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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刊第 9 期，承蒙學術界踴躍賜稿，經多位評審委員專

業審評，共刊登 3 篇論文，涵括社會、政治及傳播學門三大

領域。 

    本期政治學門，關注於行政倫理議題面向，張國偉、葉

一璋與周成虎之〈現代行政倫理與《論語》思想之系統性比

較〉一文，三位作者針對《論語》一書中的現代行政倫理思

維進行探究。首先，作者嘗試運用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見且

重要的質化內容分析法系統性分析《論語》一書的內容；其

次，根據現代有關行政倫理的倫理規範主題，建構分析類目，

作為分析比較之架構；最後，將《論語》一書的內容做系統

性分類，以現代行政倫理理論的形貌呈現儒家倫理思想，並

以此與現代行政倫理理論的內涵進行比較，以清楚知道《論

語》中有關現代行政倫理的管理意涵。 

    本期傳播學門刊載兩篇論文。第一篇由紀曉君副教授所

撰寫的〈癌症患者的自我敘事分析〉係透過探究罹癌患者如

何建構癌症意義和疾病與自我的關係。從病患的疾病敘事中 

，分析病患如何訴說自身患病的經驗，如何選擇、排序、組

合與詮釋，解釋疾病與自己的關係，傳達一個關於疾病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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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敘事，研究顯示病患通過疾病敘事所建構的意義與病患

體驗疾病的方式和社會文化密切相關；第二篇由蘇信如、劉

平君與賴正杰撰寫的〈小清新‧大暖流：蘇打綠音樂的療癒

性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透過 15 位蘇打綠樂團粉絲採訪，

企圖了解閱聽人與蘇打綠音樂的接收與互動情形，和探討蘇

打綠的音樂如何對閱聽人產生療癒功能。研究發現閱聽人成

為粉絲的契機與個體的人生經歷有關，且歌詞意境的深遠若

能貼近受訪者的生活經驗則能引發較大的共鳴。 

                                       

                          南華社會科學論叢編委會 

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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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行政倫理與《論語》思想之系統性比較 
 

現代行政倫理與《論語》思想之系統

性比較 1

                                                 
1 本文特別感謝徐木蘭已故講座教授，在研究主題及行文構思上所給予

的指導與啟發，然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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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論語》一書為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倫理哲學思想古

籍，目前已受到國內外管理學者的重視與討論，紛紛從其論

述中擷取適用的現代管理意涵，或突顯特有的中國式管理思

想，尤其是行政倫理的部分。且儒家的倫理思想流傳至今，

不只在東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都受到影響，就

連西方社會也廣泛的研究與探討。尤其二次大戰以後，日本

的經濟取得令人矚目的發展，繼日本之後，東亞「四小龍」

－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同樣也迅速發展，發現儒家的

倫理思想在其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然而，目前相關的研究或論述，大都屬於實務性質的管

理文章，或是研究者個人對古籍內容的主觀詮釋與管理實務

之套用，大多採用人文科學取向的研究方法（humanistic 

approach），較缺乏以社會科學取向的研究方式（social 

science approach）來闡述中國古籍中的現代行政倫理思

維，也因而無法針對中西行政學術進行比較性研究。 

    因此，本研究將嘗試運用社會科學研究中常見且重要的

質化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分析《論語》一書的內容；並

根據現代「行政倫理」重要的概念內涵，建構分析類目

（category），以此分析《論語》一書中的「仁」、「義」、「禮」、

「智」等倫理道德觀念。以現代行政理論的觀點進行連結，

深入剖析儒家思想，並以此與現代行政倫理內涵進行比較，

此研究結果將有助於當代學者瞭解《論語》中的行政倫理相

關意涵。 

關鍵字：論語、孔子、行政倫理、內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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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 rend of  l earning m anagerial wisdom f rom 
Chinese anc ient books i s now  growing and spreading out . 
Especially, T he A nalects, w ritten a round 500 B.C., i s t he one  
that mostly be studied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But the 
research method which these scholars applied is more based on 
a hum anity-approach, n ot a  s ocial s cience o riented research 
approach, s o t hat t he study r esults a re a uthors’ s 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w hich can not  be  c ompared w ith t he w est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ought scientifically. 
    The process of this study is applied content analysis, which 
is one  ki nd of qu alitative r esearch methods i n s ocial s cience 
research, and which is more objective and systematic, to analyze 
the C hinese m anagerial t hought c onsisted i n The A nalects. 
Based on t he s tructures of  t heories i n administrative ethics 
thought, this s tudy developed several categories t o classify the 
content r elated to ethic thought of  t his a ncient book i nto t he 
suitable c ategories. T his m ethod he lped us  transform t he 
ancestors’ m anagerial t hought i nto unde rstandable m odern 
managerial l anguage, s o t hat w e could know  t he m eaning o f 
them f rom t he m odern viewpoint. T his e ffort w ill f oster t 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studies in Chinese management field and 
in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management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and the structur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theories, t his e xploratory study i nterpreted t he m anagerial 
thought consisted in this Chinese ancient book.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 ame r eferent s tructures, it i s c ompared the 
Chinese a ncestors’ m anagerial t hought w ith administrative 
ethics thought. Finally, the result will be integrated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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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he Analects, Confucius, Business Ethics, Content 
analysis,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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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多年來，國內的管理研究與實務，幾乎是依循著西方自

工業革命之後所發展演進的管理思想與理論學說，然近年來

向古人借管理智慧的風潮正逐漸興起，民間與企業界甚為流

行讀歷史經典，歷史反而成為新的顯學（王梅，2001）。在

歷經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洗鍊之後，面對現今複雜且變動快速

的時代，許多人開始回頭尋求和學習中國古哲的管理智慧，

以其充實自我的現代處世之道，而這些中國老祖宗的管理智

慧也於千百年後的此時此地獲得了後代子孫的肯定認同，證

實了它們的現代價值與貢獻。 
國內有許多企業家因為研讀中國歷史古籍，在人生道

路、領導哲學、組織管理作為上獲得啟發而成功的實例，例

如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學習曹操的經營管理思想、西華飯店的

董事長劉文治、厚生集團的總裁徐正冠、信義房屋董事長周

俊吉以及小美食品董事長曾士龍，等人也都熱愛讀歷史典籍

（王梅，2001）。在國外方面，南韓首爾（漢城）的成均館

大學，擁有超過六百年的歷史，現為三星集團所贊助，在南

韓排名為前三名、而世界排名為第二二八名的知名大學。該

校崇尚儒家思想，各科系在通識課程中，都規劃有儒學的相

關課程，並且設置儒家思想哲學系暨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

的儒家思想；且在 MBA 學程開設「孔學與管理」的相關課

程。 
而我國學術界亦積極地從事中國古籍管理思想的研究

與宣揚，所涉及的古籍或學說包括《易經》（徐木蘭、陳必

碩、許金田、孔祥科，2006；施純協、孫劍秋，2000；林國

雄，1997；曾仕強，1997、1991；徐志銳，1991）、老莊思

想與《道德經》（徐木蘭、陳必碩、歐陽惠華、孔祥科，2007；
余英時，1996；楊先舉，1996）、孔孟學說或《論語》儒家

思想（余英時，1996；孫武彥，1996；馬濤，2000；陳正雄，

7



社會科學論叢第九期 
 

1997；陳思慎、陳建華，2000；楊石隱，1996；羅庚辛，1996、
1993）、《孫子兵法》或兵家思想（徐木蘭、歐陽惠華、洪光

宗、陳必碩，2008；黃營杉，1986；李世俊、楊先舉、覃家

瑞，1995；張文儒，1994；林建煌，1994；羅庚辛，1995）、
《鹽鐵論》與《貨殖列傳》的企業倫理觀（徐木蘭、余坤東、

沈介文，1997）等等。 
至於國外學者對中國古哲管理思想的研究，如老子《道

德經》和《孫子兵法》（Frosch, 2000;  H ensler, E dgeman & 
Guerrero-Cusumano, 2000; Wong, Maher & Lee, 1998; Rarick, 
1996; Boar, 1995; Wee, 1994; Floyd, 1992），尤其對孔子《論

語》與儒家思想多有著墨（Littlejohn, 2005; Lam, 2003; Lam & 
Graham, 2003;  K oehn, 2001;  R arick &  G allagher, 2001;  
Waldmann, 2000;  P latts, 1994 ）；這些中國古籍管理學術研

究，或許可為華人管理學術所遭遇之困境和瓶頸另闢解決的

新途徑，也可將之與西方管理思想進行比較、整合或產生截

長補短的效果。 
然而，目前的相關研究或論述，大都是研究者個人對所

研究之古籍內容的主觀詮釋與管理實務之套用，屬於人文科

學取向的研究方法（humanity-approach），較缺乏社會科學取

向的研究方式（social science approach），無法以系統性、科

學性的觀點，來闡述中國古籍中所含有的西方現代管理思

想，也因而無法進行中西管理學術的比較性研究。不過，近

幾年來有些學者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途徑來探索古籍的

智慧，並透過歸納與演譯的邏輯，嘗試以系統化、客觀化的

角度來比較中外管理思想的異同，譬如《易經》（徐木蘭、

陳必碩、許金田、孔祥科，2006）、《道德經》（徐木蘭、陳

必碩、歐陽惠華、孔祥科，2007）、《孫子兵法》（徐木蘭、

歐陽惠華、洪光宗、陳必碩，2008），與《韓非子》（徐木蘭、

張國偉、林建江、安寶儀，2009），皆使用質化研究法中的

內容分析法，對這些古籍做系統性、全盤性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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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是研究儒家思想學說的重要經典之一，為孔子

弟子及其後學者對孔子言行思想的輯錄，影響後代深遠，且

已經有多個英譯版本流傳於西方世界。若從東亞各國卓越的

經濟表現來看，如日本及亞洲四小龍，這一地區位處儒家文

化圈內，可見儒家思想的價值系統對東亞發展的影響亦相當

深厚；但是，針對《論語》一書的內容做客觀且系統性的分

析，尚在萌芽階段。 
基於上述，本研究將嘗試運用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見且

重要的質化研究法－內容分析法，系統性分析《論語》一書

的內容。根據現代有關行政倫理（administrative ethics）的倫

理規範主題，建構分析類目（category）。以此類目架構，將

《論語》一書的內容做系統性分類，以現代行政倫理理論的

形貌呈現儒家倫理思想，並以此與現代行政倫理理論的內涵

進行比較，此研究結果將有助於當代學者瞭解《論語》中的

當代行政倫理內涵。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論語》為研究對象，並將它與西方現代的行

政倫理理論概念作有系統的比較，因此在本節之內，首先簡

扼介紹《論語》內容，其次說明人文取向的相關文獻，與社

會科學取向的文獻，接著整理西方現代行政倫理內涵相關文

獻，最後輔以簡短的文獻評述。 

（一） 《論語》內容簡介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於周靈王 21 年（西元前 551
年），卒於周敬王 41 年（西元前 481 年），享年 73 歲，當時

代背景為東周春秋時期末葉；而《論語》為其代表文獻。《漢

書藝文志》提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

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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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據此說法，《論

語》就是孔子弟子聽課或日常發問的筆記，或記孔子的言語

行事（國立編譯館，1995）。 
然而秦始皇焚書之後，原始版本已不可考，流傳於世的

有魯人的《魯論》、齊人的《齊論》，以及得自孔子古宅夾牆

中的《古論》。三論內容互有出入，漢代張禹綜合前二者編

定的版本得以通行，後有鄭玄包含各家之注的版本最受重

視。魏朝何晏博採眾說，撰《論語集解》，再經梁朝黃侃為

之《義疏》以及宋朝邢昺為之《疏》；而現代足以代表漢魏

時期研究心得的即是此一注疏版（傅佩榮，1999b）。此後為

《論語》做註解的有四百多家，由此可知儒學在歷代流行的

盛況。 
    《論語》今傳本共 20 篇，習慣上稱前 10 篇為上論，後

10 篇為下論。20 篇篇名依序為：「學而」、「為政」、「八佾」、

「里仁」、「公治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

黨」、「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季氏」、

「陽貨」、「微子」、「子張」、「堯曰」。《論語》一書雖為雜錄

之書，但也是載明「孔子之道」的書，如果要以精短之言來

說明《論語》的內容，可以「仁」字作為重心。從仁字出發，

而及於義、道、德、忠、信、恕，以及孝、弟、智、勇、敬、

寬、敏、惠、知、行、禮、樂，君子與小人，文與質等。其

內容豐富而複雜、不能以短短文字說完、大要言之而已（國

立編譯館，1995）。 
    儒家的倫理思想流傳至今，不只在東方社會的政治、經

濟、社會各領域都受到影響，就連西方社會也廣泛的研究與

探討。尤其二次大戰以後，日本的經濟取得令人矚目的發

展，繼日本之後，東亞「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

南韓的經濟也得到迅速的發展，人們在總結這些地區經濟振

興的原因時，發現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倫理在其中產生不

可忽視的作用（樊和平，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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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語》相關的研究文獻 

1. 人文科學取向 

儒家的倫理思想充實了現代管理哲學的意涵，以下整理

中外學者對儒家思想或《論語》一書中的管理思維，所做的

研究與詮釋，可以對《論語》有更深入的了解。賈順先（1996）
提出儒學對東亞經濟的影響，強調儒家思想對於日本的倫理

及價值觀影響深遠；且許多日本企業家善於從中國儒家經典

中尋找智慧，尤其是對《論語》更加倍推崇。 
    楊石隱（1996）分析儒家思想與管理的關係，重點認為

儒家思想並非反對「利」之本身，而是強調：第一，必須取

之有道；第二，應先謀求天下百姓之利，而非君主公卿的私

利。這樣的觀點可見於孔子在《論語》中的言論，例如「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如「不

義而富且貴，與我如浮雲。」同樣地，馬濤（1998）談論到

儒家的自由經濟思想，認為「重利輕義」是對儒家的誤解。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主張以義統利、義利兩全；例如：「見

利思義」（《論語．憲問》），「見得思義」（《論語．子張》），

反對「不義而富且貴」（《論語．述而》），所以不能簡單地用

「重義輕利」加以概括。 
    葛榮晉（1999）提出儒家思想與現代儒商的關係；其認

為現代儒商應該從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中吸取思想營

養，例如「內聖」的部分，依據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論語．衛靈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

語．雍也》）的「仁愛」思想，在企業經營上要求尊重人的

價值，亦即要求管理者本身具有高尚道德人格，也要求對被

管理者人格的充分尊重。再者，儒商也強調「誠信」是處理

人際關係與塑造企業形象的永恆法則。而姚傳德（1999）論

述儒家思想的現代性，認為儒家學說為功利主義的積極鼓吹

者，但也並非主張放縱人欲的發展，強調富與貴應該取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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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以「出人頭地」是中國乃至後來東亞民眾的共同願望，

並且普遍鄙視懶惰與不思進取。為東亞經濟發展重要的觀點

之一。 
    馬濤（2000）分析儒家倫理與中國商業倫理的形成，文

中強調儒家「智、仁、勇、強」四德目的精神。對於「仁」

的倫理精神，孔子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

淵》），運用在經濟領域，則強調「互利」、「互惠」。對於「智」

的倫理精神，孔子認為「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智）」

（《論語．里仁》）。用在經濟領域來說，指「通權達變」善

於觀察時勢行情。「勇」的基本涵義是有膽量、能決斷，如

孔子說：「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運用到商業

活動，就是看準機會後當機立斷，勇於決策，具有進取的精

神與冒險的膽略。「強」基本涵義是「勉勵」，在日常的商業

生活中要積極有所作為。 
    朱建民（2001）以儒家觀點論述當代應用倫理的相關議

題，分別就企業倫理、環境倫理（包括生態倫理、動物倫理）、

生命倫理（包括醫學倫理、生醫倫理、基因倫理），等三個

面向分別作論述。而企業倫理的部分主要強調組織內部人員

的相處，以及人際關係互動的倫理原則，包括上下關係與同

儕關係。 
    國外也有不少學者對《論語》及儒家思想有所研究，像

是 Platts(1994)主要論述孔子的領導觀，也提到孫子兵法及道

德經的相關內容。Waldmann(2000)主要以東方孔子及西方哲

學做跨文化的比較，以探討會計倫理。 Gallagher 與

Rarick(2001)談論到東方的孔子哲學思想以及西方的全面品

質管理思想如何互動與相互調適，並將兩者加以比較。再

者，Koehn(2001)則提到中國的孔子信任觀與企業實務之間的

關係；他認為誠信在孔子的倫理思想中具有核心地位，並且

對於中國的商業實務影響很深。Frederickson(2002)提到孔子

思想與東方官僚組織之間的關係，並比較東西方之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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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Lam(2003)將孔子的倫理思想應用在企業倫理的相關研

究，通常是涉及到微觀個人的倫理品德之探討；但在宏觀的

公共行政及市場制度上的倫理觀念，孔子的儒家學派亦常常

提到。Leung(2004)將美國與中國企業倫理觀念的差異加以比

較；中國的倫理思想基礎以孔子儒家思想為主，而西方則較

強調法治的重要性。 
柯金木（2003）分析《論語》中的工作觀，由「工作知

能」：學有專精、以身作則、以德服人、不取巧不居功，等

面向談起；以及「工作態度」：嚴謹敬慎、謙虛學習、積極

有為、分工清楚、言行合一，等面向論述。再者，余豐榮、

畢威寧（2004）以論語的仁本思想談論全面品質管理，認為

仁的意涵為：諸德的總體、人性的自覺、對人群的責任感、

力行實踐、永恆奮進。依據這些意涵，企業對外的關係，要

做全面性的考量，而不是只有顧及到自身的利益。企業在對

內之上，經營者應該做到以身作則、關愛員工、教育員工、

自主管理，等經營管理方式。 
另外，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文獻中，有一部分是探討個人

行為的「倫理原則」，例如：傅佩榮（1998）解析孔子的人

性觀點，以「仁」為中心；（1999a）解析孔子的價值觀以及

（2002）儒家人性論的現代化詮釋。吳來蘇（1998）談論儒

家的仁道精神，其中提到個人對於「仁」的實踐應當做到哪

些行為，有深入的剖析。林明照（1999）分析《論語》中「言」

與「德」的關係，強調有德性的人其言談舉止自然會，「慎

於言」、「訥於言」、「有信用」、「出於真誠」；而這四者也是

有德者應該有的態度。再者，葉蓬（2000）論述儒家的道德

義務思想，整理出一系列有關儒家倫理道德的準則。同樣

地，陳宜雯（2004）也是分析《論語》中「仁」的實踐，先

論述仁的意涵再提到實踐仁的方法。 
    上述這些相關文獻，皆為人文取向的規範性論述，為作

者基於自我主觀立場解讀《論語》一書中的現代管理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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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主觀詮釋，缺乏客觀性、系統性、科學性與整體的分

析過程，因此容易落入一己之偏見，並且無法讓他人複製檢

驗該研究分析的過程與結果，對於管理思想的後續研究，較

無法發揮累積的作用與效果。 
2. 社會科學取向 

    羅庚辛（1993）針對《論語》、《中庸》、《大學》三本著

作中有關管理的孔子言論加以分析，結果發現孔子思想中具

有管理概念的意涵，譬如在規劃思想有 13 項、組織思想 11
項、用人思想 10 項、領導思想 37 項、控制思想 4 項，總計

得到孔子管理思想 75 項；並設計出「孔子式管理自我診斷

衡量表」。 
再者，羅庚辛（1996）根據 71 項孔子管理思想設計問

卷，就我國 134 位企業家進行訪問，研究結果發現孔子管理

思想在台灣企業管理實務上具有高度普遍性，同時孔子管理

思想在台灣企業管理實務上之採用頻次不低，但也不高。顯

示孔子管理思想在台灣企業管理實務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

位。另外，謝長宏、方清輝（1986）詮釋《論語》內容中，

所顯示出的儒家管理理念，多偏重於「人事管理」，並強調

以「人」為中心、管理者自我管理的「律己」，以及人優於

事的「人情管理」。 
 

（三） 現代行政倫理內涵相關文獻 

1. 行政倫理之概念 
    「倫理」，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對待關係；「倫」者，常

也，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五倫，即表示

人與人間的關係；「理」者，許慎說文解字謂為，「治玉」

之意，表示順治玉應有的紋理，即順乎應有的原理，其次，

「倫」字尚可作「義」解，如禮「祭統」：「夫祭有十倫焉」

及論語「微子」：「言中倫」；及作「序」解，如孟子「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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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察於人倫」，所謂「義」即宜，表示適當之關係；

「序」亦即道理，然則「倫理」也可以界定為「人類適當關

係的道理」，要之，「倫」與「理」就是「人與人間維持正

當關係的原理」（繆全吉，1987）。然而，西方的 Ethics（倫

理）則係由希臘字「Ethos」轉化而來，意思是在指個人的特

性、本質和性情，均和道德有關；主要在區別正確與錯誤及

善與惡的行為，為適當行為判斷的思考準則（蕭武桐，1998：
7；林鍾沂，2018：534）。所以，黃朝盟與陳坤發（2002：
121）認為不論中西方，其倫理之本義均是從人的本體出發，

