是為何反映社會議題之前，我們
先來進一步瞭解並釐清都市傳說的本質。

區別出都市傳說？

都市傳說能算是怪談的一種，但怪談不一定就是都市傳
說。怪談的內容通常帶有奇異、古怪、非現實的特徵，除此之
外，帶有靈異性質的鬼故事與古老傳說中的妖魔鬼怪也在怪談
的範圍內，然而都市傳說不管是和鬼，還是妖，都不能劃上等
號。 

電影《如月車站》劇照
 （https://www.gq.com.tw/entertainment/article/ 如月車站 - 日本都市傳說 - 恒松祐里 - 恐怖片）

都市傳說荒誕無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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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當我們在看待「妖怪」的時候，這些可能曾經讓人心
生畏懼的妖怪們，並不會讓我們感到害怕，原因是我們所處的
時代已與傳說距離非常遙遠，我們也早已不在乎它們的真實與
否，某種意義上它們已失去了活生生的氣息。但都市傳說與之
相反，加上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十分接近，第一次聽說或乍聽之
下就足以讓人感到恐懼，儘管未經考證，因為它們聽起來實在
跟真人真事別無二致，就好像真的會發生一樣。

雖說都市傳說不是鬼也不是幽靈，但這並不代表都傳裡就
絕對不會出現鬼或是靈異現象，既然如此那些有靈異性質的都
傳跟普通的靈異事件有什麼差別呢？都市傳說通常更具故事
性，且鑑別度最高的一點就在於其和社會現實與變遷的緊密關
聯性。正如第二段所言，都市傳說與人類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

而都市傳說的內容沒有正確解答，在敘述時也很難完整明
確地交代所有細節，更沒有具效力的背景支撐，真假與否難以
證明，終究是一團謎。這也許會讓人聯想到不具事實根據的「
謠言」，那麼都市傳說是不是等於謠言呢？答案是不。在生活
中到處流竄的謠言千百種，與都傳相比卻缺乏故事性，有些謠
言只是一個消息、一則評論，這些都不足以讓它們成為都市傳
說的一分子。 
 
 

　　 吳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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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OR「當代」傳說？

「都市傳說」一詞最早出現於1968年，但是其中事件的發
生背景和流傳範圍實際上並不全然僅限於「現代」、「當代」
，或是「都市」，還存在了許多根源於好幾十年甚至更早以前
的古代或相傳於鄉村間的民俗傳統或傳說，有些在不同年代不
同地域還擁有不同的版本。對於都市傳說的學術命名，在眾多
該領域研究的學者間始終存在著爭議。

首先是「當代傳說」，1982 年在英國雪菲爾首次舉辦國際
性當代傳說學術會議，與會學者以「當代傳說」的術語與定義
為中心進行探討與辯論。1988 年「國際當代傳說研究學會
（ISCLR）」成立，學會內的大多成員們對當代性問題相當感
興趣，「當代傳說」術語的接納範圍也具寬廣性，它不只包含
了當代、現代的都市傳說，也包含了只在特定地區流傳的地方
性都傳。在都市傳說、現代傳說、當代傳說，和現代都市傳說
等諸多術語之中，ISCLR 學會傾向於選擇「當代傳說」作為正
統命名，許多支持這項主張的學者皆向「都市傳說」術語進行
了批判，認為該領域若需要較具學術性質意義的命名，當代傳
說會優於都市傳說與其他任何術語。

儘管如此，「都市傳說」術語的合法性地位仍與「當代傳
說」相等。於 1981 年出版《消失的搭車客》的布魯范德，此
後也出版和發表了多項關於都市傳說研究的著作及文章，為都
傳相關領域研究做出不少貢獻並形成影響。在美國擁有「都市
傳說先生（Mr. Urban Legend）」稱號的他，是積極推廣「都
市傳說」術語概念者之一。他認為都市傳說並不單純僅止於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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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間」的故事傳說，事實上，他在 2001 年的 ISCLR 年會
上發表的「消失的都市傳說」中提到，以口頭傳播的都市傳說
傳統已逐漸衰弱，取而代之的是以網路等其他新興傳播媒體為
主的傳播方式；它們被摻進了標準化、商業化、刻板化等元
素，其本身已滲透進了許多流行文化。因為都傳時常在美國的
各類刊物、電視節目、收音機等各種媒體中反覆出現，加上美
國公眾也已熟知且習慣於「都市傳說」的用語，布魯范德點明
學者們應該對單一都市傳說案例逐件深入研究，並分析個別的
歷史發展與脈絡，現今我們仍無法確定任一都傳的根源年代，
而傳說流傳之來源以及本身的複雜性，也讓人們難以剖析出於
其中涵蓋的元素或者是否具當代性議題的介入。且若定名為「
當代」傳說，便難以合理解釋和說明其過去傳統的淵源以及與
現在的連貫性連結，同理若定名為「都市」傳說，具侷限性的
術語使用，無法解釋傳說實際發生背景的多元性。

雖然各方對術語的使用皆有各自主張的立場與觀點，對於
都市傳說的命名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答案，也有許多研究學者
將都市傳說、當代傳說等名詞交叉互換地使用，因此某方面來
說這些用語都是能相互等同和貫通的。

傳播

早期的都市傳說都是以非正式的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在
校園、宿營、旅遊、餐、酒館裡、聚會等各種能閒聊的場合，
都能找到它們在其中遊走過的蹤影。從二十世紀的 60 年代到 
80 年代被稱為口頭都市傳說的黃金時代，時間再往前推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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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也開始在一些報刊書籍、雜誌、報紙、新聞、電視、廣播電
台等印刷出版物和大眾媒體中亮相，有些甚至被改編成小說、
漫畫、電視連續劇、電影和遊戲電玩，例如：台灣作家笭菁所
著的都市傳說系列小說、2015 年上映的電影《紅衣小女孩》、
恐怖遊戲《瘦長人》等。這些傳播媒體的興起，與口頭傳播方
式相比，又更具強力及影響力。因此民俗學者也開始研究起口
頭與書面，兩種傳播途徑之間的異同及相互影響關係。隨世代
的變遷及科技發展的進步，網際網路的崛起相比下削弱了先前
傳播媒體的力量。由於網路的傳播速度快且範圍廣大，資訊的
容易取得增加了觸及率，讓聽聞過都市傳說的人數迅速飆升，
甚至每一個人，都可以隨時隨地發表自己的經驗及意見想法。
有時候同個都傳經過無數次地傳播，在世界各地擁有不同的版
本，某種程度上，網際網路便成為另類的一種都市傳說孕育
地。

然而即使都市傳說內容不合理又難辨真偽，也沒有足夠證
據去證明，它們對人類心理所造成的影響仍不容小覷。正是因
為它們具有可塑性強、不受限制的格局、似是而非、無法預知
等元素，愈難以確認，不安感和想理解的欲望愈加升高，人們
反而更戒備和在意，都市傳說便更容易形成並一直散播出去。

到這裡我們對都市傳說本身已經有較深入的暸解了，現在
就來看看幾個國內外著名的都市傳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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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靈船－－台中衛爾康西餐廳大火

 

起源最早來自於 1995 年位於台中的衛爾康西餐廳發生的
大火，死亡人數共 64 人，此場事故也是台灣歷年來死亡人數第
二多及單一建築物死亡人數最多的火災。在事發當時有人聲稱
目擊到一艘疑似載著亡魂幽靈，外觀樣式有些古老的帆船漂浮
在餐廳上空，甚至還看到有一些人影在裡頭晃動，於是傳說逐

幽靈船示意圖
（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105004357-2604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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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在民間發展成形，開始流傳起火災現場的上空會漂浮著一艘
幽靈船，準備將罹難者的亡魂接走並帶往陰間，且幽靈船須載
滿一百個「乘客」，否則不會啟航歸返，因此它會不斷在各地
穿梭移動，到處蒐集火災罹難者的亡魂直到數量湊齊。換句話
說，若看見幽靈船的出現，便預示著即將有一場火災的發生。
然而，據說只有具備陰陽眼的人才能看得見幽靈船的面貌。一
些民俗學者認為幽靈船是由靈界派來的，會看得見是因為靈界
與人界重疊所產生的現象。

紅衣小女孩

起源自 1999 年在台灣 GTV 電視台的靈異節目《神出鬼
沒》，某集觀眾提供了一段影片公開播送，影片內容為一個家
族到台中市北屯區大坑風景區山上郊遊的遊玩紀錄，然而卻在
其中的一個畫面中，發現人群隊伍的尾端突然出現一名身穿明
顯的紅色的衣服，身形和頭髮長度與小女孩一般但臉孔卻十分
蒼老甚至面無血色的人跟在後頭。根據影片提供者所述，團隊
當中有一人在旅途結束回來後沒多久便驟然病逝，然而一年後
家屬在查看影片時，除了發現來歷不明的「紅衣小女孩」以
外，還看見在鏡頭裡該名去世家人的笑容裡竟長了兩顆獠牙。
這段影片在當時社會引起了極大迴響，有人認為紅衣小女孩是
魔神仔的一種，有人認為她是來抓交替的鬼魂，也有人主張該
影片造假，眾說紛紜，至今真相卻仍未被證實，以一種「都市
傳說」的形式留存於台灣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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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瑪麗