在社會生活中，追求適當而符合大眾所公認的行為標準。 
至於「公務倫理」的概念意涵眾說紛紜，亦稱為「行政

倫理」或「公務道德」，以及「服務倫理」或「服務道德」，

其在官僚體系中也逕稱為「公德」，相當於往日之「官箴」

（繆全吉等，1990）。通常是指公務員要負責任、守紀律、

忠職務；對國家、民眾、長官、同事、部屬要有合理社會期

待的角色扮演與相互關係之分際。它是規範公務人員行為的

準繩（邱華君，2001：86）。而陳德禹（1998）主張，行政

倫理是行政機關及行政人員，在推動政務、處理公事時，應

有的倫理與道德規範，從消極的有所不為而無害於人，到積

極的有所為而有益於人，並使行政符合公平正義原則。趙其

文（2001）則強調，在行政體系中，公務員扮演各種角色時，

應掌握的分際，及應遵守的行為規範。蕭武桐（2001）指出，

公務倫理主要即是教導公務員在面對多元價值所導致的分

歧及衝突時，如何自覺，進而能正念分明地作出正確且適當

的決定。 
    Nigro 與 Nigro (1989: 49)則認為，行政倫理是表現價值

抉擇，及促使行為標準落實於政策執行的手段。而

Rosenbloom 與 Kravchuk (2002: 555)提及倫理可視為是自我

課責（self-accountability）的一種型態，或是對公共行政服務

者行為的一種「內在檢視」（inner che ck）；然而，內在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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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可透過許多正式要求而確保執行，使得服務者的行為能夠

符合許多外在標準。而Rohr(1989: 68)強調公務論理應關注下

列三項觀點：第一，公務倫理規範必須根據支撐政體的最核

心價值而建立；其次，政體所依賴之價值乃是規範性的，因

為政府官員都必須宣示支持政體而後方得以被任用；第三這

些政體價值也應該存在於政體的法律中。而Kathryn G . 
Denhardt (1988)也提出相似的觀點。 

再者，新公共行政學派在1968年的Minnowbrook 會議及

1988年第二次新公共行政會議中，強調行政倫理必須追求社

會公平正義、民主行政與關懷弱勢等責任，而非完全服膺科

層體制的權威階層或效率等價值（ Frederickson, 1980;  
Waldo,1980；陳立剛，1996：60）。至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 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 nd Development , 
OECD）(1996: 11)則說明行政倫理規範上是指要求政府人員

不能有「不當使用公務職權、角色或資源，圖謀私人的直接

或間接利益」的行為，而這些不被期待的行為包括三大類：

一是抵觸刑法所明訂的違法行為，二是不符合倫理準則、原

則或價值的不當倫理行為，三是違反常規或一般習慣的不當

行為。 
    所以，綜上所述行政倫理的意涵不外乎，是指公務人員

處理公務應有的倫理與道德規範；要求負責任、守紀律、忠

職務，對國家、民眾、長官、同事、部屬要有合理社會期待

的角色扮演與相互關係之分際，為規範公務人員行為的準

繩。 
 

2. 行政倫理內涵 
    在行政倫理內涵的部分，Boling 與 Dempsey（1981）從

政府運作系絡指出，公務倫理應包括以下幾個層面的規範：

第一，處理決策決定和建議時涉及的政策倫理；第二，公務

人員處理公共經費、資訊或參與政策過程時應有的個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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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三，組織要求員工應有的倫理行為和義務等組織倫

理。而Gilman(2005: 5) 認為公共服務倫理之意涵，基本上包

含了價值面應為與行為面禁止兩個層面的意義。所謂的應為

層面，意指從事公共服務的公職人員，被期待達到的角色與

應有行為。此一層面多屬於價值陳述，具有引導公職人員正

確行為的功能，以及達到法定責任以外之更高標準。他歸納

各國倫理法制後指出，廉潔、客觀中立與效能是大部分國家

期待其公職人員應達到的三大共通倫理價值（Gilman, 2005:  
13）。 

而劉昊洲（2008）認為，其內涵包括公益原則、正義信

念、責任自律、服務使命、和諧關係等價值。陳清秀（2008）
則強調，其要素不但包括傳統官僚層級組織所注重之忠誠、

紀律、服從、效率、課責、專業化等從上倫理，還包括公務

人員內在及行為層面所應注重之倫理意識、道德感、責任、

正當行為、裁量基準。再者，黃一峯與張家榦（2009）的研

究中，將行政倫理的價值內容歸納為21項，包括：廉潔、依

法行事、服從指揮、負責、利益迴避、專業、保密、忠誠、

正直、誠實、效忠國家、效率、公共利益、政治中立、透明

公開、客觀公正、不公器私用、公平、人道關懷、平等、民

主等。 
    Cooper（1990）將行政倫理的內涵，分成機關組織信念

（bureaucritic ethos）與民主信念（democratic ethos）兩類，

前者包含效率、能力、專業技術、忠心及負責任；後者則包

括公眾利益、社會道德、制度、或憲法的價值、公民參與的

觀念。且他認為行政倫理的形塑與維持，可以從四個面向著

手（Cooper, 1990;  顧慕晴，1997）：第一，為個人特質

（individual attributes）：屬於個人心智部分，包括倫理決策

技巧與內在人格特質，且顧慕晴（1999：23）認為，個人倫

理決策技巧與德性的建構，是為了提升成員的獨立性與自主

性。第二，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可以透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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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設計，讓組織能更符合倫理的運作，包括課責系統、上下

階層關係、申訴或檢舉管道、參與途徑。第三，組織文化

（organizational c ulture）：為組織的規範與風氣，在此面向

顧慕晴（1999：28-29）建議，應鼓勵倫理思考與討論，以及

領導者應示範與倡導。第四，社會期望（societal expectation）：
如社會風俗、民眾參與等。 
    邱華君（2001：99-101）則認為行政倫理亦可分為個體

與總體兩類；其中個體倫理可分為「關係倫理」與「行事倫

理」。在「關係倫理」方面：第一，對長官應尊敬、服從；

第二，對同事應和諧、合作；第三，對部屬應教導、培養；

第四，對機關應敬業、盡職；第五，對人民應仁民、愛物；

第六，對國家應效忠；第七，上下機關之間應尊重、服從；

第八，平行機關之間應尊重、協商。而在「行事倫理」上，

可分為「積極應為」的倫理與「消極不為」的倫理。在積極

倫理上：其一，工作倫理：以個人專業知識及道德履行職務，

並負責；第二，決策倫理：注重長期利益，勿以私害公；第

三，效能倫理：強調團隊精神、效率、創新；第四，服務倫

理：有高度熱忱與愛心。而在消極倫理方面則有，不收受賄

賂、貪污；不假公濟私；不浪費資源；不漠視法律；不腐化。 
    而在總體面上，強調施政的價值原則，應該謀求人民的

自由幸福、社會的正義公理、行動上必須興利除弊、公正中

立、揚棄本位主義、多元價值發展，以及利他主義。 
    OECD ( 2000: 33)  在報告中指出，各會員國所重視的公

務倫理核心內涵，依序為：客觀中立、依法行事、廉潔正直、

透明公開、行政效率、平等、負責盡職、公平正義、保密、

專業主義、公共利益、利益迴避、服從、不浪費國家資源、

忠誠、同理心。另外，Robinson 與 Bennett (1995: 565) 則進

一步將45種工作場所中的偏差不當行為，依據行為是危及組

織或人際層面，以及違規情節的嚴重程度，區分為四種不當

行為類型，包括：危及組織層面的「生產性偏差行為」，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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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早退、休息過長、故意工作怠惰、浪費資源；以及「財

務性偏差行為」，如毀損設施、收受回扣、謊報工時、偷取

財物。而危害到人際互動的則有「政治偏差行為」，如裙帶

私親行為、散播同事私事、過錯歸罪於同事、同事間惡性競

爭；與「人身攻擊偏差行為」，例如，性騷擾、口語威脅、

偷竊同事財物、陷同事於險境等。 
本研究所建構的行政倫理分析類目，綜合各研究文獻

（ Boling&Dempsey,1981; G ilman, 2005;  Cooper, 1990; 
Robinson & Bennett, 1995; OECD, 2000; 顧慕晴，1997、
1999；邱華君，2001；劉昊洲，2008；陳清秀，2008；黃一

峯、張家榦，2009）所提及的相關概念，主要先區分出個體

與總體兩大類；個體面包括「人際倫理」及「組織倫理」，

而總體面則為社會倫理，如下表 1 所示，並整理出現代行政

倫理個面向的實質內涵及內容，以便作為內容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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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方現代行政倫理內涵之分類及分析架構 

面

向 

倫

理 
類

別 

分析類目 內涵元素 

個

體 

人

際 
倫

理 

為人面倫理規範 立志、廉潔、自律、守紀、誠信、

服從 
處事面倫理規範 進取、務本、敬業、改錯、保密（資

訊倫理） 
學習面倫理規範 好學 
服務面倫理規範 良好的誠信態度、熱誠的服務精神 

組

織 
倫

理 

領導面倫理規範 倫理領導、以身作則、良善德的勞

資關係 
用人面倫理規範 強調人資倫理、安排工作內容、教

育訓練、員工生活之照顧、員工

福利及安全 
規劃面倫理規範 高層決策、周全客觀、考量效能、

遵守規範 
組織面倫理規範 設置法規流程、建構良善組織文化 

總

體 
社會倫理 不危害社會、不浪費社會資源、遵

守社會道德規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文獻評述 
由文獻回顧可以得知《論語》相關的研究多屬人文科學

取向的論述，但這類的共識多屬於相關概念上的套用、比較

和概要詮釋，在細部的理論陳述與比較說明則未被觸及和討

論，形成一具有價值意義的研究缺口。而針對中國古籍做社

會科學實證性研究的文獻不多，只有羅庚辛（199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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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謝長宏、方清輝（1986）的研究，但系統性尚待強化；尤

其是針對儒家思想，還沒有只針對《論語》一書做整體性的

實證分析。 
因此，本次研究將運用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見且重要的

質化研究法－內容分析法，將《論語》一書的內容作整體、

客觀且有系統的分析。並根據西方現代有關行政倫理的倫理

規範內涵，建構分析類目（category），以此類目架構，將《論

語》一書的內容做系統性分類，以西方現代行政倫理理論的

形貌呈現儒家倫理思想，並以此與西方現代行政倫理理論的

內涵進行比較，以彌補研究儒家思想或中國式管理思想相關

文獻之缺口。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採質化研究中常被運用的內容分析法，針對

《論語》一書中所論及的行政倫理思想及內涵，進行架構性

的分類與整理，以轉化成符合西方現代行政倫理相關理論的

語言、辭彙。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 lysis）亦稱資訊分析

（information analysis）或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
在發展的初期，是指對具體的大眾傳播媒介的訊息，尤其是

針對文字形式的報紙或雜誌內容，所作的分析。而現在的內

容分析已廣泛地應用在其他社會及行為科學中，成為一種主

要的資料分析方法。 
因此內容分析是一種針對溝通訊息進行分析的方法，大

多數的內容分析是以訊息本身（不論是文獻或對話的內容）

為主要的分析標的。針對這些分析標的，到底要分析或計算

什麼？此時必須確立分析單位，例如：單字（words）、語幹

（themes）、特徵（characters）、段落（paragraphs）、項目

（items）、概念（concepts）、語意（semantics）等等（Ber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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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內容分析法可用於分析過去的文獻資料，比較不會

受到時空的限制（王石番，1991），相當適用於進行與歷史

相關的研究，因而符合本研究之需求與目的，所以本研究乃

決定採用內容分析法來進行，研究的主要步驟包括研究問題

的形成、文獻抽樣（即古籍的選取）、選定分析類目、分析

單位的決定與編碼、進行資料的分類比較並對結果加以解釋

說明。 

 

（一） 選定類目 

類目（category）是資料分析歸類時主要的依循架構，須

具備可操作性，以及符合周延、互斥的原則（Budd, Thorp & 
Donohew, 1967），其定義的標準彼此間也應相互一致（王石

番，1991）。 
本文利用行政倫理的核心內涵與類別作為分析類目，如

同前述文獻回顧中，表 1 對行政倫理內涵的分類，先區分為

個體與總體兩大面向；在個體部分有「人際倫理」及「組織

倫理」兩大類；人際倫理之下分出「為人面」、「處事面」、「學

習面」、「服務面」等分析類目；而組織倫理則分出「領導面」、

「用人面」、「規劃面」、「組織面」等類目。總體面的部分則

為社會倫理。 
 
（二） 選定分析單位與編碼 

    本研究的內容分析以「章節」（chapter）作為分析單位，

讓編碼者在進行《論語》內容的判讀時，可以思考上下文脈

絡（context）所涵蓋的意義，不至於對內容做出南轅北轍的

詮釋，進而能體認該篇章的觀點與用意。 
    因此，由擔任行政倫理課程的教授及主修此一課程的博

士生，共同組成《論語》讀書會先行研讀，且本研究團隊多

年來已使用多次內容分析法進行相關研究。而本次所研讀的

版本為商周出版社的《讀論語學英文》，內容具有中英文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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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對照，亦可了解《論語》的英譯版本。其英文翻譯內容一

樣分為 20 篇，篇之下總共分為 500 章，此即為本次內容分

析的分析母體。 
    分析母體決定好之後，由上述三位編碼者各自將各章節

依前述各個分析類目之定義予以編碼分類，編碼後按照計算

公式求得內容分析的相互同意度與信度（楊孝濚，1989），
以確保各編碼者能夠將相似的內容歸入相同的類目中，使所

得的結果能夠具有高度一致性，並使內容分析法盡可能達到

質化研究中所要求的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原則。 
 

（三） 相互同意度與信度 

為維持內容檢視的嚴謹及周延，本研究內容分析的編碼

過程分為兩個階段： 

1. 第一階段 

由三位編碼者依據行政倫理類別的分析類目，檢視《論

語》內文中的 500 個章節，再將每一章歸類到相關的類目，

接著計算內容分析的相互同意度與信度，其公式與計算結果

如下： 

相互同意度＝2M /（N1+N2） 

信度＝（N×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

互同意度〕  

其中 M：完全同意的數目 ＝ 編碼員應有的同意總數 
－ 有差異的數目  

N1：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總數(＝500 個章節) 

N2：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總數(＝500 個章節) 

N：編碼員總人數(＝3 人 ) 

將研究者與編碼員三人之間的編碼結果帶入公式，以求

得兩兩之間的相互同意度，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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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A 與研究者 B 之間的相互同意度：2×405 /
（500+500）＝0.81 

研究者 A 與研究者 C 之間的相互同意度：2×382 /
（500+500）＝0.76 

研究者 B 與研究者 C 之間的相互同意度：2×394 /
（500+500）＝0.79 

平均相互同意度：0.81+0.76+0.79 / 3 ＝0.79 

內容分析的信度：3×0.79 /〔1+（2×0.79）〕＝ 0.92 

 
2. 第二階段 
之後針對認定有差異的部分，進行第二次檢閱該類目的

內容，並且經過相互討論之後，在歸類上取得最後的共識；

最後結果的次數分配表，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內容分析結果次數分配表 

面向 
倫理 
類別 

分析類目 
內容分析結果 
次數分配 

個體 

人際倫

理 

為人面倫理規範 90 

169 
處事面倫理規範 55 
學習面倫理規範 20 
服務面倫理規範 4 

組織倫

理 

領導面倫理規範 20 

70 
用人面倫理規範 26 
規劃面倫理規範 13 
組織面倫理規範 11 

總體 社會倫理 44 

其  他 217 

總  數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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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分析 

    以行政倫理內涵建構分析類目，分析《論語》內文中所

含有的行政倫理內涵，各類目的次數分配如上表 2 所列，且

可以初步得知《論語》中有關西方現代行政倫理觀點的總數

共 283 次；另外，其他許多章節是提及祭祀、喪禮的禮制、

孝道、教學方法、人物生平、人物平價、歷史事件、批評世

風，以及孔子對自己的評價，不屬於行政倫理範疇的部分，

則歸於其他類（217 次），可見《論語》內容中所談及的思想

觀點甚為廣泛而豐富。其中有關西方現代行政倫理的部分，

多屬於「人際倫理」共 169 次，其次為「組織倫理」共 70
次，此亦呼應了先前文獻回顧所歸納的結果。其詳細分析內

容如下： 
 
（一） 人際倫理 

1. 為人面 

(1)立志 
 立定志向，擇善固執 

    孔子主張為人行事應當力定志向，並且為自己負責，所

以要努力堅持，直到達成目標為止： 
    〈子罕篇：第 25 章〉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

奪志也。」（編號：231） 
 

(2)廉潔 
 操守廉潔 

    孔子主張為人本身的行為與操守應該廉潔而知恥，不貪

圖不義之財： 
    〈述而篇：第 15 章〉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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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163） 
    〈述而篇：第 36 章〉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編號：184） 
    〈子路篇：第 20 章〉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編號：323）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孔子強調，富貴是人們所嚮往的，但必須以正當的途徑

取得，強調人生必須尋求正途且要擇善固執。而且君子關心

的是德行與行為的規範，而小人在乎的是短期的利益： 
    〈里仁篇：第 5 章〉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編號：71） 
    〈憲問篇：第 1 章〉子曰：「邦有道，榖；邦無道，榖，

恥也。」（編號：334） 
    〈衛靈公篇：第 1 章〉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

矣。」（編號：381） 
 

(3)自律 
 嚴格自律 

    孔子認為人有羞恥之心，這種羞恥心能使有道德者能自

律，凡事均能自我反省自我控制；而曾子也要求自己每天必

須反省自己：  
    〈學而篇：第 4 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

而不盅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編號：4） 
    〈顏淵篇：第 4 章〉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編號：283） 
 競爭應以禮而行 

    孔子強調君子沒有什麼好爭的；若有的話也必須遵循禮

制；所以競爭的重點在，參與的人際互動過程，而不在於勝

過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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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佾篇：第 7 章〉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編號：47） 
 

(4)守紀 
 在其位，謀其職 

    《論語》中孔子提及，擔任某一職位的人，就應該去設

想該職位的業務，強調分工且循名責實，各盡本位職責而不

越權位，認真做好分內的工作，然後才想到俸祿。而曾子也

附和，君子的思考是以他自己的職位作為範圍，亦相當強調

專業分工的重要性： 
   〈泰伯篇：第 14 章〉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編號：199） 
   〈憲問篇：第 27 章〉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編號：360） 
   〈衛靈公篇：第 37 章〉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編號：417） 
 不成群結黨而相爭 

    孔子認為君子應該自重而不與人相爭，應該合群而不拉

幫結派： 
    〈衛靈公篇：第 21 章〉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

黨。」（編號：401） 

 

(5)誠信 
 對同儕真誠相處 

    朋友應該相互勉勵與扶持，朝向正途前進；當朋友有過

錯時，要真誠相告以規勸，不過，若不肯聽取建言時就閉口

不再提： 
    〈顏淵篇：第 23 章〉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

不可則止，毋自辱焉。」（編號：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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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淵篇：第 24 章〉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編號：303） 
 厭惡說壞話 

    孔子認為君子討厭那些會說別人壞話的人，厭惡那些毀

謗長官的人，討厭勇敢卻不守禮制者，討厭那些一意孤行卻

到處行不通的人： 
    〈陽貨篇：第 24 篇〉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編號：459） 
 

(6)服從 
 對上司有適當的進退應對 

    孔子認為下屬面對上司，也要懂得進退應對之道，當遇

上優秀的主管，說話與行為都應該正直；若遇見不好的主管

時，言行要能委婉謹慎；所以，部屬進言時要察言觀色，待

可言之時及時進言，這是為人部屬者應行注意的事項： 
    〈憲問篇，第 4 章〉子曰：「邦有道，危行言孫；邦無

道，危行言孫。」（編號：337） 
    〈季氏篇，第 6 章〉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

之言謂之躁，言不及之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

謂之瞽。」（編號：427） 
 對上司不應欺瞞多勸進 

    孔子認為不可欺君犯上，必須事君以禮： 
    〈憲問篇：第 23 章〉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編

號：356） 
 不因功勞要脅上司 

    孔子認為不能因為工作上有功勞，就要脅上司給予獎賞

或好處： 
    〈憲問篇：第 15 章〉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編號：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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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事面 

(1)進取 
 成事求己不求人 

    孔子認為君子應該要求自己，責問自己有沒有能力，而

不責怪別人不了解自己，也不去要求別人： 
    〈衛靈公篇：第 18 章〉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

之不己知也。」（編號：398） 
    〈衛靈公篇：第 20 章〉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

人。」（編號：400） 
 人生態度應積極進取 

    孔子鼓勵追求「志於道」的高成就動機與自我實現的高

層次需求，而不重視生理與安全等較低層次需求的滿足；強

調人不應成為特定用途的器具，人生應該要有剛強進取的態

度，努力追求人生理想的實現，才有資格成為君子： 
    〈為政篇：第 12 章〉子曰：「君子不器。」（編號：28） 
    〈子罕篇：第 18 篇〉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

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編

號：224） 
    〈憲問篇：第 3 篇〉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編號：336） 
    〈陽貨篇：第 22 篇〉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

矣哉。」（編號：457） 
    〈衛靈公篇：第 16 章〉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難矣哉！」（編號：396） 

 

(2)務本 
 務本而不好高騖遠 

    君子行事應該在基礎上好好努力，而不投機走捷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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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若穩固了，人生的理想正途就會隨之展開： 
    〈學而篇：第 2 章〉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編號：2） 
    〈憲問篇：第 47 章〉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

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編號：

380） 
 做事應少言而敏於行 

    孔子主張做為君子應自我控制，在言語上應該謹慎遲

鈍，但在行動上則應該敏捷而有效，並且主動向有德行的人

請求教導指正；否則說得多做得少是一件可恥的事： 
    〈學而篇：第 14 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編號：14） 
    〈里仁篇：第 22 章〉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

逮也」。（編號：88） 
    〈里仁篇：第 24 章〉子曰：「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

（編號：90） 
    〈顏淵篇：第 3 章〉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編號：

282） 
    〈憲問篇：第 29 章〉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編號：362） 
 

(3)敬業 
 做事應莊重誠信 

    論語中孔子提及，君子做事要以道義做為內心堅持的原

則，說話必須真誠守信用，與人相處開誠布公，做事踏實認

真，用合乎禮儀的方式去完成事情，如此走到哪裡都行得通： 
    〈學而篇：第 3 章〉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編

號：3） 
    〈為政篇：第 14 章〉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

不周。」（編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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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政篇：第 22 章〉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編號：） 
    〈公冶長篇：第 25 章〉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

丘明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編號：117） 
    〈子路篇：第 19 章〉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編號：322） 
    〈衛靈公篇：第 17 章〉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

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編號：397） 
 做事應多聞多見 

    孔子認為人應該多聽各種言論，謹慎地說自己有信心

的；多看各種行為，然後去做自己有把握的，取得官職、獲

得俸祿必然不會有問題： 
〈為政篇：第 18 章〉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

寡悔，祿在其中矣。」（編號：34） 
 做事應善用工具 

    《論語》中孔子提及，要想做好一件工作，一定要先磨

好他的器具，善用工具並與知識磨合： 
    〈衛靈公篇：第 9 章〉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編號：389） 
 

(4)改錯 
 有過勿憚改 

    孔子認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做人處事若犯錯或有缺

失時，不及時改正，那才是真正的錯誤，且應該不要害怕而

立即改正，大家還是會敬重他： 
    〈學而篇：第 8 章〉子曰：「……，過則勿憚改。」（編

號：8） 
    〈述而篇：第 3 章〉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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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編號：151） 
    〈子罕篇：第 24 章〉子曰：「……，過則勿憚改。」（編

號：230） 
    〈衛靈公篇：第 29 章〉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編號：409） 
    〈子張篇：第 21 章〉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

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之，人皆仰之。」（編號：

493）。 

 

3. 學習面 

(1)好學 
 積極好學的態度 

    孔子主張學習要有積極的態度，要像趕不上什麼一樣，

就算趕上了還擔心會失去什麼似的；且與其將全部的時間用

在思考上，還不如趕快積極地去學習： 
〈公冶長篇：第 15 章〉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編號：107） 
〈泰伯篇：第 17 章〉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編號：202） 
    〈衛靈公篇：第 30 章〉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編號：410） 
    〈子張篇：第 5 章〉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編號：477） 
 見賢思齊 

    孔子認為看見有德行的人，就要努力向他看齊；而看見

德行有缺失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是否犯了同樣的毛病：  
    〈里仁篇：第 17 章〉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

自省也。」（編號：83）  
    〈述而篇：第 21 章〉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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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編號：169） 
 知書達禮 

    孔子提及有志成為君子的人，應學習廣博的知識，領悟

深奧的道理，以禮約束自己的行為： 
〈雍也篇：第 25 章〉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亦可以弗畔矣夫！」（編號：145） 
〈憲問篇：第 37 章〉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編號：370） 
 學習應有道 

孔子主張學習與思考應兼備，否則不是陷入迷惑，不然

就是毫無領悟。另外，鼓勵了解人生的道理之外，更應進一

步喜愛它，並樂在其中，把人生「應該」做的轉化成「自願」

樂於去做： 
    〈為政篇：第 15 章〉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編號：31） 
    〈雍也篇：第 18 章〉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編號：138） 
 

4. 服務面 

(1)責問自己 
    孔子強調多責問自己是否做得夠好？是否有犯錯之

處？少責備別人，如此可以遠離怨恨。當今企業服務客戶的

道理也是如此，有寬大的胸襟才會得到多數消費者的認同： 
    〈衛靈公篇：第 14 章〉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

遠怨矣。」（編號：394） 
    〈陽貨篇：第 6 章〉子曰：「……寬則得眾，……」（編

號：441） 
 

(2)以和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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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大小事情都要依循禮的規定，並以形成和諧氛圍最

為可貴： 
    〈學而篇：第 12 章〉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

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編號：12） 
 

(3)唯利是圖多怨 
孔子強調行事若全都以利益來考量，必定招來許多抱

怨；換成對民眾的服務也是一樣，如果任何事都斤斤計較、

唯利是圖，必定遭到顧客的許多抱怨： 
〈里仁篇：第 12 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編

號：78） 
 
（二） 組織倫理 
 

1. 領導面 

(1)倫理領導 
 領導的原則 

    孔子認為為政應該推崇五種美德是君子要做到的，施惠

於民，自己卻不勞神費力；勞動百姓，卻不會招來怨恨；表

現出欲望，但並不貪求；神情舒泰，但並不驕傲；態度威嚴，

但並不兇狠。再者，孔子認為以莊重的態度面對人民，他們

就會尊敬；以仁慈之心照顧人民，他們就會效忠；提拔好人

並且教導能力不足的人，他們就會振作起來： 
    〈為政篇，第 20 章〉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編號：36） 
    〈堯曰篇，第 2 章〉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編號：499） 
 帶人應以德、以禮為主，以刑罰為輔 

    孔子認為以道德與禮制來領導部屬，不但可以使部屬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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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違規觸法，也可使部屬有恥辱之心而改正錯誤，比用法制

禁令與刑罰措施的效果更好。所以，孔子較不重視刑罰行

為，認為刑罰並非好的領導行為且效果較差，不過他還是主

張人應該謹守法制規範： 
    〈為政篇：第 3 章〉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編

號：19） 
    〈顏淵篇：第 19 章〉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編號：298） 
    〈子路篇，第 11 章〉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

殘去殺。』誠哉是言也！」（編號：314） 

 

(2)以身作則 
 帶人應以身作責 

    孔子主張為政者，應該自己先帶頭做事，如此百姓才會

一起勤勞工作，並且持續下去，不要倦怠。另外，他也認為

君子應該先行動，完成之後再說： 
    〈為政篇，第 13 章〉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編號：29） 
    〈子路篇，第 1 章〉子曰：「先之勞之。」「無倦。」（編

號：304） 
    〈子路篇：第 4 章〉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不敢不用

情。……」（編號：307） 
    〈子路篇，第 6 章〉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編號：309） 
 

(3)良善的主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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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人應重視信用 
    上位者建立信用也非常重要，這樣民眾就沒有人敢不實

在，就可以指揮他們工作；民眾也不會以為自己受到虐待： 
    〈子張篇，第 10 章〉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為厲己也。……」（編號：482） 
 帶人應好禮有修養 

    孔子認為主政者若愛好禮制，則百姓沒有敢不尊敬的；

而換成是企業組織的經營亦是如此： 
    〈憲問篇：第 44 章〉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編號：377） 
    〈憲問篇：第 45 章〉子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

安百姓。」（編號：378） 
 帶人應有教無類 

    孔子主張教導時，不應該區分學員的階級、地域、貧富、

愚智等類別： 
    〈衛靈公篇，第 38 章〉子曰：「有教無類。」（編號：

418） 
 

2. 用人面 

(1)強調人資倫理 
 用人應知人知言 

    孔子強調只從表面判斷一個人未必客觀，要想了解一個

人必須先從他的言談中了解起，然後才能進一步得知一個人

的想法與態度，不用先懷疑別人是否會欺騙與失信；並且對

他的現在、過去、未來的表現要了解清楚： 
    〈為政篇：第 10〉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之

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編號：26） 
    〈公冶長篇：第 10 章〉子曰：「使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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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憲問篇：第 33 章〉子曰：「不逆詐，不憶不信，抑亦

先覺者，是賢乎！」（編號：366） 
    〈衛靈公篇：第 27 章〉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

之，必察焉。」（編號：407） 
 用人應尋求並善用人才 

    強調領導者要存有仁心，才能擇善固執，沒有偏私之心

或其他顧慮，所以能夠分別對好人與壞人表現出適當的態

度。並主張身為一位領導者，應該努力尋求卓越人才，並且

給予適當的官職，使得組織內的人員能歡喜工作，讓有才能

者能慕名而來： 
    〈為政篇：第 19 章〉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編號：35） 
    〈里仁篇：第 3 章〉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編號：69） 
    〈顏淵篇，第 22 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

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編號：301） 
    〈憲問篇：第 20 章〉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

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治

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編號：

353） 
    〈衛靈公篇，第 22 章〉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

人廢言。」（編號：402） 
 用人以德 

    孔子用人重視德行的程度大於能力，認為縱然有周公之

才，若既驕傲又吝嗇，仍不可取： 
    〈泰伯篇：第 11 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

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編號：196） 
    〈先進篇：第 1 篇〉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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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編號：

255） 
 拒用小人鄙夫 

    孔子認為不宜用小人，因為小人總是放縱慾望、追求利

益；而鄙夫這種人在還沒得到職位時，害怕得不到：一旦得

到了，又害怕失去；若害怕失去職位，則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憲問篇：第 24 章〉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編號：357） 
    〈陽貨篇：第 15 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即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矣。」（編號：450） 
 

(2)安排適當工作 
 用人應給予適當的任務及規勸 

    孔子認為愛護一個人，應該要讓他擔任更重大的任務，

但是也要選擇適合的情況與工作；而真誠對待一個人，就應

該給他規勸： 
    〈憲問篇，第 8 章〉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

能勿誨乎？」（編號：341） 
 

(3)教育訓練 
 設計良善的教育訓練制度 

    孔子認為用人時，要有完善的教育訓練制度，有助於組

織經營管理的順利推動；再者，孔子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本

性是相近的，但如果依據日常生活習慣看來，人與人之間卻

有很大的差別；所以，透過一些教育訓練計畫，例如：組織

發展（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計畫，讓成員之中有不好

的習慣與態度者，可以改變並為組織努力： 
    〈子路篇：第 30 章〉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編號：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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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貨篇：第 2 章〉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編

號：437） 
    〈堯曰篇：第 2 章〉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編號：499） 

 

3. 規劃面 

(1)高層決策 
 高階管理者制定重大決策 

    《論語》內容提到，禮樂征伐都是國家的重大政策，均

須由最高階層的天子制定。否則，國運將中墜；如同組織的

重大政策，應由高階管理者負責制定： 
    〈季氏篇：第 2 章〉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

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編號：423） 
 

(2)周全客觀 
 經營規劃應周全而可行 

    孔子對規劃甚為重視，強調凡事多加思考，以求周全；

而規劃也是管理程序的第一步驟，是有效管理的基礎，並且

更加重視計畫的可行性。而計畫應該比起一般言語更加正式

與慎重，所規劃的內容應該要更可行： 
    〈衛靈公篇：第 11 章〉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編號：391） 
    〈衛靈公篇：第 26 章〉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編

號：406） 
 經營規劃應盡量客觀 

    孔子認為自己應該不憑空臆度，不堅持己見，不拘泥頑

固，不以自我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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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罕篇：第 4 章〉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編號：210） 
 

(4)考量效能 
 經營規劃欲速不達 

    孔子認為為政者在規劃時，應重大事勿重小利，應看長

遠勿求速成： 
    〈子路篇：第 17 章〉。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編號：320） 
 經營規劃應義重於利 

    孔子強調君子立身處世於天下，應該義重於利，應該先

思考何者所當為，以合乎義的表現： 
    〈里仁篇：第 10 章〉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編號：76） 
    〈里仁篇：第 16 章〉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編號：82） 
    〈憲問篇：第 14 章〉公明賈對曰：「……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編號：347） 
 

4. 組織面 

(1)設置法規流程 
 循名則實、名實相符 

    孔子認為組織中所有人員，應該各有職掌，且均要求必

須「正名」，而且要與實際職掌相符的正式名位，以名實相

符；掌理者在執行相關業務時才能順利完成，禮樂也才能上

軌道，而刑罰就有了準則，百姓不至於驚慌失措。再者，孔

子相當重視君臣與父子之間的倫理道德關係，認為君臣父子

也須循名責實各盡其責，有其名就必須有其實，如此才能齊

家治國而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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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淵篇：第 11 章〉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編號：290） 
    〈子路篇：第 2 章〉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編號：305） 
    〈子路篇：第 3 章〉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編號：

306） 
 設置完備的法規制度 

    孔子認為組織應該要有完備的典章制度，亦即他所強調

的禮制與德行，使組織中的各種行為規範得以確立，並使組

織能高度正式化： 
    〈八佾篇：第 19 章〉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編號：59） 
    〈衛靈公篇：第 32 章〉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 涖之，

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編號：412） 
 

(2)建構良善組織文化 
 建立德行取向的組織文化 

    孔子強調為政的核心重點，應該以本身高尚的德行作為

治理的依據，因為對人性的基本信念就是人性本善，百姓自

然對有德行的帝王有向心力。亦即，讓組織內成員樂在工

作，讓外界有能力的人才慕名而來： 
    〈為政篇：第 1 章〉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眾星共之。」（編號：17） 
    〈子路篇：第 16 章〉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

來。」（編號：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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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倫理 
經由內容分析結果得知，《論語》一書中，提到「社會

倫理」概念共有 30 個，顯示《論語》一書對於不危害社會、

社區友好，以及建構一套社會互動秩序的禮制與倫理規範極

度重視。詳細內容整理如下： 
 

1. 行禮出於真誠 

孔子強調禮樂的彰顯，不只是在具體儀式或器物，更重

要的是行禮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真實情感： 
〈八佾篇：第 3 章〉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不仁，如樂何？」（編號：43） 
    〈陽貨篇：第 11 章〉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編號：446） 
 

2.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主張為人應該終身奉行的準則就是「恕」道，應該

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諸加在別人身

上： 
    〈顏淵篇：第 2 章〉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編號：281） 
    〈衛靈公篇：第 23 章〉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編號：403） 
 

3. 行善教化百姓 

孔子強調入世精神應與人群相處，堅持自己的信念，行

善教化百姓，並導正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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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淵篇：第 16 章〉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惡。小人反是。」（編號：295） 
    〈子路篇：第 29 章〉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

戎矣。」（編號：332） 
    〈微子篇：第 6 章〉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編號：467） 
 

4. 鄰里和睦、與人為善 

    孔子在社區鄰里時，態度溫和而謙恭有禮；並且主張

要，使老年人都得到安養，使朋友們都能相互信賴，使青少

年都得到照顧；但是都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卻會敗壞社會

秩序與風氣： 
    〈公冶長篇：第 26 章〉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編號：118） 
    〈鄉黨篇：第 1 章〉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

者。（編號：237） 
    〈陽貨篇：第 13 章〉子曰：「鄉原，德之賊也。」（編

號：448） 
 

5. 社區民風淳樸要靠人際的真誠互動 

    孔子提及居住在民風淳樸的地方是再理想不過了；但

是，形塑社區好風氣必須靠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來往： 
    〈里仁篇：第 1 章〉子曰：「里人為美，擇不處仁，焉

得知？」（編號：67） 
 

6. 社會需要人際互動的禮制與倫理規範 

    孔子主張人際互動，應該有一套具體規範的準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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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有秩序、和協安定；再者，孔子厭惡一些似是而非的不

當行為，結果只會混淆了禮制、樂章與國家法紀，危害社會

的秩序： 
    〈八佾篇：第 1 章〉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編號：41） 
    〈里仁篇：第 13 章〉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編號：79） 
〈陽貨篇：第 18 章〉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

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編號：453） 
 

7. 互信互愛 

    孔子認為治理國家，要盡忠職守與言出必行守信用，節

省支出且愛護眾人；亦即工作除了消極盡到責任之外，更應

積極的協助愛護別人： 
    〈學而篇：第 5 章〉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編號：5） 
 

8. 即時行善 

    孔子主張看見良善的行為時，就好像怕追趕不上似的，

要趕快去做；如果看見不善的行為，就好像手放入熱湯之

中，要趕緊避開： 
    〈季氏篇：第 11 章〉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

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編號：432） 
 

9. 追求理想、實踐道義 

    孔子強調該追求人生的理想而非衣食利祿；而君子憂心

掛念的應該也是人生理想而非貧困生活；並認為有理想目標

的人，可以為了實踐道義而犧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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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而篇：第 6 章〉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遊於藝。」（編號：154） 
    〈衛靈公篇：第 8 章〉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編號：388） 
    〈衛靈公篇：第 28 章〉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編號：408） 
    〈衛靈公篇：第 31 章〉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君子憂道不憂貧。」（編號：411） 
    〈子張篇：第 4 章〉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編號：476） 
 

10. 人生的價值應存仁心 

    孔子認為「仁心」應該為人生的價值取向，要去惡從善

走人生的正途。所以，有德行者必定不會孤獨，他必定得到

人們的支持與鼓勵： 
    〈里仁篇：第 4 章〉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編

號：70） 
    〈里仁篇：第 25 章〉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編

號：91） 
    〈顏淵篇：第 1 章〉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編

號：280） 
    〈衛靈公篇：第 35 章〉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編

號：415） 
     

11.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孔子認為實踐仁的最高境界，就是在自己想要安穩立足

時，也幫助別人安穩立足，而在自己想要發展通達時，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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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別人有所進展： 
    〈雍也篇：第 28 章〉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編號：148） 
    〈子張篇：第 25 章〉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編號：497） 
 
（四） 西方現代行政倫理及《論語》內涵的整理比較 

    經上列使用西方現代政倫理架構分析《論語》內容之

後，對《論語》中所含有的行政倫理內涵有具體且細緻的呈

現，本文依據上述的分析內容，將《論語》倫理面的核心精

神與西方現代行政倫理內涵加以比較，並歸納整理出表 3 的

比較結果。 

 

表 3 西方現代行政倫理與《論語》內涵之彙整與對照 

倫

理

類

別 

分析 
類目 

內涵 
元素 

《論語》 
本文 

 
 
 

 
 
 

為人面 立志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

奪志也。」 
廉潔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

戚。」 
自律 「吾日三省吾身。」 
守紀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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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際 
倫

理 

處事面 進取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

人。」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

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 
務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 
敬業 「巧言令色，鮮矣仁。」 
改錯 「過則勿憚改。」 

學習面  
好學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

自省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 
服務面 良好服務態度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怨矣。」 
「禮之用，和為貴，……」 

不圖不當利益 「放於利而行，多怨。」 
 
 
 
 
 
 

領導面 倫理領導 「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

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

威而不猛。」 
以身作責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 
勞資關係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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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倫

理 

用人面 人資倫理 「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

必察焉。」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

廢言。」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

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安排工作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

能勿誨乎？」 
教育訓練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規劃面 高層決策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 
周全客觀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考量效能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

成。」 
組織面 設置法規流程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 
建構組織文化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眾星共之。」 
 
 
 
社

會 
倫

理 

 
 
 
 
 
－ 

 
 

不危害社會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社區友好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 
「里人為美，擇不處仁，焉

得知？」 
遵守道德規範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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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慈善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遊於藝。」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 
善盡社會責任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

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由上一節《論語》行政倫理內涵之分析內容，以及表 3
西方現代行政倫理與《論語》內涵之彙整與對照可以得知，

《論語》的思想內容，幾乎可以看見西方現代行政倫理的完

整面貌；例如，個人必須盡到務本、廉潔、律己、真誠、忠

信、少言敏行、積極進取、見賢思齊，以及好學等倫理原則。

其次，在領導面向：則強調在領導及用人上，應以德以禮、

以身作責、重視信用、有教無類、知人善任、用人以德。第

三，在組織管理方面：則強調主政者不應短視近利、抄捷徑，

應重視周全客觀、義重於利的原則；另外，組織在運作上應

各有職掌，循名則實。第四，在服務倫理面向：則認為應多

責問自己、以和為貴，不能唯利是圖。第五，社會倫理面：

孔子認為在鄰里社區應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與人為善、真

誠互動、對社會國家應即時行善、實踐道義，並且照顧百姓、

助濟眾人。 
    綜上所述，《論語》在行政管理上所強調的倫理原則或

精神，正好對應了先前陽石隱（1996）、馬濤 （199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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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榮晉（1999）與姚傳德（1999）等人的研究觀點，皆認為