血腥瑪麗（Bloody Mary），這裡指的不是雞尾酒的血腥
瑪麗，而是來自於美國的一個都市傳說（傳說有許多版本，本
文僅提出其中最經典的一版），傳說女性夜晚獨自一人進入浴
室，把門鎖上並關掉電燈，面向鏡子在前面點燃一或兩根蠟
燭，閉上眼睛集中精神，嘴裡喊出三次的 Bloody Mary（另一
版本是十三次），便能召喚出血腥瑪麗，據說召喚成功能預見
未來，另一說是血腥瑪麗能實現召喚者三個心願，然而代價是
要交出自己的性命，但也有人說血腥瑪麗有時害人有時無害。
網上列出召喚血腥瑪麗可能會發生的情況：鏡子裡出現一副面
孔皮肉被撕裂的邪靈、召喚者被邪靈嚇瘋（是真的瘋）、鏡子
裡出現一雙邪惡的紅色眼睛，鏡子和牆壁有血液滲出、邪靈把
召喚者拉入鏡子裡。七十年代在美國民間，這樣的召喚儀式，
或者說「通靈遊戲」，開始大行其道，尤其在 7 到 12 歲的少
女間最為流行，傳說參加召喚儀式的女孩會遭受血腥瑪麗對其
尖叫、詛咒、勒頸、攝魂、吸血，最為人熟知的是挖去雙眼。

血腥瑪麗的原型有兩位歷史人物，瑪麗一世（Mary I）與
巴托利．伊莉莎白（Báthory Erzsébet）。瑪麗一世即是十六
世紀初都鐸王朝的第一位正統女王，她因為拒絕承認父親亨利
八世與其弟愛德華六世所信奉的新教，欲恢復自己信奉的羅馬
天主教，為了鎮壓反抗份子，瑪麗一世開始屠殺異端，約 300 
名新教徒被處刑（大多是用火燒死），也有許多人被流放或逃
亡國外，其宗教迫害的實行，讓她得到了「血腥瑪麗」的稱
號。伊莉莎白則是十六世紀末匈牙利的伯爵夫人，來自貴族中
最有名的巴托利家族，為當時匈牙利的第一美女，卻也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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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殺人數最多的女性連環殺手，因此有「血腥伯爵夫人」、「
女德古拉伯爵」的稱號。據傳伊莉莎白為了永保青春的美貌，
到處蒐集年輕處女的鮮血，將少女綁架起來，火燒、毆打、放
血或是直接把肉咬下等各種方式將女孩虐待致死，伊莉莎白則
用她們的鮮血沐浴，有些甚至直接喝掉。她所殺的人，數量最
多被稱有超過 650 人，最後卻只有 80 人被證實為伊莉莎白殺
害，真正的數據無從得知。有人認為伊莉莎白為了榨取處女的
鮮血，而發明了一個刑具，名鐵處女，將人放入，關上門後即
刻被裡頭佈滿的釘子刺穿全身，是一種能快速放血的酷刑刑
具。然而因為沒有留下歷史記載，被認為是後世的發明，或只
是虛構。

如月車站

 如月車站示意圖
（https://www.blisseuphoria.com/zh/ 如月車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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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車站（きさらぎ駅），日本的都市傳說，因 きさらぎ 
的漢字除了如月也可以寫作「鬼」，故又稱為「鬼站」。如月
車站不存在於現實，是一個只進不出的無人車站，一旦搭上了
前往如月車站的列車，便很難再回去原本的世界，因此如月車
站也被認為處在異世界，稱「異界站」。整起傳說起源自 2004 
年一位網名叫葉純（はすみ）的人在文字討論板上發表的留
言，她聲稱自己搭上了一輛不大對勁的列車，列車將她載到「
如月車站」，一個從沒聽過的站名。

據葉純所說，她搭的那班列車與平常不太一樣，行駛了二
十多分鐘都未停靠，乘客除了她以外都在睡覺，車掌室的窗戶
被遮住看不見裡頭，敲了幾下卻未得到回應，而列車在經過隧
道後停靠於「如月車站」。她向線上的網友們尋求建議，猶豫
一陣子下了車，網友們在網路搜尋如月車站卻求無所獲，然而
如月車站上和附近皆杳無人煙，連列車時刻表都沒有，放眼望
去只看得見山和草原，其他乘客都沒有下車，只剩葉純一個人
在車站。弔詭的是，能用網路在論壇上向網友求助的葉純，使
用 GPS 定位的時候手機卻顯示錯誤，信號比數據網路還好的 
GPS 卻接收不到，這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後來葉純在網友
的建議下沿著鐵路往回走，報警卻被當成是惡作劇，只能不斷
在網上實時與網友回報狀況，過程中，她聽到不知何處的遠方
傳來鈴聲及太鼓聲，隧道裡一名單腳的老人突然出現在她後
方，對她說在鐵道上走路很危險便瞬即消失。最後，葉純走出
隧道後見前面有人便急忙往前，該名陌生人親切地表示可以載
她到附近的車站，她詢問了對方現在的所處地卻得到了叫作「
比奈」的答覆，一個應該是距離非常遙遠的地名。而該名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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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開著車逐漸往山內走，不再和葉純說話卻開始喃喃自語，
讓她感到有點不對勁，但礙於手機快沒電的緣故，葉純表示自
己將伺機逃走，並說：「為了以防萬一，這是我最後的留言。
」便消失在論壇上。此後有不少人稱自己也到過如月車站並且
平安地回來了，但有些人已被證實為造假。

然而，7 年過去，葉純出現了，她在原本的留言串下方稱
自己經過 7 年後回到了普通的世界，過程中發生了很多事但她
不打算說明，只透漏了關於載她的陌生人以及她最後是如何回
來的資訊，她表示中間的 7 年消失了，父母像什麼事都沒發生
地一樣將她帶回。至於 7 年後的這則留言是否真的由葉純本人
發出，沒有人知道。

事後有人發現葉純所描述的情境與早在 1980 年播映的《
超人力霸王 80》第五集片段近乎雷同，一樣是晚上、一樣是末
班車、一樣的車站名，最後一樣有陌生人的出現。

看完這些都市傳說你有什麼想法嗎？或是它們帶給你什麼
樣的感受呢？接下來將實際應用這四個都市傳說，引用〈解析
都市傳說的理論視角〉（張敦福、魏泉，2006）裡的各項層
面，帶你用不一樣的視野及觀點來領略它們。

都市傳說荒誕無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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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視角下的都市傳說及背後意涵

你曾想過，如今聽說過的都市傳說原貌是什麼樣子嗎？你
好奇，它們是如何從一個單純的故事敘事或傳言信念，演變成
都市傳說的？你疑惑，為什麼同一個都市傳說，會有各種不同
的版本？你相信，每一個都市傳說、每一種版本，都擁有它們
自身的文化內涵嗎？

都市傳說反映了歷史，雖然我們尚且無法完整考證它們的
真實性，但我們都非常清楚，都市傳說的內容通常是有切實涵
蓋真實事件的，像是幽靈船，衛爾康西餐廳的火災是真實發生
過的，64 的死亡人數也並非造假；紅衣小女孩，上山旅遊的家
庭是真實存在的，有家屬逝世也絕非妄言，但是否真的有人目
擊到幽靈船，或者紅衣小女孩的影片造假與否，卻沒有任何人
能出來證明。然而，對於都市傳說的形成與出現，仍有方法和
脈絡去解釋之，端看你用什麼樣的角度切入。

人心與精神

你聽過《盜墓筆記》裡有一句台詞「比鬼神更可怕的是人
心」嗎？專著《都市傳說：所有那些美妙動聽的神話絕對
地、100% 地虛構》的作者 Richard Roeper，認為都市傳說全
都是荒誕無稽、虛構不實的，人類之所以會相信它們，是因為
人的內心是盲目的。當一個人聽到一個聳動或神奇的故事，就
會迫不及待地四處奔走，想將這個故事告訴給更多其他的人，
人們也驅於恐懼與好奇心，再接續重複這個過程，不斷循環下
去，於是在短時間內，這個從何而來和真假與否都無從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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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已經傳遍了大街小巷，甚至是全世界，如此的傳播，
便是都市傳說形成並能流傳多年的原因。舉例來說，幽靈船傳
說出現的部分原因，便是當時社會對接二連三火災的發生而逐
漸升起的恐懼，又加上 90 年代台灣的綜藝節目正盛行一股「靈
異風潮」，自 1991 年靈異節目《玫瑰之夜》開播，引起社會
的廣大迴響，正是形成並滋養了都市傳說這片土壤。

而有些學者會採用另一個相似的層面——佛洛伊德的精神
分析學去解讀都市傳說，他們認為都市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人類精神心理的傾向，且有其自身的寓意，其中最有影響力
的一位學者，艾倫．鄧迪斯（Alan Dundes），主張都市傳說
內含的元素各有象徵意義（比如人的心魔）。

神秘與超自然

查爾斯．福特（Charles Hoy Fort），一位美國的奇異現
象學研究者，致力於探索與蒐集那些科學無法解釋的事件與現
象，他調查了許多相關資料，曾編纂成一集錦，其追隨者們自
稱「福特主義者（Forteans）」。福特主義者們研究並討論妖
怪、鬼魂、奇獸等不合常規和超自然的現象與經歷，嘗試解釋
這些被認為古怪離奇的事物，其中較傑出的一位 Loren Cole-
man 描述福特主義者們對世上無法解釋的現象抱持著開放的心
態，他個人擁護的觀念為：雖然他無任何信仰，但他相信任何
事都是有可能發生的。這同時也是福特主義世界觀的反映。即
類似於世俗間人們常說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但這
又比較偏向一種僥倖的心態，或者是畏而敬之，因為怕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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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選擇尊重與相信，但有些在遇到之前，也僅限於尊重這點，
換句話說，總得真的遭遇了，才會相信真正存在。

現實中即有不少人選擇用超自然力量的角度去解釋都市傳
說等其他類似的奇聞軼事，像是有人說幽靈船是靈界與現世的
重疊、紅衣小女孩是某種鬼魅、血腥瑪麗是一種邪靈或女巫、
如月車站是能通往異世界等等。

語言及結構主義

傳說性質的事物在語言學來說，完整的敘事文本或「足以
作為敘事」的文本必不可少的，據社會語言學家拉波夫（Wil-
liam Labov），一個完整的敘事須具有六項基本結構性要素，
分別為點題、緣起、進展、評論、結局與回應。然而，民俗學
家 W. F .H .Nicolaisen 在研究《嚇唬人的反倒被嚇著了》傳說
時卻發現只有三項要素構成了敘事核心，分別為緣起、進展和
結局。除此之外，他發現都市傳說的敘事皆有一個特別之處，
在於某個應在緣起時就被提及的資訊，卻被講述者搬移到進展
有些甚至到了結局時才說出。因此某些關鍵資訊在一開始刻意
被隱藏，直到最後一刻才揭示的敘事手法正是都市傳說的語言
結構特徵，並且，傳說的講述者如何去操縱這些結構要素也決
定了這個傳說是否具感染力。此外，以語言學結構去分析，比
起書面上或眼可見的材料，口頭或錄音所留下的敘事會更有力
量及效果，因為相關學者認為這讓敘事發生當場的氛圍、感覺
與背景都保留了下來。 

　　 吳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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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說的結構主義分析最早開始於普羅普（Vladimir 
Propp），他研究的原材料為一組特定類型的童話故事，將故
事中可變及不變的成分分離出來，由此可以連結到有著不同版
本的都市傳說，它們通常仍保有某部分的重疊之處。1955 年，
克勞德．李維史陀出版的《神話的結構研究》，至今仍周而復
始出現的二元結構如生與死、黑夜與白晝、善良與邪惡、成人
與小孩、男性與女性、理想與現實等皆被納入研究範疇。舉擁
有許多版本的血腥瑪麗為例，不同版本的共同點在於：密閉空
間（浴室）、漆黑的環境（不開燈和夜晚）、隻身一人的情
況、面對鏡子、念咒語的儀式、詭異的氛圍等，這些都是容易
放大人們感官、引起恐懼之心的結構。

文學

以文學層面來看，現今已有許多刊物和文學作品如小說、
漫畫、電影等皆以都市傳說為題材發揮與呈現，早在更久以
前，就有許多文學作品直接或間接地納入了都市傳說的相關元
素及結構，像是著名的作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
way）的作品便採用過一個叫「妓院裡的窺淫狂」的都市傳
說。相關研究學者發現這些帶有都市傳說影子的作品有著類似
的情節發展與故事結構，這也暗示了文學與民俗學之間密切的
聯繫。除了以都市傳說為出發點編撰故事，在文學作品的領域
中還能將文化、社會、人心等更多元寬廣的層面涵蓋進去，小
說作家笭菁所創作的都市傳說系列（共 25 冊，上面舉的四個都
市傳說她都有寫過）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都市傳說荒誕無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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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觀點

  

歷史地理學派，又稱芬蘭學派，為民間故事分類研究理論
與方法奠定了基石，創建人為尤利烏斯．克隆（Julius Kro-
hn）及其子卡爾．克隆（Kaarle Krohn），其最經典的成果便
是卡爾的學生安蒂．阿爾奈（Antti Amatus Aarne）所發展出
的一套用於民間故事與童話的分類法，後被美國民俗學者斯蒂
斯．湯普森（Stith Thompson）加以改良，因而命名為阿爾
奈–湯普森分類法，或簡稱 AT 分類法。該學派相信，民間故事
是構成人類文化史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成分，透過理解
這些故事與傳說，能更多面性地洞悉人類社會的歷史淵源及活
動觀點。其中此學派也提到，同類型的各個異文，在一定程度

蓋．福克斯面具
（ https://baike.sogou.com/v139663412.htm）

　　 吳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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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起源皆具相關性，因此我們可以透過追本溯源的方式，來比
較並分析不同版本間的差異和差異之原因。雖然至今對都市傳
說的探源，因為資料有限及流傳年代界線的模糊，仍有些不
足，但這樣的研究能對人文教育及社會的瞭解有更進一步的幫
助。

分別以本文舉例的四個都市傳說來解析：幽靈船反映台灣 
90 年代經濟快速成長末期，許多休閒娛樂場所如西餐廳、K-
TV、酒店、舞廳等大量出現，然而當時社會對密閉公眾場所的
安全意識及觀念薄弱，加上相關法規不全，業者防火措施敷衍
了事，導致火災事故頻傳，引起大眾恐慌。紅衣小女孩部分原
因則與幽靈船重疊，同身在 90 年代的台灣，因電視節目《玫瑰
之夜》以及 1993 年美國影集《X 檔案》的開播，掀起一波靈異
之潮（附帶一提，都市傳說「人面魚」也是在當時興起的），
同質性的節目絡繹不絕。雖然節目本意是為透過鬼故事教人向
善，但不免有些製作組為了收視率而將某些資訊做選擇性的公
開與掩蔽。血腥瑪麗則是非常典型地由歷史故事演化而來，有
真實非虛構的背景文化，同時也印證人類殘暴血腥的一面。至
於如月車站除了發生情境十分貼近日常生活（電車、火車）以
外，是應網際網路的出現而誕生，2000年代正是網路怪談品質
較高的時期，然而有著相同情節且在更早之前即公開亮相的電
視劇劇情卻鮮少人知，在論壇上流傳的版本反而能延續至今。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你還有想到哪個層面的視角能與哪個
都市傳說連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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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一個貼近於生活的都市傳說，不管是由口頭敘述、媒體播
報，還是網路傳播，有人感到恐懼，有人特別著迷；也有人覺
得荒謬，或是不以為意。值得留意及探討的，不僅僅是表面的
故事情節，也不容我們忽視的，是存在於其背後所隱含的概念
及牽涉議題。都市傳說即是一個富有多面向文化的載體，構成
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它能帶來娛樂消遣，同時警惕和教育人
們。下次在聽聞某個都市傳說的時候，不妨實際學習一下轉換
思考，你會發掘出它們不一樣的一面，並領悟出其中的深層意
義，進而對身邊的人事物更加瞭解。經過時間的洗禮，都市傳
說將以各種不同的型態不停流傳下去，也許哪天，你會親身體
驗到也不一定哦。

　　 吳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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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將取代視覺藝術家？
Artificial Art 與 Artificial Artist

陳虹瑄

第一眼看到這幅畫１，你會怎麼介紹這件作品？由我開頭，
我會這樣描述：「一名衣冠楚楚的男性在畫面中間，雖帶著憂
鬱的眼神卻又隱隱透出一絲堅定。」這種說法是人類面對
「ART」時下意識加油添醋的妄想。有些人可能會反駁：「這