孔子在行政上的倫理原則是主張：誠信、取之有道、義重於

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等積極正面的作為。而本研究的貢獻在於，將《論

語》中有關公共行政的倫理規範做有系統的分類，以清楚知

道《論語》中有關現代行政倫理的管理意涵。 
    然而，若檢視《論語》中的思想內容，有些部分確實與

西方現代行政倫理的觀點主張有異；例如：「唯女子與小人

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陽貨篇〉，在現今重

視男女平權的思維角度下，的確有不合宜之處。再者，「道

不同，不相為謀」〈衛靈公篇〉的觀點，強調「不同道」者，

不必互相商議討論；這樣的主張若轉換到用人標準上，「不

同道」者，恐亦非在其錄用之列，這也是值得再商榷的觀點。

另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篇〉的觀點，對

待民眾的態度似乎過於消極。但以今日的框架去分析兩千多

年前的孔子思想，必須考量其時代背景因素，所以，後人以

今論古應更加審慎客觀。 
不過，《論語》有些觀點與近代的管理理論比較起來是相

當前衛的；例如，〈憲問篇〉中孔子主張「不在其位，不謀

其政。」強調人員都該謹守本分名實相符，且專任分職才能

避免爭功諉過的情況發生。而〈子路篇〉提及「無欲速，無

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認為組織的治

理應有長遠的眼光。另外，〈為政篇〉的「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之所安。」是當代人力資源管理中，選才上相當重

要的依據準則。〈衛靈公篇〉又提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

以人廢言。」強調能言善道者未必是真正的人才，過往素行

不佳的人，其話語未必沒有價值；用人舉才的標準更應客觀

中立。 

 
（一） 實務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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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學說以「仁」為核心思想，仁是處理親疏與人際

關係的一種準則，在具體實踐上有不同的解釋，也含有不同

的實務意涵： 
    第一，「愛人」〈顏淵篇〉即為仁：這在當時是相當先進

的觀念，因為孔子強調人應為主體。以西方現代行政倫理觀

點來看，人際間的互動是否符合倫理規範，是實踐行政倫理

的基石，亦可解釋成「仁」的表現。 
    第二，「為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篇〉：依仁行

事的人沒有任何偏私，所以可以分別對好人與壞人表現出適

當的態度。在公共組織領導者的待人與用人上，沒有私心審

慎評估，亦為「仁」的實踐。 
    第三，「克己復禮為仁」〈顏淵篇〉：實踐的綱目為，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知仁的行動表

現必須以禮制為依歸，若以現今的公共行政來看，組織管理

若以倫理規範作為準繩，亦為「仁」的具體表現。 
    第四，「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

也篇〉：能夠推己及人即為「忠恕」之道，是實踐「仁」的

標準，「忠」即專一，「恕」則是寬恕；所以，專心一致地推

行寬恕之道即為仁。在現代政府組織的管理上多一點仁慈的

心為別人設想，即是「仁」的實踐。 
    第五，「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恭、寬、信、敏、

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

以使人。」〈陽貨篇〉：莊重就不受侮辱，寬厚可以得到眾人

擁護，守信就能受人任用，施恩順人情就可以領導別人。在

政府組織的管理上，若能符合這五項倫理原則，即是「仁」

具體精神的全面落實。 
    孔子對「仁」精神的詮釋廣博而精深，對於建立一套為

人處事的倫理規範，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可供現今建構行

政倫理實務與組織管理者做為借鏡與參考。然而，就另一觀

點來看，「仁」亦是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人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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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處理得合宜便是「仁」的實踐（余一鳴，2015：6）。亦

即，儒家學說認為人是生存在各種關係之上，此種種關係就

是各種倫理（金耀基，1988：79-80），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

含種種「情分」，是故倫理關係，即是情誼關係。因此，講

求關係與情誼的儒家思想，是否不利於組織各項法制的落

實，應謹慎思慮。再者，孔子也提到「非天子，不議禮、不

制度、不考文」〈季氏篇〉，這些觀點都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

中也具有集權主張，但這似乎與現今民主治理的實務趨勢不

大相符，應有所修正。 
 

（二） 學術意涵 

    本研究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的質化內容分析法，嘗試

分析《論語》的現代行政倫理內涵，且已經得到初步的成果；

但在未來研究上仍有許多議題方向可以繼續努力。例如，可

從學習型組織的觀點分析《論語》中的學習態度與原則，像

是分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篇〉以及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篇〉的學習精神。 
    近年來廉政治理架構的改革成了近日熱門的議題，鞭策

政府機關強化其課責性，在制度及結構上進行革新是當務之

急。但除了外顯的制度架構須改善之外，內在的核心倫理規

範也必須再度受重視。所以，廉政治理的核心倫理內涵亦可

作為分析《論語》道德涵義的理論架構，並從這些倫理規範

中，再次確認出所有利害關係人在廉政治理中的主從關係角

色與課責的相對位置。 
    《論語》研究議題並不一定限於行政倫理的範疇，未來

亦可以嘗試將《論語》的精神內涵與當代各種重要的行政管

理概念，進行更深入比較性與辯證性分析。例如，現代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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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的管理功能及類別，主要包括：策略規劃、領導、財務、

資訊，與知識管理等，且彼此間的連結關係形成了錯綜複雜

的行政環境，而《論語》中所強調的基本精神：道、德、仁、

義、禮、智，各自有獨特且相對應的現代管理意涵，並透過

這二十篇的論述，可以代表著許多不同的特殊管理情境，研

究素材相當豐富。 
    因此，以現代行政倫理的觀點來檢視《論語》中的管理

思想，可以發現到書中的觀點相當先進且前衛，孔子的倫理

道德思想與治理的觀點，比現代行政倫理相關理論發展要早

得很多，實為東方管理思想的大寶庫；但現今行政學的學者

很少人去應用其中的觀念實為可惜，本文希望藉此能引發更

多對於中國古籍有興趣的學術社群，投入研究中國遠古智者

的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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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論語》各篇章內容及編碼彙整表（範例） 

篇 章 編號 類目 章節內容 

第一 

學而篇 

 

Ch1 

1  

倫理 

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who 

fed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 

第一 

學而篇 

Ch2 2  

倫理 

The philosopher Yu said, “They are 

few who, being filial and fraternal, 

are fond of offending against their 

superiors. There have been none, 

who, not liking to offend against 

their superiors, have been fond of 

stirring up confusion. The superior 

man bends his attention to what is 

radical. That being established, all 

61



社會科學論叢第九期 
 

practical courses natural1y grow 

up.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submission! -- are they not the root 

of all benevolent actions?” 

第一 

學而篇 

Ch3 3  

倫理 

The Master said, “Fine words and 

an insinuating appearance are 

seldom associated with true virtue.” 

第一 

學而篇 

Ch4 4  

倫理 

The philosopher Tsang said, “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 whether, in 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 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 --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 -- 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 of my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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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 1

                                                 
1本文為作者科技部計畫「敘事、疾病、自我：分析癌症病患的疾病敘事」

（MOST109-2410-H-032-013-MY2）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評審以

及編委會提供的修正意見。 

分析癌症病患之自我敘事，彰顯疾病是一種意

義，不應僅被視為生理現象。我們的目的在探究罹癌患者如

何建構癌症意義，以及疾病與自我的關係。疾病敘事強調病

患的感受、經驗與生命故事，透過疾病敘事，有助於探究形

塑病患病痛經驗的社會、文化脈絡。本研究要從病患的疾病

敘事中，分析病患如何訴說自身患病的經驗，如何選擇、排

序、組合與詮釋，解釋疾病與自己的關係，傳達一個關於疾

病與自我的敘事；更進一步，病患通過疾病敘事所建構的意

義、病患體驗疾病的方式與社會文化密切相關。因此，探究

疾病敘事所顯示的病痛經驗，可以瞭解形塑病患病痛經驗的

社會與文化脈絡。 

 

關鍵字：疾病敘事、敘事、自我認同、常人流行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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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elf-narratives of cancer 
patients and demonstrates that disease is a meaning and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physiological phenomenon. Our purpose is 
to explore how cancer patients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cancer. 
The illness narrative emphasizes the patient's feelings, 
experience, and life story. Through illness narratives, it is 
helpful to explor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that shape the 
experience of illness and pain.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analyze how patients tell their own experience of illness. 
Furthermore, the meaning constructed by patients through 
illness narratives and the way patients experience disea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culture.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pain 
experience shown by illness narratives can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that shapes the pain experience of patients. 

 
 
 
 

Keywords: illness narrative, narrative, self-identity, lay 
epidem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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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問題 

一直以來，醫學具有兩種不同的知識形式，一種是邏輯

科學性知識（logical-scientific knowledge），是醫學的知識，

是對疾病的遺病理基礎的了解與治療；一種是敘事知識

（narrative knowledge），存在於病人的理解與敘事中，隱含

疾病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意義以及帶來的變化。醫學知識

的發展似乎更接近「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
也就是邏輯科學性知識的一方，醫學主張以科學方法獲取證

據，以保證臨床的最佳醫療成效（Sackett, 1996；林慧如，2016）。
Jewson（1976: 225-244）曾經以「病人的消失」來說明醫學

在專業化、制度化的過程中，強調的是病理層次客觀、量化

的「病徵為導向」，忽略病患獨特的「人為導向」。 
本研究認為，疾病敘事可以探究病患如何經由敘事，詮

釋病痛經驗，賦予疾病意義而重建自我認同。疾病敘事強調

的是透過敘事知識，而不是邏輯科學性知識的視角來看待疾

病。疾病敘事研究重視病人的生活世界，將疾病從醫學世界

挪移至日常生活。換言之，人們對自己身體、病痛的意義，

是受到自己生命經驗形塑的，人們通過書寫疾病，反思因疾

病中斷的生活經驗。在疾病敘事裡，人們也在訴說著自己，

敘事因此與自我認同相關（蕭阿勤，2012；McLean, 2008）。
另一方面，病患通過疾病敘事所建構的意義，與社會文化息

息相關。因此，透過疾病敘事，有助於探究形塑病患病痛經

驗的社會脈絡（Mattingly &Garro, 2001；Jurecic, 2012）。如
此，疾病敘事不只是某個病患的故事，也反映著此時代、社

會脈絡與當代社會整體的醫病情境，具有公共性與社會性

（范信賢，2013）。因此，疾病書寫顯現人們在罹病時如何

理解疾病，如何理解自我與疾病的關係，也顯現書寫者所處

社會環境（Kalitzkus&Matthiessen, 2009）。 
本研究從疾病敘事角度，探究病人如何訴說關於疾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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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活世界的故事，我們要從病患的疾病敘事中，探究病患

如何訴說自身患病的經驗，如何選擇、排序、組合與詮釋，

解釋疾病與自己的關係，傳達一個關於疾病與自我的敘事？

更進一步，病患通過疾病敘事所建構的意義，以及病患體驗

疾病的參考架構與社會文化密切相關，我們要從疾病敘事所

顯示的病痛經驗，檢驗形塑病患病痛經驗的社會與文化脈

絡。 

二、文獻檢閱 

（一）疾病敘事 
敘事創造意義的方式，是將經驗或事件納入特定的情節，

使它成為別的經驗或事件的原因或結果，也因此成為整體的

一部分。以敘事的方式回答某事的意義為何，就在於顯示這

事件如何貢獻於整個故事最終的走向（Richardson, 1990；蕭

阿勤，2012）。疾病敘事研究重點在深入病人訴說關於疾病

的故事，以掌握疾病帶給病人的意義，敘事者將生命中特定

經驗加以敘事化（Frank, 2017；Frank,2013）。從病患的疾病

敘事中，可以找到他們對病因的解釋方式，疾病解釋對患者

意義重大。Kleinman(1980）以「解釋模式」（explanatory 
models），說明常人依照自己的解釋模式，來描述生病的症狀

並評價所接受到的醫療照顧。常人的解釋與專業解釋有很大

的不同，患者如何解釋自己致病的原因(etiology)深刻的反映

了常人的價值觀與理論。 
Mishler(1984)描述醫生與病人對病因的解釋存有很大

的分歧，也就是「科學知識」與「敘事知識」的差異。他認

為，「醫學聲音」(voice of medicine)和「生活世界聲音」(voice 
of lifeworld)存在有待解決的矛盾：醫生在檢查一個患有腹痛

的女性患者，發現他有酗酒的問題，醫生會問：「你這樣喝

酒有多長時間了」，病人回答：「從我丈夫死後」；醫生再問

「那是什麼時候」……。Mishler(1984)認為，這顯示醫生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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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把患者的症狀按時間順序排列，以理解其生物學意義，而

患者給出的症狀是按照他生活事件的順序排列，以便理解個

人的生活。 
現代醫學關注疾病的邏輯科學性知識，不關心病人本身

所述的敘事知識。Foucault（1963／劉北成譯，2001）檢視

此一現象。他指出，當西方醫學開始以「視覺」為思考中心，

醫生的思維以及判斷疾病的方式便發生了變化。視覺為中心

的思考方式，導致的是以視覺為中心的架構，通過視覺上的

檢查，看見器官受到損害，確定治療方式。在此種思維方式

下，病人的症狀，患者的感覺與敘述被視為次要，重要的是

醫生的凝視。在醫師的凝視下，看到的是外在的可見的症狀，

而不是身體內部的感覺。 
Davison,Smith & Frankel（1991）使用「常人的流行病

學」（lay epidemiology）一詞，與「專業的流行病學」

（professional epidemiology）相對應，常人的流行病學是指

常人對疾病的觀念，它是用來描述常人理解和解釋疾病的方

式。常人會通過個人或群體的生活經歷來解釋致病原因，同

時，他們會聯繫自己的人生經歷，尤其是獨特的生活事件。

至於醫師，是從「專業的流行病學」角度來解釋疾病，代表

的是「科學知識」的病因分析，關注的是醫學證據，以客觀

與可量化的數據來定義疾病。據此，面對疾病，醫生試圖做

出的是「診斷」，診斷是在為疾病命名，當某些指標與患者

化驗或檢查的結果相吻合時，這些疾病便被確認存在。 
然而，當病患在解釋自己生病的原因時，常常連接自己

的生活方式與疾病的關係，他們會指出過去有意義的重要事

件，以解釋自己生病的原因。換言之，常人有自己對疾病的

解釋，這種疾病解釋既是對致病原因的認識，也包括如何應

對疾病帶來的影響。因此，常人對疾病的解釋，是由複雜的

知識體系構成，蘊含了人們對社會和文化的理解。我們不應

將常人的解釋，看成是與現代科學知識對立的解釋，也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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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視為是「非理性」的（Good, 2012）。 
（二）癌症病患 

在眾多疾病之中，本研究選擇「癌症」做為研究對象。

根據衛福部 2018 年的統計，自民國 71 年起，癌症已連續 37
年位居國人死亡原因之第一名（林周義，2019. 06. 21）。不
論是在台灣或是於全世界許多國家，癌症發生率都有逐年顯

著增加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推估於 2030 年，全球癌症率

新發病例數將會躍升至 2140 萬人，因癌症死亡人數則會有

1320 萬人（Parkin et al., 2010）。 
癌症又名為惡性腫瘤，指的是細胞不正常增生，這些增

生的細胞可能侵犯身體的其他部分；癌細胞除了分裂失控外，

還會局部侵入週遭正常組織，甚至經由體內循環系統或淋巴

系統轉移到身體其他部分。Sontag（2001）指出，癌症其實

是取自於戰爭語言。不僅專業醫生如此，甚至每個病患都熟

悉這套專業術語。在這套術語下癌細胞具有侵略性，癌細胞

從最初的「瘤」開始，對人體發動攻擊。Sontag（2001）的

重點在提示我們，疾病隱喻如何被動員，又如何形成強大的

文化價值，對人們的思維體系造成潛移默化的效果。 
癌症是一種了解有限的疾病，在混沌不明中更助長人們

對癌症的意義建構，而任何疾病只要起因不明、治療方法無

效，就容易被疾病的意義所覆蓋。在《萬病之王：一部癌症

的傳記》（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
（Mukherjee, 2011；莊安祺譯，2018）一書中，詳細描述癌

症的疾病史。從數千年前首篇記載的文獻，到二十世紀的治

療與控制，作者深刻地探究癌症。這本書寫道，對癌症的第

一篇醫學敘述見於西元前 2500 年所寫的埃及文字：「胸部有

鼓起的團塊……好像觸摸一堆包裝物」。至於治療方式，這

段古文只寫他重新尋覓癌症的真正成因和治療法，道：「無」。

1800 至 1900 年間外科醫生設計了越來越具侵襲性的手術，

來攻擊病人體內的癌症病根。二次大戰期間，義大利巴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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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襲，砲彈擊中美國船隊，釋出船上數百噸的芥氣。這種氣

體把人體內的白血球成批殺死，而這卻讓藥理學者想到：可

以用類似的化學物殺死白血球細胞的癌症。化療，即對癌細

胞的化學戰爭，正是由戰爭啟發的靈感（Mukherjee, 2011；
莊安祺譯，2018）。 

面對癌症，既有的癌症研究主要集中於癌症治療之方法

與技術，探討的焦點多在病患的照護上，較少觸及病患內心

的經驗與敘事意義。例如，探究癌症的導因，或如何使癌症

病人展現復原力（溫雅蘭、溫千慧、王桂芸，2013），或集

中在癌症的護理工作（陳芬英，2018），以探究如何提供護

理指導以及合適資源，或使病患能以正向的態度面對疾病與

接受治療，或集中在照護者身上（王俐絜、陳威宇、張書展、

黃安年、洪榮駿、王瑞霞，2011；林維君、謝文心、黃文聰，

2012），又或者是如何提高診療服務品質，做為改善診療服

務品質的方向（王素真、洪耀釧、陳住銘，2016）。換言之，

既有的研究，都以生物醫學取徑為大宗，集中於癌症治療技

術的精進，或針對病患的生理舒適心理照護安寧療護進行探

討，較少深入病患，具體存活的受苦經驗，也無法對醫療權

力如何運作，與病患身體有進一步的反省（蔡友月，2004）。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癌症的意義如何作用在病患身上，因此，

選擇罹癌者的「自傳式疾病敘事」做為研究對象，探究病患

如何建構自身罹癌的意義。以下說明。 
（三）自我疾病敘事 

疾病敘事範圍不侷限於傳統文類中的自傳，而是囊括了

口述史、日記、隨筆、書信，乃至文學創作等「自傳性敘事」。

Misch（1973:5）為自傳下的定義是：個體本身對其個人生平

的描述。Lejeune（1975／楊國政譯，2001：201）認為，自

傳是指：一個真實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為素材，用散文體寫

成的回顧性敘事，它強調的是他的個人生活，尤其是他的個

性的歷史。李有成（2006）進一步指出，許多自傳研究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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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界定自傳開始，這說明自傳的文類定義如此的複雜，這個

現象也說明，當代批評家對自傳的正確疆界仍然無法確定，

更重要的是，自傳本身就可能根本抗拒任何定義。自傳變化

多端的特性，以及這種文類對分類的反抗，甚至比一般形式

的創作更為頑強（Misch, 1973:5）。自傳的課題所引發的問題

多於答案，疑問多於確定（Olney, 1980）。自傳是選擇性的，

是由作者由生平事件中，選取需要的題材，然後賦予意義之

產物。 
過往，學者在研究身份認同等相關問題時，多將其視為

固定人格特質之展現，關注的是人們內在的本質，也就是從

「同一」（the same）的觀點來解釋自我：「我是什麼」和「我

與什麼同一」，是比較單一的、穩定的自我認知，一種傳統

的「本質論」（essentialist）觀點。近年，愈來愈多的學者以

反本質主義的說法，指出自我並非先於人的表達而存在，自

我是透過表達與實踐，是在過程之中，逐漸建構而成的，主

體的問題應是去探究語言的使用以及論述實踐的過程

（Bruner,1994；胡紹嘉，2006）。因此，自我是靠著語言實

踐的過程，去宣示自己的範圍，是透過語言去生產、創造和

界定其身分（紀慧君，2019）。 
若從自傳敘事來探究自我的問題，即是探究「書寫主體」

與「建構的自我」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書寫主體選擇以何種

方式呈現自我，他們側重呈現自我的哪些面向，為什麼選擇

某種特定方式，和側重呈現某些特定面向（楊彬彬，2010）。
相對於傳統角色概念中靜態、刻板和儀式性的分析面向，自

傳性敘事強調的是動態過程，聚焦在語言使用和論述實踐上。

也就是說，我們表現自身的方法，是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

選擇能表現我們特性的事件，並按照敘事的原則將它們組織

起來。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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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社會學辭典中，對「傳記研究」