1 圖片來源皆在文末列出。

模仿林布蘭筆觸與風格的 AI 仿作

　　陳虹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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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是林布蘭大師的作品，那些情感都是切實從畫中流露出來
的，你怎麼能這樣說話！」但有沒有另一種可能，你眼中的林
布蘭之作其實出自「Artificial Rembrandt」？

揭開這幅作品背後的秘密，這件畫作事實上是荷蘭阿姆斯
特丹的金融公司ING集團與廣告公司J Walter Thompson於
2016年4月開始的計畫，名叫「下一個林布蘭」（The Next 
Rembrandt）。他們希望這項計畫能創造一幅擁有林布蘭所有
特色技法的肖像畫，而這幅「新的」林布蘭肖像畫，就是計畫
中成功模仿林布蘭的手法「複製」出的假傳奇，有望成為AI歷
史上的傳世之作。相信這則消息已經足夠震撼，然而人類並未
滿足於此。在2021年5月，AI又更上一層樓，機器人艾達成功
畫出自畫像，表達AI自我認知下的樣貌，並辦了名叫「艾達：
機器人的自畫像（Ai-Da: Portrait of the Robot）」的展覽。說
到這裡，稍微回想一下過往對AI的認知，你是否聽過「AI無法
取代具思想性的工作」這一說法？那麼Ai-Da的出現是不是證實
了這種說法並不可靠？

2022年8月底，新的震撼彈再次推翻了藝術不可能被AI取
代的論點。美國科羅拉多州博覽會美術大賽公布數位創作項目
的比賽結果，由一幅名為〈太空歌劇院〉（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的作品奪冠，作品的華麗與新意讓獎項看似實至名
歸，然而這幅畫作的創造歷程並不簡單。該幅作品是作者Ja-
son Allen透過名叫MidJourney的AI軟體所生成的圖像，依靠
調整給予AI的關鍵字，就能讓沒有任何美術底子的人製作出滿
意的畫面。消息傳開引發不少社會關注，不僅討論該幅作品能
否能稱為藝術並得獎，也讓人們感到恐慌，深怕AI將取代視覺

AI 將取代視覺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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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

讓我們先深呼吸、放輕鬆，俗話說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在十九世紀時藝術界也曾經歷科技帶來的衝擊——攝影術。都
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那麼藝術家與攝影術的拉扯能不能成為
我們面對AI的作戰指南？讓我們從攝影術與藝術家的糾葛開始
說起。

Ai-Da 與她的自畫像

〈太空歌劇院〉（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

　　陳虹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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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攝影術帶給藝術界的衝擊

（一）攝影術與藝術之戰的開端

早在達文西聲名大噪的時代，就發現人眼其實暗藏玄機，
這樣的秘密在不斷研究下透過機械重現，成為攝影術的雛
形——暗箱。暗箱的運作原理是利用光線反射，光線通過
鏡頭映射至反光鏡，再反射至磨砂玻璃產生影像，就可以
人為將影像勾勒在玻璃上的透明紙。雖然這樣的作法只能
看到短暫的影像，仍然成為當時許多藝術家的作畫工具。

 ２一直到西元1826 年，約瑟夫‧尼塞福爾‧涅普斯（Jo-
seph Nicéphore Niépce）發明了「日光蝕刻法（helio-
graph）」，人們才成功留住影像。運作方式是將塗上瀝
青的鉛錫合金板放進暗箱，曝光 8 小時使瀝青硬化，再利
用薰衣草油溶解瀝青，留下拍攝景物的潛像。

但涅普斯不透露技術的堅持導致他的發明未被發揚，正是
因此，他的商業夥伴達蓋爾成為現今廣為人知的攝影術發
明者。西元1837年，達蓋爾（Louis J .M. Daguerre）發明
「銀版攝影技術」，利用水銀蒸汽對曝光的碘化銀產生化
學變化進行顯影，並將之命名為「達蓋爾攝影術（Da-
guerreotype）」。

２ 張 銘 洋、 李 品 萱、 陳 伃 萱、 林 芩 竹、 車 昊 恩。 十 九 世 紀 初 攝 影 是 科 學
還 是 藝 術？ 2022-11-03 取 自 https://moodle.ncku.edu.tw/pluginfile.
php/1001694/mod_forum/attachment/283639/ 第 四 組 書 面 報 告 定
稿 .pdf?forcedownlo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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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這種方法成像清晰，攝影術也在該方法公之於眾的1839
年進入貴族視野，成為有錢人的新玩具，讓他大賺一筆。
然而，無法反覆複製且顯影時間過長的限制，讓達蓋爾攝
影術逐漸被改良的新技術取代。儘管被新技術取而代之，
達蓋爾的技術也成功在藝術界引發軒然大波，法國畫家保
羅‧德拉羅什（Hippolyte-Paul Delaroche）甚至在看到
達蓋爾攝影作品時說：「從今日起，繪畫已死。」可見攝
影術帶給當時人們的震撼。

攝影術後來對藝術界發動的更大攻擊，是從與平民接觸開
始。攝影術第一次跟平民接觸需要追溯到西元1854 年，安
德烈‧迪德立（André Disdéri）發明名片格式的肖像照技
術（carte-de-visite portrait）後，因為改造的多鏡頭相機
和活動底片夾能夠連續拍照，降低了拍攝費用，攝影術正
式成為普通人也能體驗的新科技。４當時的藝術家多透過肖
像畫維持生計，攝影術的發明讓民眾變得能用低廉的價格
及更準確的方式看到自己真實的樣貌，讓這些肖像藝術家
頓時訂單銳減，生活陷入困難。此外攝影術的出現也是對
當時盛行風格的挑戰：此前的藝術家肩負著復刻真實世界
的責任，十九世紀正是追求寫實主義的巔峰期，藝術家們
不斷精進畫技只為了更靠近真實，卻因為科技革新頓失目
標，進而產生「攝影是否算是一種藝術？」的爭論。

３ 維 基 百 科（2018-11-06）。 銀 版 攝 影 法。2022-11-05 取 自 https://
zh.m.wikipedia.org/wiki/ 银版摄影法

４高雄醫學大學維基學習網（2009）。攝影藝術簡史讀書會紀錄。2022-11-
03 取自 http://wiki.kmu.edu.tw/index.php/ 攝影藝術簡史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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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箱原理示意圖

銀版攝影法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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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造藝術以抵抗外敵

在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５的著作〈機械複製
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曾提到，攝影術的出現首次讓人類不
必親手參與圖像複製的主要藝術任務，而且按下快門的簡
單動作加快了複製速度，讓原先作為藝術根基的儀式價值
被其取代。這裡的儀式價值指的不僅是神像雕塑，同時也
是對逝去親人的追憶，是原先人們委託繪製肖像的意義：
記錄人曾活在世上的證明。攝影術是將當下的樣貌凝結紀
錄的一種技術，所呈現的就是此刻最真實的一面，這種真
實性是手繪追不上的。這是一項望塵莫及的事實，藝術因
儀式價值附加的靈光消逝，而改往展示價值前進，這就是
攝影術促成的藝術改造。

當模仿真實的功能被攝影術取代，藝術家必須為自己重新
尋找出路，有些藝術轉往抽象的、思想性的創作風格。繪
畫的重點不再是真實比例下的美，而是經過自我解讀，呈
現藝術家眼中看到的美，像是印象主義及抽象作品的出
現。印象派放棄追求細緻如現實的風景畫，轉而繪製「藝
術家眼中的印象」，也是莫內〈印象‧日出〉（Impres-
sion, soleil levant）希望達到的境界。６

５華特．班雅明（1935）著；莊仲黎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台北市：
商周出版，2019。

６ 馬 雅 蘭（2017-05-22）。 攝 影 與 繪 畫 的 百 年 糾 纏。2022-11-04 取 自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cic.china.com.cn/pic/2017-05/22/
content_9489819.htm?f=pad&a=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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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著名的抽象派畫家畢卡索則認為攝影術製造出的影像
是平面的，只能看到其中一面的樣貌，但繪畫是自由的，
可以利用在一個平面上繪出不同面向來打造立體的觀感體
驗；這樣的理論進而影響到後來的野獸派，營造出面向多
元而難以理解的藝術作品。７

 
 

另有一派前拉斐爾派，出於對學院制式化風格的反抗，他
們提倡回歸拉斐爾之前富宗教虔誠及質樸的創作風格，依
然追求精確寫實的繪畫手法，但為繪製出的寫實提供不同
的解釋。他們認為描繪出的真實及拍攝出的真實有所不

７Charlie Kim（2020-01-29）。攝影對藝術界的襲捲與挑戰。2022-11-03
取自 https://charliekim.net/2020/01/29/ 攝影對藝術界的襲捲與挑戰