(Biographieforschung)的定義：「傳記研究是由許多理論上、

方法上相似的研究理論集合而成，其研究資料包括檔案、敘

述及人口統計資料等，而這些生活史或生活故事資料本質上

被視為社會真實材料，並經由社會語言及詮釋方式予以再建

構」。「傳記研究」或是「傳記方法」可說是著重於生命歷程

上的研究，進行傳記研究可以從敘事者生命故事資料中，彰

顯個體的獨特性，也能反映其所處之社會情境

（Endruweit&Trommsdorff, 1989，倪鳴香譯，2004）。本研究

以「自我罹癌敘事」為研究對象。「自我罹癌敘事」是指病

患以第一人稱，講述自我罹癌的疾病敘事。我們要分析罹癌

者如何將個人的病痛經驗、遭遇以事件及情節方式與自我生

命相連結的疾病書寫，本研究選擇林虹汝女士所撰之罹癌敘

事做為研究對象，以下從林虹汝之生命經驗，以及敘事資料

豐富度，進一步說明。 
（一）生命經驗 

林虹汝於 1981 年生於台灣台中市，2004 年畢業於東吳

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科學學士，後赴美攻讀紐約市立大學公共

管理碩士，主修非營利組織管理。2001 年（20 歲）時，被

診斷「何杰金氏症淋巴瘤」，又在 2008 年（27 歲）時再度復

發。她獲選為台灣癌症基金會第 3 屆抗癌鬥士，並長期在癌

症團體擔任志工。她的癌症故事獲中國時報報導：「一個七

年級女生，二次抗癌成功課程」，以及其他媒體報導：「8 年

抗癌 2 次林虹汝出書贈北市學校」。 
（二）敘事資料的豐富度 

林虹汝著有兩本癌症自傳，一本癌症採訪。她寫過二本

罹癌自傳：《癌症學校教我的事》、《沒有任何事，能阻止我

享受生命的美好》，其中，《癌症學校教我的事》獲國民健康

署優良好書推薦。至於另一本癌症採訪：《一本讀通血癌》

是她採訪醫生撰寫關於血癌的書，從認識血癌談起、治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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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方式、血液腫瘤疾病的種類等。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探

究病患之疾病敘事，因此，以《癌症學校教我的事》、《沒有

任何事，能阻止我享受生命的美好》兩本自傳式的自我敘事

做為研究對象，至於《一本讀通血癌》因為是其採訪作品，

故不在本研究的分析之內。 
關於如何進行傳記研究，Smith（1998）指出，與研究

對象有關的資料來源應該儘量多元化，如果只仰賴單方面發

表的著作來了解自我敘事，可能失之偏頗。因此，本研究認

為，林虹汝的生命經驗以及著作具有豐富性與適切性，應能

提供較為豐富的分析資料。具體而言，本研究要探究罹癌患

者在自我敘事中，如何詮釋病痛經驗，賦予意義而重建自我

認同，我們要探究罹癌者如何說明與看待自我。我們要從病

患的自我罹癌敘事中，探究病患如何通過自身的罹癌經驗選

擇、排序、組合與詮釋，解釋癌症與自己的關係，傳達一個

關於癌症與自我的敘事。 

四、研究分析 

（一）癌症確診 
當今醫學界以檢驗指數、病理報告等明確數據或是標準

的醫療分析方法，作為確診的依據（Sanders, 2010）。癌細胞

原是不可見的，但在種種醫療工具介入後，癌細胞成為清晰

可見的對象。林虹汝描述必須經由穿刺、化驗、切片始能確

診癌症： 
當我開完刀檢驗報告出來時，就已經確定罹患惡性

淋巴腫瘤（林虹汝，2009:30）。 
看著當天主治醫師決定用針抽取我的淋巴結內的

組織，做穿刺化驗，並約好一周後我回醫院看報告，

一周回診後醫生的答案化驗結果顯示有可能是好

的，也有可能是不好的，需要進一步做切片才有辦

法確定（林虹汝，2009: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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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必須經由檢驗結果進行病症的診斷，這也顯示出對

儀器診斷的依賴性（Sanders, 2010）。在當今社會，醫學走入

實驗醫學，在 Foucault（1963；劉北成譯，2001: 218）看來，

這是一次關於疾病認識論之改變。對於身體的可見性形式發

生變化，而身體中從前「根本不可見的東西突然呈現給目視

之光，其呈現運動如此簡單、如此直接，以至於看上去像是

一種高度的發展的經驗自然而然產生的後果」。內藏於身體

中的病灶，因為語言和目光的重新配置而被照亮了，而具有

一種可見性。對此，林虹汝描述從腹部超音波可以偵測出肝

臟、脾臟是否受到淋巴瘤侵犯，以及必須要「透過電腦斷層

掃描檢查，針對胸腔與腹腔進行影像檢查，評估深部的淋巴

結是否被侵犯」： 
 
抽完骨髓當天下午我就被抓去做腹部超音波檢查，

聽說就像孕婦般做「腹部超音波檢查」。肚子被抹

上一些噁心黏黏的東西-「jelly」，涼涼的，感覺很

羞羞臉，醫師會拿個長長的東西在我肚子上照呀照 
，主要是偵測肝臟、脾臟是否受到淋巴瘤侵犯（林

虹汝，2009:33）。 
最後一項檢查就是電腦斷層掃描檢查，針對胸腔與

腹腔進行影像檢查，評估深部的淋巴結是否被侵犯

而腫大，電腦斷層掃描是一種結合電腦與 x 光攝影

的檢查，利用人體組織對 x 光吸收的程度來判斷組

織結構是否正常，做電腦斷層檢查還需要注射顯影

劑，讓影像更為清晰，不過顯影劑會讓人有不舒服，

會有溫熱感，噁心感，有時甚至會有過敏反應（林

虹汝，2009:34）。 
 
因為器械的介入，原先的不可見的身體內部，開始具有

「可見性」。此種醫療知識和實踐，即是「可見形式」（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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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isibility），即「看」（seeing）和「知」（knowing）的關係

改變的結果（Smart, 2000）。更進一步，醫療方式也日趨標準

化，將病症劃分的愈來愈精細，並訂立一致的標準。這顯示

癌症治療方式日趨標準與固定。例如，醫療人員必須透過癌

症的分期標準，判別癌症的嚴重程度。林虹汝描述術後病理

檢查的結果： 
 
9月 14日出院後兩天，住院醫師也特地打電話給我，

他說 CT 電腦斷層的報告指出癌細胞已經擴散到橫

隔膜以下（林虹汝，2009:128）。 
一般而言，何杰森氏症是依據臨床分期而給予不同

的治療，原則上以化療、放療為主，至於手術治療，

一般來說只列為輔助性治療。何杰森氏第一期：以

放療為主，部分病人需加上化療。何杰森氏第二、

三、四期：以化療為主（林虹汝，2016:44-45）。 
 
癌症確診後，林虹汝成為癌症病患，林虹汝描述，在治

療時的疼痛難以承受「副作用是嘴巴很痛，跟醫護人員反應

又完全形容不出我那種痛的感覺」： 
 
我的副作用是嘴巴很痛，跟醫護人員反應又完全形

容不出我那種痛的感覺，檢查嘴巴一點破洞都沒有 
，也只好束手無策繼續觀察，再來是想吐，但是沒

有吐，憋在那邊，好像食物都卡在胃裡沒消化，我

覺得要吐不吐也很不舒服（林虹汝，2009:42）。 
 
林虹汝形容治療時的痛苦不堪： 
 
我的頭已經快要爆炸，痛到我沒辦法忍受，像是魔

音穿腦，不間斷的，從左邊痛到右邊，從前面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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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這輩子從來沒有這種感覺過（林虹汝，

2016:140）……我根本不敢睡覺，房間的燈也不敢

關掉，我好擔心這一閉上眼就再也起不來了……之

後我開始吐了，只要一有任何移動的動作，比如走

去上廁所就想吐，這時我已經累到不行，完全不想

說話（林虹汝，2016:141）。 
 

（二）疾病的身體經驗 
林虹汝於 20 歲，被診斷「何杰金氏症淋巴瘤」，又在

27 歲時再度復發。林虹汝開始接受醫師「取卵」的建議，亦

即「生殖保護」（fertility preservation），何杰金氏症淋巴瘤是

一種威脅生命的疾病，其治療需採用手術，化學、放射等癌

症治療，尤其是化學與放射治療階段，其在遏制癌細胞蔓延

的同時，會損害病患的性腺功能，可能導致不孕          
（Ronn&Holzer ,2013；Kelvin, Kroon &Ogle ,2012；林虹汝，

2018）。 
 

如果未來希望生小孩可以考慮冷凍卵子，當時的我

其實被疾病復發的壓力籠罩著，根本無力也無心思

考未來要不要生小孩，當時父母親評估後決定不希

望未來有遺憾，於是我們接受了建議進行卵子冷凍

保存（林虹汝，2016:55）。 
 
近年來，癌症病人生殖的議題已逐漸得到重視，美國生

殖醫學會（American S ociety for R eproductive M edicine, 
ASRM）與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SCO）在 2013 年更新癌症病人生殖保存之建議 
，醫學界應與育齡的癌症病人討論生殖問題。以往被視為研

究階段的卵子冷凍保存，也被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列為治療準

則（Alison, Pamela, Lindsay, 2013）。另外，根據 2011 年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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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的統計，每 47 名女

性，就有 1 名在 40 歲以前被診斷出癌症，年輕女性會擔心

因為癌症治療而失去生殖能力，這個現象在愈年輕的病人上

面，表現的愈明顯（謝昌興、張金堅，2014）。罹癌的年輕

女性在接受治療時，會擔心因為治療造成不孕，會關注將來

的生育問題，這也會影響她們對治療的選擇方式(Ruddy, 
Gelber, Tamimi, 2014)。林虹汝描述在她第 1 次癌症治療時，

她的母親便已經詢問醫師是否會影響生育能力： 
 
其實我第 1 次生病治療時，媽媽有詢問醫師是否會

影響生育能力，一直很肯定的說不會也確實當時可

能還年輕，我每個月的生理期都非常正常，有時候

還遇到化療跟生理期撞期。醫師很肯定的說不會。

也確實，當時可能還年輕，我每個月的生理期都非

常正常，有時候還遇到化療跟生理期撞期（林虹汝，

2016:106）。 
到了復發後，醫師就提醒，很大部分的人會因為做

過高劑量化療後出現早發性停經，在治療開始之前 
，醫師說：「早些年我們比較不會提，但現在冷凍

卵子的技術越來越成熟」（林虹汝，2016:106）。 
 
林虹汝描述在婦產科看到「在人工生殖室看太多想生卻

生無法生的人，大家都好勇敢，好有毅力」（林虹汝，2009:130） 
。她並以新聞報導為例，說明「一位 25 歲罹患血癌的病人，

聽取醫生的建議進行凍卵，9 年後與老公透過人工生殖產下

一女」（林虹汝，2016:110）。在種種考量下，她說明自己最

後到「去婦科門診報到，因為不要讓自己未來會有遺憾」，

她描述取卵當天的恐懼： 
 
 

76



                                                 癌症病患的自我敘事分析 

 
我一直以為進手術室就要躺上生產的床，實在是有

點害怕，醫生說只要躺平，果真是我想太多，取卵

手術算是侵入性的手術，所以要麻醉，麻醉醫師告

訴我要開始麻醉了，我感覺一陣頭暈就睡著了（林

虹汝，2009:133）。 
以前常聽到的都是男性取精保存，而現在醫學進步

取卵的技術也越趨成熟，因此姚老師才會向我提到

取卵手術，血管手術是用生殖技術將卵巢內的卵子

取出，並且冰凍保存，等到要使用的時候再解凍，

以人工生殖的方式受精在植入體內。……因為天天

跑醫院，在人工生殖室看太多想生卻生無法生的人 
，大家都好勇敢，好有毅力，讓我有種感覺，想要

生小孩還是早點最好不要當高齡產婦，不然真的太

辛苦（林虹汝，2009:130-132）。 
 
進一步而言，癌症治療會在生殖功能上帶來風險，有高

達八成的癌症存活者會面臨治療後所導致的不孕(Lee et al ., 
2006)。一般來說，癌症病人比非癌症病人的自然懷孕的比率

較低，而女性癌症病人又比男性癌症病人更低；多數女性癌

症病人希望癌症治療後，仍能有機會為人父或母(Stensheim, 
Cvancarova, Moller, & Fossa, 2011)。一直以來，婦女的生命

多被視為以生殖為重心，女性的身體並被賦予生殖的社會期

待，相對於男性，女性比男性更願意承受健康風險(Bordo, 
1993；Becker,2000)。對此，林虹汝（2009:133）指出，雖然

剛開始真的很懊惱，為什麼現在就得想生不生小孩這件事情 
，但既然決定也當給自己一條後路，總不希望未來會後悔。 
 

打到後來真的越打越怕，那針頭其實很細，並不是

那麼痛，但每次打針時就得在肚皮的地方擠出一堆

肉，然後就往肉的地方刺下去，有點像是糖尿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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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自己打胰島素一樣，只要不要一分鐘就可以完

成，但是我知道刺下去會痛，手跟大腦根本沒有辦

法配合，每次數一、二、三應該是在數三的同時就

要將針刺下去，我卻每次數完三之後，手永遠都還

停留在肚子上方，導致我每次都拿著針至少發呆半

小時，才會鼓起勇氣刺下去（林虹汝 2009:131-132) 
。 
現在知道化療放療對身體有影響，但隨著醫學技術

進步，當女性要進行治療前可以考慮凍卵，這些都

是全世界生育保存的標準治療選擇。如果有凍卵或

凍精子，將來疾病康復結婚後，可以嘗試人工生殖

（林虹汝，2016:56-57）。 
 

（三）自我責備的懺悔敘事 
在眾多疾病中，關於癌症的致病原因模糊不清，因此，

被診斷出癌症，病患會強烈感受到癌症的不可掌握，會追問：

「為什麼是我」這個問題（Sontag, 2001）。癌症是一種 了解

有限的疾病，在混沌不明中更助長人們對癌症的意義建構。

如同 Sontag（2001）指出，有不斷增加的研究，支持癌症的

情緒肇因理論，向大眾宣布癌症與情緒間的科學聯繫，將得

癌的人想像成抑制與壓抑的人。林虹汝（2009:314）將「忙

碌」、「完全沒有休息」、「想不開」、「陷入分數很低的泥沼」

做為自己罹癌的原因。她指出「這次卻陷入分數很低的泥沼，

一直沒有走出來，當時春季班結束，緊接著暑休，一休完就

回臺灣實習，我又完全沒有休息，沒有好好放下一切，結果

我的淋巴瘤復發了」： 
 
可惜薪傳的時候沒有半個人感謝我，而我的組員竟

然還感謝別的組長或學長姐，當下的我有點失落，

加上應對沒有預期的勝利下以後，我竟然久久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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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拔，我天天都在想應對的一切怎麼會變成這樣，

都不是我想像中的樣子（林虹汝，2009:313）。 
2008 年春天是我在美國求學的第 3 個學期，其中有

一科目有點像是大學的社會研究方法，這是我最熟

悉的課程，我希望他會有亮眼的成績表現，於是我

很認真的唸書，積極準備，沒有一堂課缺席，甚至

還幫同學准備作業，最後當我看到成績的時候我傷

心透了（林虹汝，2009:314）。 
 
在疾病書寫中，林虹汝也提出一套新的身體技術。罹病

是因為脫離常軌的生活經驗，是缺乏自我規訓與意志力，因

而，既是由於自己不當的生活方式而罹病，若要痊癒就必須

靠自己調整心緒、改善飲食以及加強鍛鍊。林虹汝描述，為

了對抗病痛，必須有一套不同於以往的管理身體技術與新的

生活方式，她強調飲食管理的重要： 
 
最重要的是修正過去飲食的壞習慣，然後在飲食上

取得平衡，享受美味，兼顧健康才是王道（林虹汝，

2016:28）……儘量攝取多樣食物種類，使各類營養

都均衡，謹記天天 5 蔬果少油少鹽少糖不加味素少

吃油炸醃製食品（林虹汝，2016:34）。 
 
通過對罹癌的解釋，病患提出關於疾病與身體，一套改

變自我的身體技術。林虹汝賦予癌症意義、以及看待自己身

體的方法，強調食物、情緒與運動等鍛鍊身體的重要。 
 
只好逼自己「每日 1 萬步」，健走除了容易進行，

也可以變為運動傷害，以前有計步器，現在手機很

方便，隨時都能記錄，甚至時下流行的小米手環都

可以當做記錄工具，檢視自己一天的運動量（林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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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2016:32）。 
 
在此，身體被視為一需要調理、整治與加強的地方，這

隱含著自我必須對健康負責，是一種自助式的自我技術，健

康也成為一種「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ality）。自我治理

將身體建構成為自我規範、為自己負責以及承擔責任的主體。

這是一種對飲食、情緒調節以及運動的鍛鍊，包含了個人身

體、生活方式與健康概念的訓練。在這個觀念下，疾病成為

人們能否控制自己身體的道德與意志問題，是關乎此人是否

能夠管理自己，以及是否能夠堅持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

（Lupton, 2012；Lupton, 2000）。林虹汝（2016:75）以「壓

力會影響免疫力」為標題指出，應加強自己的免疫力，因為

「免疫力差就比較容易生病」，每個人應該不斷補強自己的

免疫力以對抗外來侵略。林虹汝（2016:72）指出：「過度壓

力影響身體的免疫力」，她以自己頭頂開始出現一圈一圈的

掉髮為例，說明自己當時年輕氣盛，身體出現狀況也不以為

意，作息仍然非常不正常，在免疫力低下的狀態下，癌症就

找上門了（林虹汝，2016:72）。 
 
過度壓力影響身體的免疫力，在我身高中三年級的

暑假，面臨大學的升學壓力，頭頂開始出現一圈一

圈的掉髮，就是俗稱的「圓禿症」，當初不曉得原

因，還去醫院打了刺激頭皮的針，希望頭髮快點長

出來，很痛卻沒效果，直到大學聯合一結束，頭髮

自然而然全部長出來了。三年後，也就是大學二年

級升三年級的暑假，課業越來越重，社團則是步入

領導的階段，無疑在社團與課業都面臨了挑戰，頭

頂又開始出現圓禿的狀況，當時年輕氣盛，身體出

現狀況也不以為意，作息仍然非常不正常，所以這

次還來不及等到壓力解除，癌症就找上門了（林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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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2016:72）。 
 
疾病解釋對患者意義重大，病患生病後會產生「為什麼

是我」？「是什麼讓我生病」？等等疑問。患者需要找到疾

病的解釋和意義，瞭解疾病和痛苦的來源，使得身體、自我

和身份的完整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Mattingly &Garro, 
2001）。對此，林虹汝從「現在康復的我」評價「過去生病

的我」，她這樣追溯罹癌的原因： 
 
沒多久社團的活動又一個接著一個，我就這樣一直

忙，忙到完全沒有時間休息，而我內心的結始終沒

打開，最後竟發病，第 1 次被診斷為和解金氏淋巴

瘤（林虹汝，2009:313）。 
在流行病學的一門課中提到「生物的易感受性」（正

好就是我長疹子的時候），老師舉麻疹的例子，受

到相同暴露（同樣在感染麻疹的人身邊）的人，並

不一定會發生相同的健康效應，這其中牽涉到宿主

（被傳染的人）的易感受性的差異。也就是說，必

須要透露在有麻疹的身邊、本身又缺乏免疫力，這

時感染到麻疹的機會就會增加（林虹汝，2016:74）。 
 
由於罹癌是患者的身體處於某種失衡狀態，因此，改變

體質才能對抗癌症。這隱含著自我必須對健康負責，這也再

次呈現出健康是一種自我治理的概念。癌症既是一種「生活

方式」的失調，因此，就與日常飲食、作息、活動息息相關。

患者多將其生活細節與醫學常識相聯繫，將病因歸結於自己

的不良生活習慣，生活經歷或實踐及環境。換言之，由於患

者認為罹癌的原因，是缺乏自我規訓以及意志力，因此，改

變飲食以及作息方式，便被視為面對癌症的主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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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正常絕對是保持身體健康的不二法門，現在學

習公共衛生，很重要的是強調預防觀念如何透過行

為政策的介入來改善人的健康規律作息是健康的

始，改變自己的生活作息，就是要積極地透過行為

的介入帶來改變，以避免身體又出狀況（林虹汝，

2016:35）。 
生活實在不可能完全沒有壓力，適度的壓力可以督

促我們進步，長期的壓力就比較容易對身體造成影

響，不能正視自己的壓力情境，瞭解身體因壓力發

生了什麼變化，當覺察身體出現壓力的警訊時，就

能夠適時調整自己行為與態度，以降低壓力反應

（林虹汝，2016:38）。 
 

五、結論 

本研究選擇癌症敘事做為研究對象，在於癌症至今仍無

法確知特定的致病原因，因此，患者需要自己去進行疾病的

解釋和意義建構。疾病使人們重新認識自我，當一個人身患

重病，他會開始思索生命的價值，面對病痛帶來的恐懼，病

患會用全新的視角來質疑自身過往的生活方式。事實上，為

了彰顯疾病對人類的意義並非醫學檢驗所能關注，Rita 
Charon 於 2001 年發起「敘事醫學」（narrative me dicine）運

動。敘事醫學是以病人中心，重點在用敘事的方法來考慮病

人的意義建構以及與醫生的關係，敘事醫學的目的在於讓醫

生理解並尊重患者的意義表述（Miller, Balmer, H ermann, 
Graham & Charon, 2014；Charon, DasGupta, Hermann, 2017；
Charon,2017）。敘事醫學是由多個學科的交融緩慢發展而來，

如醫學人文、初級醫療衛生、當代敘事學以及醫患關係研究。

敘事醫學的重點在於透過敘事知識，而不是邏輯科學性知識

的視角來看待疾病，強調的是從醫生轉向患者的視角，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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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敘事投以關懷尊重和理解的態度，並重視患者訴說自己