〈印象．日出〉（Impression, soleil levant）

AI 將取代視覺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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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拉斐爾派的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這樣解
釋：「比起達蓋爾版、卡羅版，或是任何其他被發明的機
械工具，人類心智的創作之所以能超乎其上的原因唯有一
個，便是愛。」其中著名的作品是前拉斐爾派成員約翰‧
艾佛雷特‧米萊 （John Everett Millais）所繪的〈歐菲莉
亞〉（Ophelia），這幅畫利用實地寫生畫出真正的植物
樣貌，真實到被友人稱讚根本是植物圖鑑。套用約翰‧拉
斯金（John Ruskin）的說法，描繪的實景多了藝術家自
我消化的過程，將欣欣向榮的植物放在畫面中不是因為植
物原本就在取景框內，而是為了映襯出女子的哀戚被刻意
融入畫作，是藝術家的自我詮釋。８

８黃桂瑩（2018-11-08）。眼底之真：前拉斐爾派與十九世紀攝影的交會。
2022-11-04 取自 https://arthistorystrolls.com/2018/11/08/ 眼底之真：前
拉斐爾派與十九世紀攝影的交會 /#_ftn4

〈歐菲莉亞〉（Oph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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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底要怎麼看待攝影術？

隨著繪畫風格的轉變，藝術家對攝影術的認知也有所分
化，有一派將攝影術當作創作的工具或是作畫參考。像是
前拉斐爾派就參考攝影作品的特色，將裁切式構圖、線
條、前後景縱深對比、以及具精確細節等特質融入繪畫作
品，創造令人耳目一新的全新作品。

而加百列‧羅塞提 （Dente Gabriel Rossetti）則委託攝影
家約翰‧羅伯特‧帕森斯（John Robert Parsons）為情
人珍‧莫里斯（Jane Morris）拍攝許多獨照，以此為參考
繪製情人在他的詮釋下所擁有的不同面貌，在他的畫作中
莫里斯比照片看起來更加魅惑及具吸引力，擁有真實性又
保有創作的想像。９另一派藝術家則轉而將攝影術當成創作
藝術的媒介，成為攝影師。

這一類的藝術家又再區分成「貫徹攝影寫實特色」及「利
用攝影創作美感」兩個派別。前者被稱為自然主義攝影，
他們反對利用攝影術模仿繪畫，支持用攝影的真實性展現
自然質樸的美感，英國攝影家彼得‧亨利‧愛默生（Peter 
Henry Emerson）正是自然主義攝影的代表人物。還有受
到印象畫派影響而誕生的印象派攝影，他們秉持跟印象畫
派同樣的理念創作：再現被觀察物體的視覺印象色彩。

９黃桂瑩（2018-11-08）。眼底之真：前拉斐爾派與十九世紀攝影的交會。
2022-11-04 取自 https://arthistorystrolls.com/2018/11/08/ 眼底之真：前
拉斐爾派與十九世紀攝影的交會 /#_ft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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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當然的，後者選擇反其道而行。在自然主義盛行前曾
流行高級藝術攝影（High art photography），代表人物
為奧斯卡‧古斯塔夫‧雷蘭德（Oscar Gustave Re-
jlander）及亨利‧佩奇‧魯濱遜（Henry Peach Robin-
son）。他們將繪畫邏輯套用在拍攝影像上，產生具繪畫
效果的影像作品。在此之後的是畫意寫真攝影（Pictorial-
ism），代表人物有古斯塔夫‧勒‧格雷 （Gustave Le 
Gray）及愛德華‧史泰欽（Edward Jean Steichen），他
們透過刮除底片或加工製造額外線條、模糊或朦朧感，力
求為拍下的影像增添古典藝術氣息，他們將之稱為「唯美
般的模糊（artistic blurring）」。

（四）戰爭後的互利共生

攝影家約翰．羅伯特．帕森斯為加百列
的情人珍．莫里斯拍攝的獨照

加百列．羅塞提參考
約翰．羅伯特．帕森斯為情人

珍．莫里斯拍攝的獨照繪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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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藝術家還是攝影師對攝影術的應用，我們都可以看
出攝影術對藝術帶來的衝擊並非全是負面效果、也沒有完
全取代藝術產業。藝術家自行分化成兩條路，將攝影術看
作是一種工具或一種藝術，他們互不衝突，甚至互相交流
影響。像是之後的新未來主義就在動態影像誕生後才得以
補助物體的動態移動並應用在藝術作品上。

從攝影術歷史制定對AI教戰手冊

攝影術帶給藝術界的衝擊就跟現代的藝術家面對AI一樣，
都是被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科技威脅。那麼現在的藝術家到
底該提起畫筆誓死不屈，還是投奔AI的懷抱享受科技帶來的便
利？我們可以透過比對攝影術與AI之間相同或是不同的特質，
試著從過往攝影術與藝術家的攻防戰之中學習現今的藝術家們
到底該如何應對AI的步步進逼。

（一）深入敵營！比對攝影術與AI的運作模式

AI繪圖的運作模式是先將自己所構想的畫面關鍵字輸入給
AI，假設想要的畫面是「睡覺的貓咪」，AI便會從大數據
中抓取合適的畫面來拼湊出圖像。根據給出的關鍵字詳細
程度，AI製作出的圖像便能越符合期待。畫面中各種細
節，像是物品數量上、光影上、背景上的精細程度，都歸
功於關鍵字的多寡。單論提供關鍵字這一步與攝影術在運
作上有些相似，提供關鍵字給AI就像將要拍攝的物品放在
鏡頭前，但是我們可以告訴AI我們想要怎麼排列，由AI自

AI 將取代視覺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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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完成，攝影必須由攝影師手動調整物品位置，但這項差
異影響不大。

在運作上還有一處相似，也跟關鍵字有關。因為AI是從大
數據找資料，有些時候可能會出現錯誤。若是不提供準確
的指示，光影可能會是錯誤的方向、手腳的位置及數量不
尋常或是出現樹長在水裡的奇怪景象。若有相應的美術知
識，就可以在輸入關鍵字時就加上正確指示，提高生成圖
像符合常理的機率。而攝影術的應用也多是由藝術家發揚
出去，大部分的攝影師都是藝術家轉行，像是畫意攝影代
表人物愛德華‧史泰欽。相較於一般民眾，藝術家有更多
的經驗及知識知道怎麼樣的物品排列或是人物構圖可以完
成美麗的照片，在特殊效果的製作上也更有想法。在原先
從事藝術領域的群體會更具使用技術之優勢這點上，兩者
是相同的。

（二）了解弱點！敵人的侷限性

雖然照理說給予AI的關鍵字越豐富詳細，AI就能給出越精
確的畫面。但不僅是選取關鍵字的問題，AI也還有無法完
成的動作或是姿勢呈現，成品的品質也還未穩定。像是經
過許多人的測試發現現今的AI繪圖軟體不能完成拿著筷子
吃拉麵的動作，當AI接收到「吃拉麵」的指示，會給出人
物用手抓取麵條的畫面，並且湯碗裡會出現不該出現在食
物裡的元素，讓畫作變成恐怖片，例如浸泡在湯裡的人
頭。另一種限制則是AI目前還未發展出自我學習的能力，
所以作品還只能以大數據為參考製成，沒有自我風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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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局面久了反而會讓作品的風格相似。也導致目前AI的作
品較多是市面常見的ACG風格１０，特意要求寫實的畫風也容
易出現問題。

攝影術也是風格較固定的表現方式，畢竟攝影術是捕捉現
實，雖然可以透過後期加工製造不同效果，但呈現的主題
脫離不了真實形象。如果把這兩種科技革新產物拿來與人
類手繪比對，人類之手還是能達成更多不同風格。或許繪
畫再怎麼鑽研發展都無法像照片中的那樣真實，但繪畫的
優點是伸縮自如，可以完成的風格更多樣、客群也就更
廣。尤其是就此刻而言，AI還止於從人類作品裡模仿學
習，那麼創作參考數據的人類就更不可能被取代，否則AI
的風格會越來越相像，最後失去多樣性。

（三）我們的優勢與弱點？職業的可替代與不可替代

歷史上攝影術的出現優先衝擊了肖像畫產業，係因肖像畫
委託者的需求可被攝影術滿足，並且價格更低廉。近一步
分析肖像畫委託者的需求，我覺得可分成兩類：追求「看
到別人眼中的自己」的委託者與「我想要營造給後世看到
的形象」的委託者。前者希望獲得的是能認識「現實中的
自己」的媒介，當有一項技術可以更加精確的完成他們的
需求時，毫無疑問他們會改而找攝影師。後者會期望肖像
畫家幫忙，因為他們要的不是現實，而是刻意營造的畫
面，並非一定符合現實。在肖像作品裡常見帶有這樣訴求

１０ 意指日本動畫、漫畫及電子遊戲中常見的角色形象。

AI 將取代視覺藝術家？ 



188   189

的作品，像是杰羅尼姆斯‧托尼曼（Jeronimus 
Tonneman）委託科內利斯‧特羅斯特（Cornelis Troost 
）繪製的室內肖像畫。他的家中實際上沒有裝飾雕像或浮
雕，在這幅肖像畫中卻出現在背景中以突顯他的品味與身
分。另一方面，放在桌上的書籍也不一定實際擁有，只是
為了表示托尼曼是了解藝術的人而放進畫中。

杰羅尼姆斯．托尼曼委託科內利斯．特羅斯特繪製的室內肖像畫
〈Jeronimus Tonneman and his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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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樣的分類帶到現代，也可以將現今的藝術需求分成兩
類：追求「完成我想要的畫面」的委託人還是「希望欣賞
飽含他人創意與理念結晶」的委託人，前者可能會轉而利
用AI 輸入關鍵字找到完美符合理想的圖像，可以自行完
成、經濟成本及時間成本也都更好掌控。但後者會繼續與
藝術家保持聯絡，因為他們要的不是「自己所想」，而是
追求「他人的思想」。在AI繪圖還未能憑自己意志創造一
幅畫的現在，這些顧客的需求無法透過給予關鍵字得到反
饋，自然就會選擇與真人藝術家來往。

依照這樣的分類，可替代與不可替代的界線慢慢浮出，這
條界線可以稱為「是否需要創造與思想的介入」。攝影術
之所以無法達成特定客群的期望，是因為他們的需求包含
不真實的元素，需要人為的創造。AI無法滿足的客群渴求
的是全新的思想創意透過畫作表現出來，就像現代電腦與
博弈論的重要創始人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說
的：「到底有什麼是電腦做不了的？只要你把被認為是電
腦無法解決的問題描述清楚，電腦總能找到一種方法解決
它。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把什麼是『創作』和好的『作
品』定義清楚，人工智慧就可能實現你所想要的。」正是
因為他們無法定義他們的需求，所以僅能從AI那得到不知
所云的畫面。若是導入現代藝術產業的組成，僅是根據客
戶要求創作的職業可能會被AI取代，像是接案繪師、遊戲
美術、視覺海報設計、遊戲角色設計等，但藝術家會因藝
術鑑賞家及收藏家的支撐而持續存在。

AI 將取代視覺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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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實不需要開戰？人與AI的新關係

透過攝影術的發展故事，我們知道了遭受攝影術攻擊後的
藝術家們分成了將攝影術作為工具及作為媒介兩類，並且
各自進步、相安無事至今。現今AI之於人類也是相似的情
況，應該將AI創作之作品看作藝術，將之視為藝術產業的
競爭對手。還是將AI當作一種工具，應用在可用範圍內來
增進效率或是作為繪畫參考是爭論的核心。但就如歷史上
的結果，「站哪一邊」不是需要爭執的重點，在藝術家與
市場的各種選擇下，這兩種情況會轉而並存、成為兩種道
路並相輔相成。

延續上段的可替代與不可替代，藝術家與AI的關係會隨之
變動。就像肖像畫家與攝影術妥協，轉行成了攝影師，其
他藝術家受到攝影術的刺激，調頭尋找新風格，並從攝影
術尋求靈感。原先從事可替代職業的藝術創作者們會在與
AI維持一段時間的競爭關係後，選擇以AI作為作畫輔助或
是作畫工具，利用自身的美術能力來出產比沒有基礎的創
作者更精細又符合邏輯的作品。而另一部分的藝術創作者
則轉往創造與AI不同的風格，創作ACG風格作品的創作者
可能會減少。在這群創作者探尋作品新樣貌的同時，AI的
數據庫也會有更多樣化的資訊，而創作者也以AI製出的荒
誕畫面作為靈感創作，像是模仿AI的吃拉麵圖並畫的更細
緻荒謬，形成類似攝影術與藝術家之間互相交流進步的互
動關係。

　　陳虹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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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的自我審查：投敵還是抗爭到底？

面對攝影術，肖像畫家在認定自己的技術無法超越攝影的
真實性後，與科技妥協，選擇了攝影師。藝術家感受到科技威
脅，展現了人類的不可限量，突破了既定風格。那麼，實際上
身為藝術家的人們該怎麼應對AI的逐步逼近？首先，先來做個
問卷調查。

（一）思考自己的定位

輪到創作者面對AI，首要任務即是思考自己屬於可替代還
是不可替代。回想自身的經濟來源是屬於委託人提供需
求，自己負責動筆畫出他人所想，像是接案繪師的運作模
式。還是作品屬於自身意念的集合體，如自由藝術家或漫
畫家一樣，畫出後只等待伯樂的到來。確定定位後，再來
決定是否要停留在這個位置，還是轉換跑道。

（二）找到與AI最理想的互動關係

決定以後，若屬可替代，可以考慮像肖像畫家一樣，以科
技作為媒材，改而以AI作為創作媒介，成為AI的競爭對
手。若是不可替代，抑或是不甘於被取代，就向十九世紀
的藝術家看齊，跳脫出接收他人要求的工作模式，轉而追
求AI無法學習、獨特的風格，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這麼
一來，客群自然會出現。最後則是將AI當作工具，AI興起
其中一個原因是耗時較短，運用AI做好基礎能提高效率，
在短時間完成品質好的作品。

AI 將取代視覺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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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信身而為人的想像力

衛報的藝術作家瓊斯（Jonathan Jones）曾說：「藝術是
具有主體性、想像力、不可預測的事業，繪畫表現出我們
對彼此的各種感情回應，那是關於人類本質的課題。」，
而在藝術家與攝影術抗衡的年代，以寫實對抗寫實的前拉
斐爾派精神導師約翰‧拉斯金 （John Ruskin）也提及比
起任何機械工具，人類心智的創作因為有愛而能超越機
械。人類作為製造出AI的個體，想像力又怎麼會低於AI，
而藝術又是想像力具現化的代表詞，人類能夠不斷的重新
成為AI的教材而不被超越，我們有資本保持這樣的自信。

AI之戰中Artists的最新任務

從攝影術到AI繪圖，科技的進步威脅人類生存的話題在歷
史上不斷重演，人類卻不曾停下發掘新技術的腳步。正如人類
從未放棄研究不一樣的科技，人的想像力並非人們所想的那般
缺乏，能源源不斷供應新事物的蓬勃發展。所以我們不需要過
於擔心科技的成長有一天會反過來侵蝕我們的生活。就像歷史
上的藝術家們面對攝影術自己重新站穩了腳步找到出路，並且
持續延伸發展成各式各樣的派別，在AI的逐步進逼下，現代人
也會追求自身的進步並整理出解決辦法，現今我們要做的，便
是認清自己的位置，找尋可走的道路往前邁進。

　　陳虹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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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山呼喚」—— 深入尼泊爾創造教育

黃芊甯

「遠山呼喚創辦於 2015 年，當時尼泊爾發生規模 7.8 的大
地震，創辦人林子鈞、蔡宛庭前往震央。地震後，當國際組織
紛紛離開，當地卻出現了嚴重的輟學潮，於是我們決定留下
來，陪孩童們找一條長遠的改變之路。」（遠山呼喚, 2021）

在台灣，享有國民教育是每個人的權利也是義務，到學校
上學可說已成為我們的日常。上學所需的文具、中午的營養午
餐乃至接送學生上下學通勤的校車都行之有年，被安排得井然
有序，但學費並不會造成家庭太大的支出。可是放眼國際，卻
有許多國家的孩子在童年時期就開始工作甚至是結婚，而無法
受教育，尼泊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當地家長沒有受過教育，
因此自然認為孩子早日工作分攤家計才是正途；這個現象在大
地震之後更普遍。為了讓孩子從工作場域回到校園，遠山呼喚
在短短幾年內規劃一系列計畫，以期提升當地學童就學率。

本文將透過介紹「遠山呼喚」這個兼具NGO和NPO性質的
團體，淺談尼泊爾大地震後當地學童的教育困境和遠山呼喚自
身的營運模式及理念。

　　黃芊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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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工報告－－Prakriti Basnet的故事

    Prakriti Basnet，她的家位在廓爾喀的Dharapani 區
域，目前就讀於 Gorakkali medium school。她非常喜歡閱
讀，也很珍惜和同學在學校遊樂場玩耍的時光。Prakriti認為自
己是自律且自我要求高的學生，至今每一年考試都是第一名，
她渴望升學到Balmandir 中學繼續讀書，吸收更進階的知識。
小小年紀的她，為了達成當護士為國家奉獻的夢想，每天回家
都會自學二至三小時，是全校師生眼中的好榜樣。