的身體感受。 
透過疾病書寫之分析，本研究認為，疾病書寫的敘事者

不僅是自己過去的主要參與者，亦是自己過去的詮釋者。過

去經歷的事，必須透過自己現在的詮釋去建立意義，所以，

在撰寫自傳的當時，也就是作者以現在的自己，為過去的自

己詮釋，以建立意義為何（Rycroft, 1983）。在病因的詮釋方

面，病患呈現出來的疾病敘事，充滿懺悔之意，是自己造成

自己的病，自己是病的原因。在此種疾病敘事中，病患不只

是一個單純無辜的受害者，也是沒有盡到防衛自己身體的失

敗者。因而，康復後的病患會提出一套身體技術，以成就新

的身體，在此，身體被視為一種生理潛能，通過訓誡、約束

等種種的身體實踐，身體的潛能才能被展現。在此種概念裡，

生病的原因在於自己免疫系統太弱，因此，每個人應該不斷

補強身體以對抗外來侵略，健康是一需要不斷自我治理的長

期事業。 
對沒有病痛的人來說，身體是無聲的。人類學家 Murphy

（1990）發現他的脊椎長了一個腫瘤，最後導致四肢癱瘓。

他用人類學家的視角，寫出關於疾病的敘事。在名為《無聲

的身體》（The Body Silent）一書中，他指出，身體健康的人

認為他們的身體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因為他們可以用健康的

身體，來完成工作和其他事情，他們的身體是無聲的，他們

享受著健康的沉默。對那些健康的人而言，似乎並沒有什麼

理由，去揣摩他們身體或者身體與外界的關係；但生病的人

則不同，疾病是一項幫助認識自己的門。本研究希望從「疾

病敘事」檢視社會上的疾病、身體以及醫病關係。我們的目

的在探究病患如何經由敘事，重新詮釋病痛經驗，以重建自

我認同。再者，社會與文化價值是疾病敘事的重要來源，疾

病敘事所顯示的病痛經驗，是社會文化與結構制度的產物。

因此，疾病敘事是病患訴說自己的罹癌故事，這不同於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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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語言，疾病敘事的目的在強調自己的感受、經驗與生

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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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十五位打粉，來了解閱聽人與蘇打

綠音樂的接收與互動情形，並試圖探討蘇打綠的音樂如何對

閱聽人產生療癒功能。 

蘇打綠音樂的接收與互動方面，研究發現，打粉多以預

購方式購買專輯，主要是為了獲得《蘇打誌》；在音樂表演

的參與上則以專場演唱會為聆聽首選；在背景訊息的蒐集上，

多數受訪者會使用PTT做為獲得蘇打綠相關訊息的主要管

道。  

蘇打綠音樂的療癒效果方面，首先，閱聽人成為打粉的

契機與個體的人生經歷有關，且多數因為歌詞意境深遠及貼

近受訪者的生活經驗而引發共鳴；其次，蘇打綠音樂最能紓

解受訪者的社會壓力，其次是個人壓力，家庭壓力的療癒效

果最低，應與閱聽人多為未婚背景，且蘇打綠音樂多為個人

抒情和社會批判有關；此外，認同的療癒層次較易達到，而

領悟屬於深層的療癒層次，所以最難達成。 
 

關鍵字：蘇打綠、閱聽人、療癒 

 

 

 

 

 

 

 

92



小清新‧大暖流：蘇打綠音樂的療癒性研究 
 

Abstract: The pu rpose of the study w as f isrt t o e xplore t he 
connections be tween audi ence and Sodagreen’s music 
movement, a nd s econdly to e xamine t he he aling e ffects of  
Sodagreen‘s m usic on  audience. P articipants a re 15 f ans of  
Sodagreen.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in-depth interview.  
 

Results f rom t he co nnections be tween audience and  
Sodagreen’s music movementindicated that the main aim of the 
fans of  S odagerrn t o p urchase t he album i n a dvance w as t o 
acquire S odazine. The s econd f inding w as f ound t hat t he 
participation i n S odgreen’s pe rformance w as m ostly t o attend 
the special concert. The third f inding showed that the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collect related information of Sodagreen through 
PTT. A  c ollection o f the r elated da ta i s m ainly pe rs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nd album text of Sodgreen. 
 

Results f rom t he he aling effects of  S odagreen‘s m usic on 
audience first revealed that the possibilty of  becoming the fans 
of S odgreen was hi ghly as sociated with the l ife ex perience of  
audience.The cause results in profound meaning of lyrics which 
is de eply close t o pe ople’s l ife. M oreover, t he s econd f inding 
indicated that l istening t o Sodgreen’s s ongs w as pr oved t o be  
able to reduce social stress, personal stress and family stress.The 
level of reducing social stress was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healing 
effects of music, personal stress came less, and family stress was 
lowest c onnection t o i t, t he r eason of  w hich a ttributes t o 
unmarried status of audience and also corelates closely with the 
musical s tyle of  S odagreen w hich m ostly are l ove s ongs a nd 
social c ritiqe.Finally, t he t hird f inding s howed t hat t he l ow 
awareness of healing effects was more easily to achieve whe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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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 awareness of healing effect was more difficult to obtain.    
 
Keywords: Sodagreen, audience,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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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類文明至今已邁入第廿一個世紀，隨著工業與科技的

高度發展，人類世界不斷向外擴張，然在滿足知識與物慾的

同時，卻少有智慧體察到內心世界的空虛與貧乏。於是，在

這個生活步調快、競爭力大，得失計較之情也更為明顯的現

代社會，生活與精神上的壓力常造成個人情緒低落、憂鬱、

沮喪、焦慮、失眠……等影響生理健康的心理問題。根據董

氏基金會在2013年9月的調查發現：臺灣民眾高達11%有明顯

憂鬱情緒，依照內政部2013年度人口統計數據，18歲以上約

1,900萬人來換算，全國約有209萬民眾有明顯憂鬱情緒，需

尋求專業協助（包含諮商輔導與醫療）
1

「療癒系」原文是「治癒系（healing style）」，源於日本

音樂家坂本龍一1998年為藥廠編寫的廣告配樂「Energy Flow」

。 

法國社會學家Dumazedier,J.（涂淑芳譯，1996）提出休閒

三部曲的主張，認為休閒的功能為放鬆、娛 樂、及個人發展。

放鬆讓人們在極度緊張的現代社會，離開壓力和緊張的來源 

；娛樂使每天的生活得到舒緩，而個人發展則使個人解放，

讓人們從功利實用的世界解脫，得到真正的自我、獲得成

長。 

而在各種休閒活動中，尤以音樂與人體生理最為契合，

音樂的節奏源自人的心跳脈動，它的旋律與生理起伏相符合

（張初穗，1999）。音樂也可以影響個人的情感，進而影響

情緒的波動；因此，音樂可以促進身心的溝通，更可以藉由

音樂來達到自我實現及情緒釋放的功能。（歐陽淑卿，2004） 

也正是現代社會所造就的身心壓力，使得舒緩情緒的需

求大增，而促使療癒產業出現（謝涵如，2012）。 

                                                      
1
葉雅馨（2013.10）。〈每次 10 分鐘，運動不「憂」心〉。取自：

http://www.jtf.org.tw/health/Show.asp?This=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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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大賣百萬張，於日本獲得廣大迴響，而開始有「療癒

系音樂」之稱。於是1999年後半期開始形成療癒的熱潮，一

開始是指當時日本流行的一種音樂類型，其節奏輕緩，能令

人放鬆心情，撫慰閱聽人受創的心靈，引申到後來範圍擴及

物品甚至人，只要是符合「令人感覺舒適、安定、平穩、溫

暖人心的、有溫柔氣場的」，都可被冠上「療癒系」的稱號。

（藍意茹，2005） 

臺灣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有鑑於音樂能在主

觀上提振精神及紓解憂鬱苦悶的心情，在客觀的醫學研究中

更被發現，經常的接觸音樂節奏、律動會對人體的腦波、心

跳、腸胃蠕動、神經感應等等，產生某些作用，進而使人身

心健康，因此特別在2014年11月20日至12月20日規劃「臺灣

10大療癒歌曲推薦及票選」活動，希望藉由邀請民眾共同參

與、推薦並票選出臺灣10大療癒歌的過程中，能引導、喚起

民眾重視舒壓的重要性，以及開始重視起自我的心理健康。
2

2015年公布票選結果，蘇打綠的〈十年一刻〉名列第三，

網友感性地說：「此歌陪伴我的求學時光。……像鼓勵我『別

怕，我們在你身旁。儘管這段時光難熬，但終究成為我們成

長的養分，磨鍊我們心志。加油。』每次聽，療癒我心，讓

我不怕眼前困難，認真面對……」。

 

3

由上可知，「蘇打綠」之所以在流行樂壇具有代表性位

置，與其音樂能深入樂迷心靈有關，研究者身為打粉

。樂評家馬欣（2008）

也認為，蘇打綠的崛起，對照這現今濁膩不堪的世態，是一

種相對輕盈，他認為蘇打綠是台灣世代聲音的首選，顯見這

個世代的閱聽人或許能從蘇打綠的歌詞、音樂上的表現得到

某種程度的抒發或共鳴。 

4

                                                      
2
〈溫心送暖 祝你幸福〉（2015.01.28）。取自：

，也有

http://www.mohw.gov.tw/CHT/CommonPages/DocPrint.aspx?doc_no=48333。上

網日期：2015.02.02。 
3
同註 2。 

4
蘇打綠主唱青峰的名字曾被誤以為「姓蘇，名打綠」，並暱稱「打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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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心理認同與感受，故而想進一步探討蘇打綠音樂與情

緒療癒的關係，亦即蘇打綠音樂的療癒性功能，包括為什麼

閱聽人會使用蘇打綠音樂文本?其使用的時間、頻率、行為、

情境有何異同?以及蘇打綠的音樂究竟對閱聽人的心理產生

了什麼樣的療癒？又療癒了什麼？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閱聽人與蘇打綠音樂的接收與互動情形。 

（二）、蘇打綠的音樂如何對閱聽人產生療癒功能。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探討蘇打綠樂團的音樂對打粉產生的療癒作用，而閱

聽人在聽音樂時除了聆聽音樂的旋律外，最主要能引起共鳴

的即是歌詞本身所傳達的意涵，亦即閱聽人在「聽」音樂的

同時，也在「閱讀」，故而援引音樂治療與書目療法為本研

究之理論依據。此外，療癒源自現代社會的心理需求，因而

也將探索現代社會的壓力來源及其與心理療癒的關係。 

 

（一）、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 
近代音樂療法正式邁入系統化、組織化的醫療體系，約

莫是從二戰後的美國開始興起。1950 年「音樂療法」(Music 

Therapy)一詞正式誕生（村井靖兒，1995╱吳鏘煌譯，2002）。

時至今日，發展約七十餘年，廣泛應用於各國醫療和特殊教

育體系中；臺灣則在 1996 年成立中華民國應用音樂推廣學會 

，實務範疇仍以教育和醫療為主（陳姮琳，2008）。 

波蘭音樂學家 ZofiaLissa 認為，音樂治療廣義而言屬於

藝術治療（Art Therapy）的範疇之一，但音樂在藝術領域中

具有其特殊性，與其他藝術如繪畫、文學等視覺性素材不同，

音樂的素材為「聲音」，主要是靠聽覺來感知，但有時還需

                                                                                                                  
因此樂團的樂迷（粉絲）便稱自己為「打粉」，後述皆以「打粉」來稱呼

蘇打綠的樂迷。 

97



社會科學論叢第九期 
 

靠全身的知覺來感受音樂的節奏、力度等，尤有甚者，音樂

會激起人們的情緒反應。（周海宏，1995） 

不過，音樂治療不是一門有清楚定義與固定範圍的單一 

、獨立的學科，而是一門以音樂和治療兩個主題為中心的多

種相關學科的綜合體（Bruscia，1998，轉引自歐陽淑卿，2006）。

故近幾十年來，各國對音樂治療的定義各有所不同，但相同

的是，皆需透過專業治療師在適當時機，使用音樂做為基本

的刺激物及做為治療的應用，來處理個案的問題。（轉引自

Sharf 著╱馬長齡等譯，2009） 

至於，如何治療？美國精神科醫師 Ira M. Altshuler（1952）

提出「同質原理」（Iso Principle），其指許多古典音樂作曲家，

如貝多芬、蕭邦等人，會將自己的心情、想法、人生中的不

安、苦惱表現在作品裡，當我們聽到這樣的曲子時，心裡也

會產生同樣的共鳴。（田中正道／劉素梅譯，1996） 

Altshuler（1952）所設計的治療架構是，先以同質原理進

行治療，漸漸地才將音樂內容轉移到期望患者改變的方向去

（異質的轉化與導向）（轉引自篠田知璋、加藤美知子著╱

陳美如譯，2004）。村井靖兒（吳鏘煌譯，2002）強調，在同

質原理與朝異質引導後，會進入感動與自我修正，也就是經

由體驗音樂引發的感動，會促成行為的改變。村井透過實務

經驗，認為音樂的淨化作用有如空調機將心中的廢氣新鮮化 

，在於心靈從同質窗口進入音樂中，會從原先的凝固狀態變

化為柔軟而乾淨的氣氛（異質），促使心靈得到淨化。 

 

（二）、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 
書目療法衍生自希臘文 biblion（圖書）與 therapeia（療癒）

二詞（Cohen,1993），又稱為讀書治療或閱讀療法（Reading 

Therapy）、圖書治療法、文獻療法（Document Therapy）、資

訊療法（Information Therapy）等（陳書梅，2009：130）。 

書目療法源自心理動力理論，於十九世紀初便被使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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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情緒治療中，最終應用於兒童的發展需要（Sullivan 

&Strang，2002/2003）。 

西元 1812 年，Dr. Benjamin Rush 建議病人以閱讀小說的

方式，改善心理問題；1916 年，SamnelMechord Crothers 首先

使用「bibliotherapy」一詞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發表關於書目療法的論述（王萬清，1999）。Dr. William 

Menninger 與Dr. Karl Menninger 在 1937年更將書目療法運用

在臨床的心理治療上，在醫院及精神病院中，選用適當的閱

讀材料，作為醫療的輔助工具，透過閱讀指導幫助病人解決

個人的問題（鄭玉雨，2013）。 

而由 Crothers 所創建的「bibliotherapy」一詞，歷經時代

的演變已經有了許多不同的定義（Antila,2009），也就是使用

書目療法時，不見得需要專業醫師或治療師引導（Jack & 

Ronan, 2008）。 

此外，書目療法雖以閱讀為手段，以圖書資訊資源為媒

介，但在數位時代，資訊資源載體豐富多元化，其素材並不

侷限於狹義的圖書，亦可涵括印刷與非印刷兩種不同形式的

素材。印刷素材係指如書籍、報章雜誌等以文字紙張構成的

閱讀媒介；非印刷素材則是利用影像、聲音承載訊息內容，

如錄音帶、錄影帶、CD 影音光碟等型態之視訊資訊資源，

其皆可成為書目療法運用之素材（Rubin, 1978，轉引自陳書

梅，2008）。 

至於書目療法產生情緒療癒效用之機制，乃是讀者與閱

讀資源之內容互動後，產生認同（ Identification）、  淨化

（Catharsis）、領悟（Insight）等心理現象，以協助讀者解決

問題與有效地發展自我。書目療法如同「自助式的心靈膠布」

一般，能使「個人心靈的傷口儘快地結疤」，以免情緒困擾

的持續惡化，倘若使用得宜，則能有效地紓解讀者個人的負

面情緒，並達到預防與治療之目的（陳書梅，2008）。  

而何謂書目療法所產生心理上的「認同」、「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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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領悟」？在「認同」，即指透過閱讀適當之療癒素材資

源，當事人認同素材中的角色，感覺自己並非唯一的不幸者，

因而獲得感情上的支持；「淨化」，則是當事人以旁觀者及

參與者的角度來閱讀，與故事中的主人翁分享各種情緒與感

受，藉此內心的焦慮與被壓抑的情緒得以釋放，即讀者與作

品中的人物產生心靈共鳴，情緒得以調節和慰藉，進入情感

的昇華狀態；至於「領悟」，則指當事人經過共鳴、淨化之

後，藉由故事中角色之遭遇與情境，反觀個人的情緒、問題、

行為反應等，能以成熟理性之態度面對自我與解決問題，而

使心靈與情緒達到療癒之效（王波，2005╱陳書梅，2008，

轉引自王姿元，2013）。 

綜上所述，書目療法乃經由「認同」獲得情感上的支持，

並轉而「淨化」焦慮壓抑的情緒，再得以成熟理性面對自我

與問題的「領悟」等心理療癒過程，就是音樂治療經「同質

原理」的「認同」導入，再到異質性的心理「淨化」而「領

悟」引導行為改變的治療過程。 

蘇打綠常被媒體貼上「文青」的標籤，因主要創作者吳

青峰本身的中文系背景，加上他對生活體驗的細膩敏銳度，

讓資深唱片人姚謙盛讚其詞作表現為「美麗、激情、充滿靈

魂的宣言」（中坡不孝生，2016）
5

壓力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可說與生活同步存在，也就是

說有生活就會有壓力（吳清山、林天祐，2009）。生理學家

Hans Selye（1976）首先將壓力用來形容「因應外部刺激所引

。而本研究探索療癒效用

的蘇打綠音樂包括印刷與非印刷素材，例如音樂、歌詞，樂

團的背景資料、團員的人生故事或言談話語，以及創作者的

靈感來源或指涉意涵等等，來看其所產生的「認同」、「淨

化」與「領悟」心理現象。 

 

（三）、壓力源 

                                                      
5
2005 年發表，於 2016 年集結成《搖滾黑白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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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內部生理反應」，且將引起這類反應的刺激稱為「壓力

源」（stressor）（轉引自篠田知璋，1998╱陳美如譯，2004）。

當我們的生活上有突發變化時，便會製造出壓力源。但只有

那些會引起不愉快經驗，且須令人去改變自己的行為和習慣

的刺激或環境事件，才可稱為是壓力（周文欽等，2004）。 

藍采風（2000）提出廣義的壓力來源係指外在的生活需

求或內在的態度與思維，外在壓力源來自家庭與社會，內在

壓力源始於個人情緒。 

王春展與潘婉瑜（2006）以「學業壓力」、「家庭壓力」、

「人際壓力」三個層面分析臺灣 1270 名大學生的生活壓力來

源，發現「學業壓力」最高，其次為「家庭壓力」與「人際

壓力」。而一般成人壓力，分為感情、家庭婚姻、工作生涯、

及經濟等四大方面壓力（周文欽等，2004）。 

台北榮總精神部臨床心理師單延愷（2005）認為，現代

人的壓力源可能來自個人、家庭或是社會方面。個體一出生，

即與社會這個大環境、家庭這個核心環境，以及終其一生都

需朝夕相處的個人小宇宙息息相關， 

而面對壓力源的心理調適和因應之道對個體的健康身

心是一個重要課題。心理治療發展至今一百多年來，多使用

於臨床上個體精神疾病的治療，但最近二、三十年心理治療

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首先，「療癒」（healing）

的概念越來越為重要，而有取代「治療」（therapeutic）之勢。

療癒並不像治療以明確的疾病或病理為治療對象，其所欲緩

解的，常是某種更廣泛、更深沈但難以描述界定的痛苦，而

且療癒的效用常只能主觀直感，而不像治療乃是立基於特定

理論，並聲稱經由特定治療機轉來產生療效（巫毓荃，2015）。

因此，個體感受到壓力而產生身心不適感時，若能有個紓解

負面情緒或壓力的窗口，心靈或可得到撫慰或宣洩，從而使

身心恢復平衡（周文欽等，2004）。而蘇打綠的音樂即被視

為是紓解壓力、療癒心靈的音樂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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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本研究以前述三個壓力源為橫軸：包括 1.個

人：指個體的健康狀況、內在的心理衝突；2.家庭：指家庭

的經濟、家庭成員的健康照顧、家庭成員間的衝突或新生命

的降臨；3.社會：指與學校、工作、環境有關。 

再以蘇打綠的音樂為縱軸，包括音樂、歌詞，樂團的背景資

料、團員的人生故事或言談話語，以及創作者的靈感來源或

指涉意涵等等，來探討其所產生結合音樂治療「同質原理」

與書目療法三層次，由「認同」到異質轉化出「淨化」與「領

悟」： 
1. 認同：從音樂中獲得共鳴，知道自己不是唯一有如此困

擾或遭遇者；並且覺得自己被接納與被同理的瞭解，讓

個體覺得自己被鼓勵或慰藉或有支持感與陪伴感，了解

自己並不孤單； 
2. 淨化：從負面情緒中解放，內心的壓力得以宣洩，思想

變得正向； 

3. 領悟：能反思自身遇到的困擾或困難，並以理性正向的

態度去面對或解決問題。 

三、研究方法 

（一）、二手資料分析（Secondary Date Research） 

二手資料分析是運用他人研究或蒐集的資料或研究發

現，例如研究者的相關研究成果、政府的普查資料、報章雜

誌與期刊書籍等，將現存的資料加以分析，並呈現新的解釋

與結論的方法，經過二手資料的協助，藉由不同時期對於相

關議題的資料分析，可以發現差異並描述其變化，透過將以

蒐集的資料重新解釋及分析，建立新的理論（Nachmias& 

Nachmias,1996╱潘明宏譯，2003）。 

本研究透過蒐集蘇打綠相關論文與期刊，知名雜誌如天

下、遠見雜誌之專訪、樂評、報章雜誌報導、社群網站如 PTT

「蘇打綠板」、蘇打綠 FB 官網、蘇打綠成員的微博訊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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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分析蘇打綠音樂對閱聽人的感受及影響。 