    由於Prakriti的爸爸在她六歲時去世，家中頓時失去了經
濟支柱，往後的生活變得拮据，一家開銷僅靠媽媽每週約台幣
2600元的收入來支應。她了解到即使自己努力讀書，沒有足夠
的學費仍無法順利升學，於是她決定嘗試申請遠山呼喚的「獎
學金計畫」。為了成為這個計畫的長期資助對象，她寫了封申
請書，幸運在2016年成功錄取。Prakriti目前就讀於Balmandir
中學，離她的夢想更近了一步。在遠山2021年度報告的後續追
蹤得知，即使在拿到獎學金、進入中學後，她也依然非常努力
的學習著。

二、認識「遠山呼喚」與廓爾喀

    在尼泊爾，和Prakriti Basnet一樣懷抱夢想，卻因家中
經濟困境而受挫的孩子，還有很多。  

創辦人之一的林子鈞曾在高一時到尼泊爾參與短期志工服
務，他前往的地區就是後來尼泊爾大地震的震央廓爾喀。然而

「遠山呼喚」－ 深入尼泊爾創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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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卻慢慢體認到當地有許多層面是短期志工看不到的，成為
他地震後再訪尼泊爾的契機。

    2015年尼泊爾發生芮氏規模7.8的強震，廓爾喀即是其中
的一個重災區。林子鈞在就讀台大經濟系大二時再次跟隨國際
志工走入尼泊爾，短期志工行程結束後，他和另一位創辦人蔡
宛婷在尼泊爾成立「遠山呼喚」。遠山呼喚最初是以提供物資
用品協助受災居民，但在廓爾喀的生活機能回歸日常後，學生
依然無法回到學校。地震過後，在廓爾喀約有42%的孩子輟
學，80%以上的父母也未曾受過教育，因此不了解教育對孩子
的深遠影響。付不出學費的家庭需要孩子負擔家計，林子鈞
說：「離開校園，意味孩子未來的命運。女性要不早早步入婚
姻、男孩則成為童工，這關乎了他們的一生。」他們盼望學校
如遠山一樣，呼喚著孩子去上學。在不拖累家裡經濟的前提下
在校學習，幫助孩子找尋生命裡的更多可能性。

    十九世紀初期，尼泊爾廓爾喀地區的軍人受僱成為東印
度公司的傭兵，之後逐漸演變為英軍的常備部隊。尼泊爾80%
的國土都是山地，因此廓爾喀傭兵旅以擅長打山地戰和游擊隊
形式的戰役著稱。尼泊爾在以前就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
外國開出的價碼在廓爾喀雇傭兵眼中幾乎是天價。因此，得到
這份工作等同於身份地位的提升，連帶在婚姻市場變得炙手可
熱。廓爾喀傭兵旅除了是二十世紀戰役中不可或缺的一群人
外，也成為當時尼泊爾重要的外匯來源。

    因為經濟條件不佳，過去的廓爾喀人才會走上軍旅一
途，為什麼傭兵們付出生命換取龐大酬勞後，廓爾喀地區的經

　　黃芊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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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在現代沒有得到改善，仍然需要像遠山呼喚這樣的組織協助
呢？猜想也許是大地震的緣故。廓爾喀人生活在山上，以種田
維生，青年男子則到海外從事建築工人等勞力工作，大地震很
可能同時斷了這兩條當地居民長久以來賴以為生的路。

三、資金來源與運用

（一）群眾募資

事實上，讓尼泊爾學童放棄學習、需要小小年紀當童工甚
至童婚換取的金錢，往往是在已開發國家的人們眼中低得
不可思議的數目——台幣300元的教育費用，若加上生活費
也僅需台幣600元。學校，已成為防止孩子被迫工作和結
婚的庇護所。孩子們也都明白上學才會有未來，起初遠山
團隊籌不到什麼錢，進行家訪時往往只能歉疚的面對孩子
得知無法上學的失望眼神。

因此後來遠山呼喚的網頁寫道：「只要每月資助 300元，
就能讓1位孩童受教育！」為了達成這個初衷以及進一步支
持後續的各項計畫，需要一筆數目不小的經費。於是遠山
呼喚決定藉由群眾募資而來的經費，挹注在各項專案計畫
上，完成讓尼泊爾學童上學的理想。2016年時創辦人還在
讀大學，就已嘗試過在募資平台展開募資計畫，迴響十分
熱烈。幾年後，組織變得愈加成熟，有能力架設網頁自行
募款了。搜尋遠山呼喚網站，點入頁面後就可直接進行捐
款的步驟。

「遠山呼喚」－ 深入尼泊爾創造教育



200   201

1. 募資專案與個別資助人

2016年時，遠山呼喚在“FlyingV”這個募資平台上展
開為期短短二十天的募資計畫，名為「遠山呼喚——帶
150 個孩子重返學校」。如同一般常見的募資專案，團
隊也使用回饋品來吸引群眾進行贊助。回饋品的類型取
決於贊助金額多寡，例如：贊助最低金額300元可收到
一份明信片、贊助7200元可收到尼泊爾當地人所製作的
客製化羊毛圍巾。特別的是，也有金額50000元的「終
身教育資助人」選項，可一次性提供大筆經費，等同是
一個孩子終身的教育費用。

此專案的目標，是在二十天內募集到60萬台幣。看似短
暫的期限、加上正值遠山呼喚才剛起步不久的艱困時
期，並沒有讓他們放棄希望。相反地，團隊運用感人的
真實故事、當地學童的照片和兼具溫柔和理性的文字打
動資助者，最後的募資金額竟超出原先預想的一倍，也
就是成功募集到120萬。超過的資金還可用於追蹤孩子
近況並補足缺少的教育資源，是團隊所樂見的。

2. 公益合作

除了直接在募資平台向社會大眾募款，NGO也經常會採
用和企業發起公益合作的方式，達到理想中的募資金
額。NGO很重視且需要社會的能見度，若能被認識甚至
認可，後續募資和招募志工所遇到的阻礙都會變得較
小。而企業則是希望能透過落實社會企業責任提升企業
形象，同時這也是很好的行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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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通常會傾向選擇理念相同的企業尋求合作，企業也
是如此。舉例來說，遠山呼喚在和微熱山丘的合作宣傳
文案就寫道：「微熱山丘以科技業的思維打造在地甜點
品牌，用數據檢視產品的良缺，不斷優化糕品品質，並
將 #奉茶精神 帶進服務，在他人看似『虧本的決策』、
『吃力不討好』的堅持，卻讓微熱山丘從台灣出發，提
升品牌差異度，一路進軍香港、上海、日本及新加坡，
將台灣的在地品牌推向國際，微熱山丘以不凡的選擇，
做出不凡的品牌力。 為世界種植教育，遠山呼喚以『#
落實在地教育』來實踐使命，用培力服務地區的青年領
袖，建立永續的長期教育，並將成功經驗複製，帶進亞
洲各國。選擇當 NPO 工作者是一個他人看似『非典
型』的職涯選擇，但遠山呼喚帶著台灣的教育實力，從
尼泊爾出發，前進亞洲，以不凡的選擇，做出不凡的品
牌力。 」在理念相同的基礎下，NGO的具體募資目標可
使企業社會責任不再是抽象的願景，而企業也能提供網
路行銷企劃和監督財務、提升曝光度等幫助。

遠山呼喚在2019年和微熱山丘推出合作計畫：捐款人每
訂購一盒蛋糕，就能為十位孩子提供一次營養午
餐；2022年也推出中秋公益月餅禮盒，跟上次合作有差
異的部分是改成將禮盒收益的20%回饋遠山呼喚。遠山
和微熱山丘的公益合作計畫成功促成了數項SDGs目
標——SDGs-2消除飢餓，因收益將用於供給尼泊爾學童
營養午餐；SDGs-4優質教育，學童將不用煩惱飢餓問
題，且可享有學習的權利和更多未來就業的選擇；S-
DGs-5性別平等，回到學校間接阻止尼泊爾女童被迫接
受童婚……等。募資成果讓遠山能持續運作並且引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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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眾對於偏鄉教育的關注，微熱山丘也得到了消費者
的好感度和建立起企業的良好形象，可說是雙贏的募資
策略。

3. 長期教育資助人

最後一種募資方式則可直接在遠山呼喚網頁填寫自己的
資料並捐款，只要捐款300元即可支持一個孩童的營養
午餐及教育基金，而遠山呼喚也提供單筆捐款和定期定
額捐款兩種方式，讓贊助人依自己的意願做選擇。