 

（二）、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參與觀察法適用於許多關乎人類存在的學術研究。它的

重點是圈內人在日常 

生活的情境和環境中所看到的人類互動行為和意義。它的目

標是要找出實用及理論性的事實，進而形成釋義性理論（轉

引自 Jorgensen,1989/王昭正、朱瑞淵譯，1999）。 

根據 Blumer（1969）的觀點，人類社會是行動者（人）

積極參與過程的集合，而人的行為是互動過程的結果。因此，

意義的產生鑲嵌在互動的過程和情境脈絡中（轉引自嚴祥鸞，

2014：168）。 

研究者身為打粉，曾參與過蘇打綠在 2012 年 8 月 18 日

在高雄舉辦的《當我們一起走過演唱會》及 2013 年 3 月 24

日在台南舉辦的《Walk Together Live DVD》簽唱會，筆者觀

察到現場參與者雖不乏中年以上族群，但迷群仍以學生族群

居大多數；現場沒有瘋狂吼叫與失序推擠的追星行為，而是

蘇打綠與聽眾間溫暖感性的真情交流與爆笑逗趣的幽默對

話。此外，筆者也實際參與及瀏覽 PTT〈蘇打綠板〉中團員

與打粉的互動及討論。經由參與此版，筆者得以用打粉的角

色，觀察並體驗打粉的人文意義和互動行為。 

 

（三）、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深度訪談法是一種媒介與文化研究的方法，讓我們能了

解人們的想法、意見和態度（Stokes╱趙偉妏譯，2008）。Mishler

（1986）認為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

建構意義的過程，它不是將在訪談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

實挖掘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轉引自

畢恆達，2010：31）。 

本研究主要探討閱聽人聆聽蘇打綠音樂的接收行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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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以瞭解蘇打綠音樂所產生的療癒性意義，而由於療癒

屬深層的心理過程，故本研究以打粉為訪談對象，才能透過

打粉們長時期的涉入與解讀，挖掘出蘇打綠音樂的心理療癒

功能。訪談設計以「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採面對面、手機、SKYPE 或 LINE 通話方式進行，並經受訪

者同意後全程錄音。 

至於何謂打粉？本研究認為，打粉資歷至少應為三年以

上，並曾購買過蘇打綠的專輯，且至少參與過一場以上的表

演活動、演唱會或簽唱會，才能對蘇打綠的團員、背景有相

當程度的認識，以及對蘇打綠的音樂具有相當程度的解讀。 

訪談打粉的選擇，其一為來自批踢踢 BBS 站「蘇打綠板」

中的打粉，此板乃蘇打綠的所有社群網站中歷史最悠久、樂

團團員與打粉互動最多、打粉之間互動最活躍、原創性最高

且內容最豐富（薛師婷，2013）的交流園地，故筆者自此板

徵求受訪對象以進行深度訪談；因參與社群網站者僅代表一

部份打粉，恐同質性過高，為期獲得不同觀點的分享，來源

之二為筆者由身邊朋友尋找，以滾雪球方式尋求願意受訪的

打粉；其三，筆者藉由參與觀察蘇打綠活動現場的方式，徵

求志願受訪的打粉，而由此三管道徵得十五位受訪者。 

此外，為了解人口背景是否影響療癒效果，本研究將受

訪者依性別、職業與家庭背景等差異，將受訪者劃分為男性

／女性、在學／在職、已婚／未婚等不同人口類別，以分析

人口背景與療癒效果的關係。十五位受訪者中，有三位男性、

十二位女性，年齡於 19~41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27 歲。而由

於打粉中女性人數較多，以致受訪者性別比例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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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背景資料如下表： 

受訪

者代

碼 

性別 年齡 
居住

地 
學歷 職業 

打粉資

歷 

1 女 33 歲 台南 
大學

畢 
服務業 3 年 

2 女 25 歲 美國 
大學

畢 

文字工作

者 
3 年 

3 男 27 歲 嘉義 
大學

畢 
研究生 9 年 

4 女 20 歲 台北 
大學

生 
學生 5 年 

5 女 25 歲 台中 
大學

畢 
服務業 10 年 

6 男 26 歲 桃園 
大學

畢 
研究生 8 年 

7 女 19 歲 
新北

市 

大學

生 
學生 5 年 

8 男 26 歲 嘉義 
碩士

畢 
替代役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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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女 34 歲 台北 
碩士

畢 
大學講師 5 年 

10 女 33 歲 台南 
五專

畢 
作業員 5 年 

11 女 29 歲 台北 
大學

畢 

文字工作

者 
9 年 

12 女 21 歲 高雄 
大學

生 
學生 6 年 

13 女 41 歲 新竹 
碩士

畢 
工程師 4 年 

14 女 32 歲 台南 
大學

畢 
郵局 8 年 

15 女 23 歲 台北 
大學

畢 
待業 8 年 

 

而由於本研究著重於蘇打綠音樂的接收與互動，以及蘇

打綠音樂的感知及其療癒效果，因此，訪談大綱（於附錄）

在互動與接收部分，問題包括接收訊息與購買專輯的管道與

原因、聆聽和參與演唱會的形式、頻率與原因；在感知與療

癒作用部分，由於療癒屬於心理層面的運作機制，故而以蘇

打綠音樂的聆聽與感知過程，包括聆聽的場合與心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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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與感受、生活的連結與改變等問題來挖掘蘇打綠音樂

所產生的深層心理過程。 

四、分析結果 

（一）、蘇打綠音樂的接收與互動 
蘇打綠是音樂團體，因此打粉接觸與瞭解蘇打綠的管道

不僅在音樂產品，也包括親身參與演唱會與簽唱會，更會透

過傳播媒介搜集相關資訊： 

 

1.音樂產品的取得與聆聽 

為了蒐集蘇打綠音樂的實體物件，影響了多數打粉的消

費習慣：本來沒有買實體專輯的，無論是否有正職工作或仍

為學生，為了展現對蘇打綠的支持而購買，其中有將近九成

是為了獲得獨家的《蘇打誌》
6
、相關贈品或收藏設計精美的

預購單而使用網路或超商預購的方式購買蘇打綠的音樂實

體產品，包含錄音室專輯、單曲、演唱會ＤＶＤ等，只有約

一成的新打粉
7

    美國唱片業協會（RIAA）統計自 1983 年至 2013 年的CD

銷售數據，發現從CD播放器問世以來，CD的銷售量從 1983

因錯過預購時間而在專輯發行後才於實體或

線上唱片行購買實體商品；少數受訪者會因量而在iTunes 

Store等線上音樂購買平台選購最喜歡的曲目，並稱日後經濟

許可時也會購買實體專輯；此外，有超過七成以上的受訪者

為了更了解蘇打綠的創作風格與音樂內容，或為了體驗未參

加的演唱會現場內容，而將未蒐集到且市面上仍有販售的專

輯都買齊。 

                                                      
6
蘇打誌（Sodazine）通常是預購專輯時所附贈。內容包含蘇打綠專輯中

歌曲的意境、靈感的發想、編曲過程及參與的樂器、曲風，也會穿插一

些照片，或者演唱會的現場攝影。 
7
新打粉指的是甫喜歡上蘇打綠音樂的打粉，若將新打粉比喻為處於「熱

戀期」，「穩定期」的打粉是相對於新打粉的較資深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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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0.5%市占率，到 2003 年達到顛峰的 95.5%，而後在線上

音樂崛起的影響下，至 2013 年下滑至 30.4%；
8
財團法人台灣

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RIT)根據台灣正版音樂產品的銷售量，

統計出台灣地區實體音樂產品市佔率從 2006 年的 96％驟降

到 47％；相反的數位音樂產品的市佔率則從 2006 年上升 2014

年的 53％。
9

當你拿到專輯的那一刻，你就知道這沒辦法用價錢來衡

由上述資料可見，不論中外，消費者已然隨著網

路世代商品的數位化改變了對於音樂商品的消費和體驗習

慣：單一而完整性較高的實體音樂專輯銷售量，正逐漸被有

高度便利性與可選擇性/切割性的線上音樂迎頭趕上。 

對照之下，受訪打粉高達九成以上的實體專輯購買率，

不論是為了支持、或是為了獲得預購贈品等原因，一致性認

為購買蘇打綠的實體專輯，是因為認同他們對音樂的堅持與

用心，專輯內的歌曲不是為了湊足曲目而置放，每一首歌的

誕生都有其故事與背景，加上蘇打綠音樂與市場最大的區隔

在於編曲能融合流行與古典元素，一張專輯承載的，除了創

作者的生命，在播放音樂的當下不僅止於聆聽，閱讀 CD 內

外盒與歌詞本中的圖片、文字、風格的方式有如欣賞藝術作

品般的行為，讓打粉更顯親近而專注的與音樂作品交流，可

能與受訪打粉皆為大專以上甚至研究所學歷的教育背景有

關，他們或許有更多的機會和較長的時間浸潤在文字之中，

對於作品文青氣息外顯、專輯藝術層次高的蘇打綠音樂商品，

其購買意義顯然並非只停留在單純的聆聽與實質的收藏，而

像是擁有能更貼近蘇打綠底蘊並體驗創作者觀看世界的一

種方式。 

 

                                                      
8
李文恩（2014.09.01）。〈CD 朝代的興亡，30 年資料統計出爐〉。取自：

http://www.techbang.com/posts/19780-rise-and-fall-of-dynasties-in-cd-30-statistic

s-released 
9
〈台灣唱片業發展現況〉（2016）。取自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

會網頁 http://www.ifpi.org.tw/record/activity/Taiwan_music_market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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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這是創作者的心血和智慧的結晶……他們的歌會讓我對   

   這個社會多出一些不一樣的思考角度。 (受訪者 1) 

 

蘇打綠的專輯我覺得會比較值得買，當然除了好聽，他

們裡面很多人生觀或人生體驗用文字和音符呈現就是令

人驚艷：原來可以這樣形容、怎麼可以這麼貼切。              

(受訪者 13) 

 

至於聆聽的方式，七成的受訪者習慣將音樂轉存進手機

方便隨時隨地聆聽。超過九成的打粉聆聽蘇打綠音樂多半是

在獨處的時候，通常，打粉都是打開音樂播放器將流瀉而出

的音符與歌聲當作背景音樂。此外，有八成的受訪者每天都

會聽，沒有什麼固定時間，只要情境許可就會聽，成為一種

習慣。 

 

我每天都會聽，……，好像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受訪者

13) 

 

2.音樂表演的參與 

打粉除了蒐集音樂產品外，也期待與蘇打綠團員真實的

互動與接觸，無可複製的現場體驗便是打粉的親近標的，包

含簽╱握唱會、
10
各類型演唱會、音樂藝文展演空間（Live 

house）、各地音樂祭等，而由於音樂表演種類甚多，故本研

究以簽唱會及專場演唱會為主。近五年來，蘇打綠的現場表

演場次平均一年大約有 30 個，
11

                                                      
10
蘇打綠曾呼籲樂迷「以握手代替簽名」，這樣團員們會有更多時間跟樂

迷眼神交流或是說話，而不是一直埋頭罰寫自己的名字，因而有「握唱

會」一詞衍生。 
11
取自 PTT 蘇打綠板精華區 5.event/Live show 中，2011 年~2015 年之表演

場次平均值。 

因現場聆聽的機會難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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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打粉都會努力排除時間、地點、經濟與是否搶得到票的狀

況盡可能參加，有些人甚至同一表演的不同場次都參加。 

在簽/握唱會部分，超過八成的受訪者都曾參加過一場以

上的簽/握唱會，有六成參加過三場以上，沒有年齡上的差異，

只要時間、地點許可都會參加。第一次參加簽/握唱會的打粉

有八成主要是為了獲得蘇打綠團員在專輯封面上的簽名，他

們認為這樣比較「完整」而且具有珍藏價值，另外兩成的打

粉則是純粹行動支持、聆聽音樂、以及以握手取代簽名。 

 

我比較常參加在南部舉辦的簽唱會，比較近而且免費，

但如果事先知道他們要辦演唱會我會先存錢，參加離台

南比較近的…。(受訪者 1)   

                

在演唱會部分，受訪者中有六成參與的場次超過三場以

上，跟簽 /握唱會只能容納數百人至多千人聽眾的表演場地相

較，演唱會的聽眾多達上萬人，
12

                                                      
12
此處高達上萬人的演唱會場地指的是台北小巨蛋與高雄巨蛋。 

依票價來決定與主舞台的

距離，即便是最貴的票價，離主舞台區仍有一段距離，雖然

在演唱會中，主唱青峰都會走下舞台，在觀眾席間走動，但

仍不若簽/握唱會還有近身聊天與握手的機會；再者，簽/握

唱會屬免費的體驗行銷，演唱會票價則需花費數百到數千元

不等，更常有搶不到票的情況，但相較之下，受訪打粉似乎

更喜歡演唱會的現場體驗。 

 

我覺得他們都把歌唱好，然後想辦法藉由各式各樣的

光影，還有動畫啊，還有一些舞臺的設計，然後讓那

個歌的意境更能夠符合，這件事情上面我覺得他們非

常認真，然後就會覺得花錢進來看這一場 show還蠻值

得的。(受訪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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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演唱會的頻率幾乎接近百分之百，只要有舉辦大型

的演唱會就會參加，而簽唱會則是視時間和地點決定。

(受訪者 5) 

 

PwC在《2016 全球與臺灣娛樂暨媒體業展望報告》
13
從人

口統計、市場競爭、消費態樣、地理區域以及商業模式等五

個層面分析，發現娛樂媒體產業發展至 2020 年以前，35 歲

以下年輕人口是驅動娛樂媒體產業成長的動能，內容創作是

娛樂媒體產業的核心價值來源，並著重於消費者的體驗；其

在《2013～2017 全球娛樂與媒體產業線上展望報告》並指出：

在音樂產業模式典範轉移的過程中，「現場演出」成為最重

要的成長動能。
14
而根據文化部統計 2012 年台灣舉辦了超過

2500 場的售票演唱會，營收 40.8 億元，三年來以平均每年

39%的速度成長；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於 2016 年發

表的《103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中亦指出，103 年臺灣

流行音樂產業總產值為 141 億 7,600 萬元，其中音樂展演產

業佔了 29%的比率，相較於 102 年成長了 12.35%，顯示台灣

流行音樂的產業價值鏈正在變形與流動，從過去以實體唱片

及近期的數位音樂產值為主，逐步轉變到以現場演出的體驗

經濟，也說明聆聽現場已成為這個世代的閱聽人所追逐的體

驗消費模式。
15

、地點甚至票價都並非主要考量，門票秒殺、一票難求的情

況才是最大的考驗，六成以上的打粉會積極買票或徵票，打

粉間互相徵、讓票也使得他們擴大了自己的交友圈，甚至發

 

打粉們對於參與演唱會的考量與簽唱會略有不同，時間 

                                                      
13
資誠公布《2016 全球與臺灣娛樂暨媒體業展望報告》：全球娛樂媒體產

業發展 聚焦五大關鍵趨勢(2016.07.18)。取自：

http://www.pwc.tw/zh/news/press-release/press-20160718.html 
14
馬岳琳（2014.03.05）。〈台灣如何引領華語流行樂？〉，《天下雜誌》，542。

取自：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6370# 
1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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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共乘前往表演現場，再現了音樂表演的社交性特質。因為

「聽現場」對打粉而言，意義不僅只在於對所迷文本的支持

或是親眼看見蘇打綠團員，現場流動的期待氛圍、團員們台

上的精采表現、與台下聽眾的互動、甚至是風吹來的感覺或

草地的氣味，各種內外感官的刺激都促使打粉願意臨場參與

那無可取代的驚喜與感動所留下的記憶與悸動，對打粉而言

是說不出的美好滿溢與心靈滋養。 

 

當下的時空環境不是什麼時候可以，就是不是可以聽

CD可以再現出來的，那個東西是限定那個場合，你錯

過就沒了。場場的那個梗或者什麼舞台效果都是不一樣

的，你獲得的衝擊或者是感動到的那一首歌也是不一樣

的。(受訪者 3) 

 

演唱會的音質和聲光效果都非常好，他們很用心在這一

塊…………那麼多人一起同樂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就

好像是我們一起創造了一個回憶這樣子。(受訪者 11) 

 

3.背景資訊的蒐集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會主動透過管道去獲得蘇打綠的相

關訊息，通常是透過社群網站包括蘇打綠 FB 官網、PTT〈蘇

打綠板〉、蘇打綠成員微博等，尤以 PTT〈蘇打綠板〉為主要

管道。在智慧型手機與網路普及的現代化科技社會下，PTT

相對於 FB 及微博是較舊型的社群網站，不若 FB 與微博圖文

影音並茂，但受訪者有九成以上會選擇使用 PTT 來搜尋蘇打

綠的相關資訊，除了開板板主為蘇打綠樂團團員外，應與蘇

打綠團員常在此板發文與推文、此板的蘇打綠相關背景與資

訊收集齊全、活動消息與官網同步甚至更早釋出訊息、以及

能與其他打粉進行即時的互動討論有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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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比較相信 PTT 的，它都有一定的專業程度，當然<

蘇打綠板>裡面我覺得它裡面的資料什麼都整理得也很

不錯。(受訪者 3) 

 

新打粉每天上社群網站查詢樂團或其成員動態與訊息

者高達九成以上，十分忠實且熱衷於這種追隨的方式，甚至

成為生活的重心，而打粉們本是在空間各異的個體，卻藉由

共同觀看資訊或共同參與社群中的討論等，產生了時間的共

時性；打粉主動使用 PTT 是主動且有明確目的的，蒐集的訊

息以蘇打綠相關活動如演唱會消息、簽唱會活動、專輯（尤

其新專輯）的參與及討論……等為首要；其次為打粉對未參

與的過往與團員個人相關資訊的追尋；其三為其他討論串如

團員的發文、打粉發起的生日祝福、徵人活動等；在搜尋內

容的差異上，男性受訪者較關注於蘇打綠的歷年專輯、活動

內容、新專輯的發行、心得文及相關新聞，女性有九成以上

除了前述內容外，她們對於蘇打綠六名團員及其身旁親友的

個人資訊與生活點滴亦如數家珍，包括組團與出道的故事、

團員與工作人員及家人間的相處、團員的個性、學歷、專長、

喜好。 

進入「穩定期」
16

除了從社群網站上瞭解蘇打綠過去的音樂經歷及背景

資料外，主要還是著重在聆聽音樂上。實體的專輯只是一個

後的打粉對社群的參與頻率則明顯下

降許多，並非對蘇打綠的狂熱冷卻了，而是自認迷資本的累

積到了相當的程度，以及暫時沒有新的活動訊息，使得個人

時間的調配有所改變，一旦蘇打綠即將推出新專輯、演唱會

等活動或是有媒體相關報導，那看似沉寂的打粉的參與頻率

又會再度活躍，從演唱會票房的「秒殺」和實體專輯的銷售

成績皆可看出打粉對所迷文本的關注始終如一。 

                                                      
16
同註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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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閱聽人並非著重於媒介的使用上，而是著重於媒介內

容中的意涵。打粉在使用蘇打綠音樂文本的時候，除了音樂

本身所闡釋的意義與閱聽人自我的解讀，更包括創作人的產

製背景，而產製背景的搜尋主要是使用搜尋引擎與《蘇打誌》，

受訪者有六成以上會特別去了解音樂的靈感發想與創作者

所要表達的意涵。 

 

我比較偏向自己的感覺，當然會有一些會想知道他背

後創作的動機。(受訪者 6) 

 

（二）、蘇打綠音樂的療癒功能 
    音樂需要先能打中個體的內心，才能扣連後續的心境轉

化。因此，本研究從蘇打綠音樂如何觸動受訪者、受訪者如

何解讀蘇打綠的音樂，以及受訪者在聆聽蘇打綠音樂所引發

的作用或改變，來探討蘇打綠的音樂在個人、家庭和社會面

向所產生的心理治療功能。 
 
1. 觸動心弦的原因 

受訪者如何接觸到蘇打綠音樂？有的是因他人介紹（受

訪者 1、2、11、14、15），有的是在偶然的機會下聽到歌曲

或現場表演（受訪者 3、4、5、6、7、8、9、10、12、13），

而接觸當下，有一聽即「入迷」（受訪者 5、11）、有聽完覺

得還不錯，但尚未過度成迷
17

Firth（1978）曾提出，音樂研究的關鍵變數應該是聲音

（受訪者 2、3、4、7、8、9、

10、12、13、14）、也有沒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是不喜歡（受

訪者 1、6）：受訪打粉八成在初聽蘇打綠音樂時並未成迷，

而為何之後卻卻愛上蘇打綠音樂，分析原因如下： 
 

(1). 歌曲與市場迥異 

                                                      
17
簡妙如（1996）提出「迷」是「過度的」閱聽人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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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和旋律（轉引自鄭君仲，2001）。蘇打綠的音樂富