（二）捐款經費運用面向

「美國學者Salamon, Lester M. 在《全球公民社會》
（Global Civil Society︰Dimension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1999）一書中指出，美國NPO/NGO概念駁雜不
清，但仍可以社區與非社區來做簡單的區隔，舉凡屬社區
在地型的公益組織，可被概稱NPO，其他則較適用於NGO
的稱謂。」［11］台灣和美國對於稱謂的用法相同。也可
以用兩種角度來解讀這兩種組織的意涵：由於部分概念重
合，可把NGO看成NPO的一部分；另一說則是NPO以經濟
和社會為切入點，而NGO以國家和社會的角度著眼，從不
同角度看的話，其實有著性質上的差異。

而遠山呼喚比較特別的是同時兼具NGO和NPO的性質，也
可說是由NGO轉為NPO為主。因為遠山團隊前期會在台籌
備完後再前往尼泊爾當地提供協助，像是招募志工、舉辦
志工隊和群眾募資等，因此比較符合《全球公民社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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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對NGO「在國間活動的公益團體」之名詞解釋；後期
則轉為尼泊爾在地NGO的培力者，期許即使遠山團隊離開
了，在地青年仍能將教育延續下去，理念轉變後更符合
NPO「社區在地型的公益組織」的概念了。

遠山呼喚身為NGO和NPO組織，兼具背負社會責任和非營
利的性質，所以非常依賴公、私部門的捐款。除了上述提
到的向國內群眾發起募資活動以外，海外團隊也有尋求尼
泊爾當地市政府的經費，以期達到永續經營。此外，正因
仰賴捐款，管理、監督這些經費的去向也是相當重要的課
題：遠山呼喚每年都會發表年度報告，個別捐款者可以再
向國稅局報稅時抵稅、也會定期收到通知，就是為了讓捐
款流向透明化同時建立起大眾的信心。落實這個理念除了
能吸引更多善心人士的捐款以外，也能藉由正確的運營觀
念凝聚組織成員的向心力。

       2021 年度支出總金額（取自遠山呼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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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1年的捐款運用圖表可知，「教育種植計劃」的支出
佔了六成。網站還有細分其中各項支出：教育種植計畫專
案執行就佔11.02%，可以看出這部分是遠山呼喚最在意能
否實踐的一環——遠山呼喚選擇帶一套「教育系統」到尼
泊爾，並稱之為「教育種植」計畫──從「教育資金」、
「學習資源」、「內在動機」及「親職參與」四大核心面
向出發，延伸出 9 項長期專案持續執行，從國小至高中階
段都是遠山呼喚服務的範圍。（林子鈞, 2021）；為了因
應疫情，團隊也有預留教育種植計畫的預備金。值得一提
的是，「專案計畫支出」中「外部計畫＿對外關係身份建
立與經營」和「內部計畫＿組織品牌身份與形象建立」的
支出帶出NGO形象的重要性，間接影響到經費來源、甚至
是計畫的成效，也側面印證之所以要和微熱山丘等企業合
作的理由。最後，「服務地區人才培訓計畫」支出呼應遠
山的新目標——讓在地人直接服務在地人。由在地青年取
代台灣志工，在當地成立遠山的尼泊爾分部，變成較傾向
於強調在地公益服務的NPO。

四、教育團隊目標變革

（一）極光計畫

之所以叫做極光計畫，是因為遠山的兩個創辦人希望志工
能夠帶著一顆如極光般璨爛照亮天邊的熱情之心前往當地
服務。以2015年的極光計畫為例，主要招募對象是大學
生，需要自己負擔約四、五萬的出隊費用。在接受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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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訓練後，必須在寒假期間的短短14天，作為國際志工
出隊到尼泊爾。極光計畫的內容是發起一梯30個人的短期
志工隊，分組後有翻譯隨行深入受災家戶中進行深度訪
談，找出當地除了金錢和生活用品以外的潛藏問題。

漸漸的，遠山團隊發現短期志工隊和他們追求「長期教
育」的理念背道而馳，志工總是來了又走，似乎淪為夏令
營式的短期服務。可當時的遠山呼喚還在草創階段，創辦
人也都只是大學生而已，若放棄極光計畫，就意味著不再
招募志工隊，等同捨棄了快速籌措資金的方式。儘管極光
計畫進展順利，為了在地長期教育的初衷，遠山呼喚毅然
決然決定終止偏向商業模式的極光計畫，轉型為NGO。

（二）教育種植計畫

教育種植計畫分為四個面向：教育資金、親職參與、內在
動機和學習資源。將分別從中舉出一個例子說明。

1. 教育基金－－營養午餐計畫

當地貧窮學童午餐時間普遍食用科學麵、乾糧果腹，長
期下來造成營養不良和下午上課成效不佳。面對這個問
題，營養午餐計畫從2019年開始執行，遠山呼喚在同年
5月和微熱山丘合作營養午餐募款，6月即開始實際運
作。校地充足的學校，會設立中央廚房，食材是來自跟
學生家長購買的農產品；校地不足則採用向附近餐館訂
餐的方式或是由別校的中央廚房供餐，為的就是讓每個
學童都能吃飽。計畫實施以來，下午課堂的缺席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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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向家長購買農產品的發想同時改善家庭經濟，家長
也更樂於送孩子到學校上學。

2. 親職參與－－親職教育計畫

對身處台灣的我們而言，每天到學校上課是再自然不過
的事，蹺課甚至還會被父母責罵。但在尼泊爾，「『讓
小孩去學校』對家長們來說就像『讓小孩今天消失8小
時，不知道去幹嘛』一樣。」林子鈞說。因為家長沒受
過教育和地震後經濟條件變差，無法理解教育的必要
性。知道由台灣人出馬溝通無效後，遠山團隊從首都加
德滿都找來一群成功青年，他們唯一的共通點就是都來
自偏鄉。聽完第一場親子講堂，家長了解到出身比自家
更貧困的人，透過教育竟然可以翻轉人生後，也紛紛熱
情響應每月的親子講堂和家長日等活動。

3. 內在動機－－疫情學習包計畫

新冠疫情爆發後，遠山呼喚長期幫助的廓爾喀、吉里兩
地區受疫情影響，家庭收入銳減七成，孩子成為童工的
機率急劇上升。眼看孩子將被迫離開學校，疫情學習包
計畫從2020年開始執行。從首都製作上千份學習包，內
容物包括課本、練習本和整套文具，在封城期間獲得當
地政府的支持，學習包得以搭乘建築工程車輛送達孩子
手中；疫情期間山區沒有網路無法繼續教學，團隊設置
廣播設備讓老師上課，孩子則一邊幫父母種田一邊掛著
收音機收聽；疫情較趨緩時，團隊設計了戶外站點、把
教室搬到戶外，再安排師生就地上課。這些舉措在疫情
期間為孩子延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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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習資源－－圖書館計畫

圖書館計畫從2015年開始執行，起初遠山團隊想著既然
國際組織捐贈了許多童書，不如把地震後毀損的教室改
建成圖書館，營造適合閱讀的空間。沒想到尼泊爾孩子
不像台灣孩子從小就養成閱讀習慣、會主動使用圖書館
資源，連當地老師都不會查字典和閱讀。於是團隊意識
到要從賦予孩子識字能力做起，才能順利培養閱讀習
慣。他們隨即改變策略，舉辦師生查字典比賽與閱讀心
得集點活動，先是識字、接著是大量閱讀，進而提筆寫
下讀書心得。創辦人林子鈞說：「這個故事告訴我的事
情是，我們不能用『台灣人有好的圖書館，都看得懂
書』這樣的服務思維套到尼泊爾人身上，當地人之所以
不閱讀是因為根本沒有被教育過閱讀習慣，也不知道圖
書館的意義。所以做服務時，我覺得要同理當地人處境
還有過往的背景，才能做出好的服務專案。」想必唯有
同理，才能夠真正解決當地教育問題。

5. 耘海計畫

遠山創辦人心中所想，是希望創造能夠「留下來」的教
育，遠山必須成為能夠「離開」的團隊，成立獨立且穩
定的在地NGO後，把教育舞台留給當地人延續。因此遠
山團隊在2020年做出了重大的決策：保留教育種植計畫
等既有服務體系，新創立「耘海計畫」。複製過去六年
深耕尼泊爾的成功經驗、培養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青年
學員學習組織運營能力，也會實際資助審核過的專案計
畫，協助他們成立自己國家的在地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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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教育，能夠改善家庭條件、豐富自身的學識。我們習以為
常的校園生活，然而卻是尼泊爾孩童心中最渴望的夢想。地震
後成堆捐贈書籍和來了又去的國際志工無法真正實踐教育的意
義，而是需要一群懷抱同理之心又願意深耕教育的人真正走入
當地。本文介紹尼泊爾大地震後當地家戶在經濟和教育面的轉
變，以及談論遠山呼喚的組織性質和列舉「教育種植計畫」等
成功扭轉孩童人生的專案。期許本文能更讓讀者更加理解尼泊
爾的教育困境，和像是遠山呼喚這類旨在改善教育困境的NGO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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