有結構與層次、具有相當藝術價值的聽覺經驗，令人有如聆

賞藝術音樂一般的感受（張耀邦，2014）。蘇打綠出身於獨

立音樂，每次出輯的曲目編排與歌曲篩選，總有自己的一套

「遊戲規則」，而不按照市場的既定規則走──「認真做自

己、音樂擺第一」是他們一路走來秉持的原則。 
 
他們的音樂跟主流很不一樣，詞曲編排搭配很用心，

不是像一般主流音樂就是 ABA有明顯主副歌那樣一整

串都重複…(受訪者 3) 

 

……在我的認知裡他們屬於搖滾樂團，卻能如此巧妙

的將古典弦樂鑲入其中，完全不感覺突兀而且層次分

明，我覺得目前至少國內像蘇打綠這樣的樂團是絕無

僅有的。 (受訪者 13) 

 

(2).歌詞深具文采與詩意 

從學生樂團出身，蘇打綠清新的音樂節奏與深具文采的

詞作在校園時期即擄獲了許多學子的心，正式出道透過傳媒

的力量讓蘇打綠的音樂得以傳遞得更廣。媒體常將蘇打綠稱

做文青樂團，比起文藝青年，他們的作品更像是富含隱晦詩

化美學及入世人生哲理的「哲青（哲學青年）類」創作。2001

年在政大金旋獎發表第一首創作歌曲〈窺〉以來，許家峻（2015 

）在整理及訪談蘇打綠資料時，認為青峰的創作皆來自生活

有感或自我內在情感的抒發，不侷限於市場主流情愛歌曲的

陳腔濫調，他們將自身內心真誠的想法化做文字與音符的呈

現，尤其青峰政大中文系畢業的背景，其歌詞常能藉由巧妙

的比喻，架構出濃烈的意境與豐富的符號意涵，內容既隱晦

卻又入世，帶給大眾的是更顯獨立自由的表述作品，引領閱

聽人進入「峰式文字殿堂」恣意徜徉、詮釋並幻構出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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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生活經驗。 
 

青峰的歌詞很多都寫得很好嘛，他很多歌其實寫得很隱

諱，…，我覺得有時候看久了之後會突然懂，或者是說

也不用懂，就是他講了一個東西，到你這邊有另外一個

感受。 (受訪者 2) 

 

(3). 歌詞與生活契合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因為一句話、一張照片、一場表演

或一首歌，內心產生一種無以言喻的波動與感受。個人身處

的社會文化氛圍或是成長背景等，皆會形塑建構出個體對事

物的觀感，而這些觀感並非亙久不變，會因個體的自身經歷

而觸發改變。而蘇打綠的音樂，除了曲風的多變與融入古典

樂素材外，最易引發閱聽人共鳴的就是歌詞既詩意、又生活

化，更具社會關懷與批判。因此也使得原先不喜歡或是不那

麼喜歡的受訪者，有種突然「被打中」的感覺而愛上蘇打綠

的音樂。 
 

……他寫出兩個人分手後多年再遇到，而我一直不斷的

充實我自己，對方卻一直停留在原地，寫得很符合我的

個人經驗，我突然就喜歡上了。(受訪者 8) 

 

……可能歌詞的內容跟人生經驗有關吧，突然就是跟自

己的心靈 match了，就喜歡了。 (受訪者 13) 

 

蘇打綠的詞作除了多次受到金曲獎入圍的肯定，更是備

受打粉的推崇，他們的歌詞引領著對社會現況感到不安、困

惑、抗拒、無力、關懷、認真、付出、投入的跨世代打粉，

以一個「溫柔」的方式去對抗生活中的不滿，其歌詞創作裡

的人生體驗或領悟，引發了閱聽人內心與文本或自身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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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互相賦予其意義，如同漣漪般的震盪效應擴及到行為面，

誘發閱聽人主動搜尋更多蘇打綠音樂文本，因而過度成

「迷」。 

 

蘇打綠的歌能引起我共鳴是因為比較能讓我體會到生活

的一些殘酷或是一些現實的層面，他對於人生命中可能

遇見的人或是真實的生命體驗描寫是很直白的，……《夏

/狂熱》（歌詞見附錄），我覺得它描繪了整個社會現

象，……。人與人之間的一些關係或者社會亂象之類的，

我覺得那是非常貼切的。(受訪者 3) 

 

(4). 樂團風格鮮明特殊 

蘇打綠樂團的六位成員都是知名國立大學出身的高材

生，18自出道以來便予人學生樂團特有的清新特質，有九成

以上的受訪者認為蘇打綠是個「真誠」的樂團，他們不菸不

酒、不憤世不嫉俗、不張揚不媚俗，不會為了討好聽眾或市

場而說或做悖離自己也不認同的話或事，不畏市場機制且敢

於為公義發聲，教導他的聽眾「一定要讓自己變成你真心會

喜歡的樣子」
19
、「溫柔的推翻這個世界」

20

                                                      
18
阿龔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另外五位成員皆畢業於政治大學

各系所。 
19
蘇打綠於 2007 年首度站上台北小巨蛋的《無與倫比的美麗》演唱會中

演唱〈我的未來不是夢〉前，青峰所講的一段話之節錄。 
20
同前註。 

、尊重台上每一

位表演者、不收粉絲禮物、不准接機或追車而是該把時間花

在好好讀書上面……種種迥異於其他歌手或藝人的特質實

際上也成了蘇打綠的標籤，信念般的加強了打粉對他們的認

同與尊敬，更強化打粉認同他們一貫的信念：從來只是專一

而認真的將熱情投注在音樂中，藉由音樂將自己的真心與聽

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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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會說為了要取悅誰、例如為了吸引粉絲、

累積粉絲，然後刻意把自己裝得跟自己原本的個性不一

樣的人，他們一路走來都是很真的在做自己，以及自己

想要的音樂。(受訪者 1) 

 

蘇打綠一直很堅持他們對音樂的要求，他們不扭捏作態，

他們在意的點一直都不是擁有多少粉絲、多少人買他們

的專輯、或是票都賣光光，他們是用音樂在跟聽眾做交

流，他們要的一直都是知音而已，他們是真正的音樂人。              

(受訪者 13) 

 

2. 心理療癒的功能 
從受訪者聆聽音樂、參與現場、探究創作者作品緣由等

方式與蘇打綠音樂文本的互動中，顯見蘇打綠的音樂確實在

心理與社會層面上對閱聽人產生深淺不一的撫慰。本研究從

個人、家庭及社會等三個壓力源與認同、淨化、領悟等三個

療癒層次來探討蘇打綠音樂對閱聽人的療癒現象。 

三個壓力源包括：個人，包含個體感情因素、自我認同、

無來由的煩悶、不安慌亂等負面情緒屬於個體內在感受或動

機行為的衝突，以及因某些情境受到感動而產生的內在反

思。；家庭，包含親子衝突、外地求學的思親情緒、家庭組

織的變動及教養子女產生的婚姻衝突等。；社會，與學校、

工作、環境有關。 

三個療癒層次包括：認同，從蘇打綠的音樂中獲得共鳴，

知道自己不是唯一有如此困擾或遭遇者，並且覺得自己被接

納與被同理的瞭解，讓個體覺得自己被鼓勵或慰藉或有支持

感與陪伴感，了解自己並不孤單。； 

淨化，透過音樂而達到心靈的淨化是相當重要而可見成效的

階段。在得到音樂引發的感動與支持下，受訪者通常會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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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放鬆或醒悟等方式，將負面情緒或想法發散出去，除

了讓情緒得以宣洩與釋放，讓生命難關找到一個紓解的出口，

也讓個體意識到原本壓抑而未發現的認知，達到自我省察，

藉以改變個體的負面想法，轉化為正向的思考：領悟，受訪

者藉由聆聽與閱讀蘇打綠音樂文本，包含作品的創作背景，

對照並反思著自身的情緒、困難、行為反應等，最終產生「有

為者亦若是」的想法，並以理性正向的態度去面對或解決問

題。 

本研究發現，蘇打綠音樂最能療癒閱聽人的社會壓力；

其次為個人壓力；而在家庭壓力上的療癒效果最低。此外，

蘇打綠音樂最能在認同層次達到療癒效果；其次為淨化層次；

而領悟層次的心理療癒最難達成。所以在十五位受訪者中，

多達十二位在社會壓力上透過蘇打綠的音樂獲得認同療癒，

八位進入到淨化層次、而七位更深入領悟層次的心理治療；

至於個人面向，有九位受訪者藉由蘇打綠音樂獲得心理支持

與認同，七位進一步宣洩與淨化了情緒，五位更深入意識的

覺醒與行動的改變；而在家庭面向，十五位受訪者中，只有

四位獲得認同與淨化層次的療癒，且僅兩位進入領悟的心理

層次（統計數字依受訪者複選而採重複計算）。 

如下表： 

總人數：15人 個人 家庭 社會 

認同 9人(60%) 4人(27%) 12人(80%) 

淨化 7人(47%) 4人(27%) 8人(53%) 

領悟 5人(33%) 2人(13%) 7人(47%) 

 

(1).個人面向： 

①.認同：  

受訪者中，有九位達到了個人認同的療癒層次，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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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屬於感情因素造成的情緒壓力，有兩位屬於自我認同的

困惑，兩位是因 MV、歌詞的意境或作品的創作背景而觸動

內心的省思，一位是在生活中累積的遭遇而產生了不安慌亂

的感受，還有一位則是無來由的煩悶產生的負面情緒。 

 

我通常只會因為感情而心情不好…，所以就會去找符合

自己那時心情的歌來聽，他對感情的歌曲都寫得很好，

加上歌聲感染力十足，會覺得心情有被撫慰到。 (受訪

者 14) 

 

我覺得他們的歌曲很貼近生活面，…會覺得不是只有自

己會遇到這種事，別人也可能會遇到一樣的事，然後你

會發現自己不是一個人。(受訪者 1) 

 

大學的時候對自我認定可能有一點自我懷疑，……，他

們就是唱他們自己要的音樂然後非常真誠的活出自己

的樣子，……，讓我覺得有被撫慰的感覺。(受訪者 11) 

 

我覺得那首歌寫得很好，我可能比較喜歡有一點點哲理

的歌詞吧，他的詞寫得很美，也很能夠觸動人的內在。 

(受訪者 9) 

 

有時候是覺得心頭很暖，有時候是差點泛淚，所以並不

是真的「感傷」，而是引起了情緒的波動和共鳴。(受訪

者 2) 

 

②.淨化： 

受訪者中有七位達到了個人淨化的療癒層次，他們透過

蘇打綠的音樂，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來幫助自己宣洩負面情緒

和壓力，並重新獲得再次面對壓力或困境的力量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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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是一種情緒的釋放嘛，然後你哭一次，就是你的悲傷

就會被帶走一次，…(受訪者 14) 

 

那時候失戀，然後就會聽失戀的歌，……，就是那種痛

徹心肺的感覺，聽完就覺得好爽。(受訪者 3) 

 

然後難過到一個極限後，會有情緒方面的釋放，就是感

覺就是放鬆了，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原本是很緊的，聽

完之後心情慢慢變鬆這樣。(受訪者 4) 

 

我就覺得我好像克服對「逝去」這件事情的恐懼了，…，

曾經擁有過的美好不會因為這些事情看不見了就死去。

(受訪者 2) 

 

③.領悟： 

受訪者中有五位達到了個人領悟的療癒層次，他們透過

淨化後的自我覺察，勇於面對與承認自己生命中的陰暗面，

並將其融入自我意識中，化為強韌靈魂的養分及積極作為的

動力。 

 

……。聽這首歌的時候常會想起這一段，然後自己若再

遇到同樣的事時，要有勇氣不要隨波逐流。 (受訪者 4) 

 

青峰的歌讓我覺得：不要跟自己過不去、遇到困難不用

害怕，去面對就對了。我應該不是只專注在自己的領域，

而是可以廣泛涉獵更多元的、我不懂的東西，讓自己更

充實。(受訪者 8) 

 

…就經過了一些事情之後你回來聽，會很有體悟，很多

事情你會知道是不用勉強自己的，他這樣的人生態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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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到我去用比較正面的角度去看待或是處理事情。   

(受訪者 14) 

 

至於受訪者的人口背景與個人面向上療癒層次的關係，

就性別言，男性在認同與淨化層次上雖高於女性，但應與蘇

打綠樂團的男性粉絲較少且偏向感性特質者較多有關；在學

與在職者在認同層次無二致，但已婚者在認同層次明顯高於

未婚者，應該與其人生歷程有關，因為背負了更多的責任，

所遇到的壓力元素也更為複雜，所以聽到著重於敘述人生經

歷的蘇打綠音樂時能契合個體當下的煩惱，而產生較高的共

鳴感；此外，在學者在淨化及領悟層次中皆高於在職者，推

測可能與在學本就要著重於不斷「學習」有關，因淨化與領

悟即為正面思考並繼續往前的力量。 

 

(2). 家庭面向： 

①.認同： 

受訪者中，有四位達到了家庭認同的療癒層次，其主要

是針對親子衝突、異鄉思親、雙親離異和婚姻衝突等家庭壓

力。 

 

……，自己小時候也曾經有類似的經歷，所以聽了覺得

自己並不孤單。(受訪者 1) 

 

…然後歌詞寫的完全觸動到我，覺得爸爸媽媽把我們撫

養長大，然後我們離開他們的感覺，應該把握時間相處

的。(受訪者 4) 

 

…每當聽到這段就會想起以前小時候常全家人外出的

光景。(受訪者 5) 

……那時候我的家庭關係有了一些變化，然後他說「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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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會淡的疤，沒有不會好的傷，沒有不會停下來的絕

望」就覺得，對啊，你在煩惱什麼呢?……有被同理的

感覺。(受訪者 13) 

 

②.淨化： 

四位產生認同療癒層次的受訪者，都進入了淨化的療癒

層次中。與個體相 

處最久的，除了自我本身，就是家庭。家庭是型塑一個人基

本情感與態度的場域，孩子的身上流著與父母相同的血液，

因此特別容易流露出真情。在家庭的淨化層次中，多數受訪

者皆透過淚水的洗滌消除內心的負面情緒，宣洩內在的壓力，

並從音樂中獲得正向的能量。 

 

……他的歌詞中人生每段道路上都會遇到一些挫折，可

是這個東西不是永久的，仔細回想，家人的支持總是會

讓你慢慢慢慢的重新振作起來的力量。(受訪者 1) 

 

一直聽著〈早點回家〉，然後我就哭了，……，可能以

前就會想著怎麼離開家吧，可是現在就會好想回家，然

後很想哭，就感覺我變得比較愛家人一點。(受訪者 4) 

  

當下聽完就是一直哭吧，好像把心裡積壓很久的，然後

你也不知道該跟誰講的通通發洩出來了，……然後有一

些歸咎到自己身上的那些不好的東西好像就慢慢淡

了…。 (受訪者 13) 

 

……也漸漸開始明白，縱使父母之間的感情不復在了，

但和小孩子的連結仍會在…。 (受訪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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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領悟： 

兩位已婚的受訪者皆達到了家庭面向的領悟療癒層次。

一受訪者婚前都住在家裡，婚後離家，在反覆聆聽了音樂後，

能從不同的角度去面對長時間以來熟悉卻又厭倦的家庭相

處模式，改以正向的心態去調整與父母間的相處；另一受訪

者透過對歌詞內容的自我解讀後，能釐清思緒，加強且理性

的與另一半溝通，最終回歸家庭。 

 

常常在聽這首歌時，我就會省思，然後我要趁爸爸媽媽

都還在的時候做一些、就是不要對他們那麼硬啦，互動

上不要那麼硬…，我們應該體諒，然後多把握時間相處。      

(受訪者 1) 

 

…它提醒我在家庭中的角色到底是什麼，知道自己那些

都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是時候及時切斷不該有的情愫，

然後當然跟老公好好溝通也有，然後就是回歸家庭該有

的軌道。 (受訪者 13) 

 

至於受訪者的人口背景與家庭面向上療癒層次的關係，

大多數受訪者都沒有來自家庭面向的壓力源，可能與未婚者

比例較高，或是蘇打綠團員與家人間感情密切而較少家庭相

關作品有關，也因此，已婚者在家庭壓力且達到療癒層次的

比例也較未婚者高；再從性別來看，雖然僅有女性能療癒家

庭壓力源，但其與男性皆未婚且暫不具家庭壓力有關，不過，

傳統將女性與家庭連結，舉凡家事勞務、子女教養、照顧長

輩等工作多落在女性身上，而在現代社會，已婚女性更需兼

顧家庭與工作，當兩者衝突時，個體將面臨兩個以上的壓力；

此外，即便是未婚女性，因自小浸潤在家庭環境，會透過觀

察模仿學習與認同自己的性別角色，再加上社會長期建構和

期待的女性特質，例如較感性、較柔弱、較缺乏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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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男性相較之下，女性似乎更依賴著家庭的聯繫與羈絆，也

更在乎家庭的完整性，她們會比男性更需要安定的歸屬感，

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受到來自家庭面向的壓力，也更容

易獲得療癒。 

 

(3).社會面向： 

①.認同：  

受訪者中，有十二位達到了社會認同的療癒層次，其中

有五位與工作相關，五位是來自於對社會現況的觀察或生活

體現的感悟，還有兩位與學校課業或活動相關。 

 

……那時候我的工作很不順啊，突然被調到一個不熟悉

的工作領域，工作壓力很大，……我發現好像不是只有

我會遇到問題，別人也是會遇到問題啊，…所以世界上

不是只有自己是最悲慘的。 (受訪者 1) 

 

…特別能打中我，然後又搭配 MV營造出來的感覺，真

的就是鼓勵人不要覺得小看自己或怎樣，要努力去做應

該做的事情，包括讀書啊工作啊這樣…(受訪者 10) 

 

……蘇打綠他們對於出社會後會面對問題和困境是承

認而不避談，我覺得是讓我很有共鳴的。(受訪者 3) 

 

……他會提醒你留意一些我們比較內在的東西，或一些

現象，比如說煩惱啊，某一些東西的偏執，讓我覺得他

就是可以唱得最貼近他寫的那些心境吧，所以特別能引

起共鳴。(受訪者 9) 

 

…就是讀書的時候，雖然是感覺好像很孤單，就是只有

我一個人，但是他們的歌會讓我知道：喔，有人也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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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感覺，所以會告訴自己再撐下，…有種「欸，你說到

我心裡的感受」的那種感覺。(受訪者 7) 

 

②.淨化： 

從認同進入了淨化療癒層次的有八位受訪者，其中有五

位藉由認知的重整得到淨化，可能與蘇打綠的音樂文本有許

多隱喻的、發人深省的、甚至艱澀的寓意在其中，閱聽人必

須經由過往的認知經驗不斷地進行自我省思而得到某些正

面的啟發有關；有一位透過淚水的洗滌來鼓舞自己，以及一

位從音樂釋放的氛圍中得到心靈的放鬆；此外，還有透過盡

情唱出來而達到負面情緒的宣洩。 

 

我之前很容易遇到挫折就陷入灰暗的世界中，感覺沒有

希望了，但是透過這首歌，我發現傷確實是會慢慢癒合

的，沒有什麼事是真的嚴重到會失去生趣，不需要把事

情看得過度嚴重、固著在上面。(受訪者 1) 

 

…讓我回想起之前國中的時候我曾經霸凌一個同學，現

在想起來很糟糕，自己怎麼可以跟同學一起去排擠他…，

如果聯絡得到他，很想跟他道歉。(受訪者 4) 

 

…就是告訴你說生命就是一定要有裂縫，陽光才能夠照

得進來，然後告訴你，你還是正在靠近你要的未來這樣

子，聽完會讓自己覺得負面的東西被消除了。(受訪者

11)  

 

…我覺得在緊張的時候聽他們的歌，有可以放鬆心情的

感覺，心情會比較沒那麼緊張，而且他們的歌都很勵

志，…。(受訪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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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領悟： 

有七位受訪者達到了社會面向的領悟療癒層次，他們從

原先的困境中或維持原狀、或逃避不理，在聆聽蘇打綠的音

樂時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認同，並「強迫」自己轉身進入那不

斷盤旋也不曾離去的壓力中，去正視與征服困擾自己的源頭，

而能從被壓力源控制情緒轉而反向用自我意識去積極操控

壓力源。有三位受訪者在思想上的領悟後能以更正向的態度

去面對原先的困境；另外四位受訪者則在情緒與觀念的淨化

後得以跳脫原先自我設限的框架，並積極的以行動去解決問

題。 

 

這首歌我覺得很勵志，激勵了我，治好了我的傷，它也

幫助我找方法，每個人解決的方式不同，我相信我也可

以找到方式解決它，然後走過去。(受訪者 1) 

                                                    

他們就是一直不斷地在鼓勵大家，去接近你要的夢想，

然後聽完之後覺得好像又重新萌生力量，我可以再去挑

戰一次這樣子。(受訪者 11) 

 

透過蘇打綠的歌，我常會想起那時候不懂事的那段，讓

我比較會省思和改變對人的態度和方式，不會再用那種

不對的方式去加在別人身上。 (受訪者 4) 

 

……，然後會覺得他們這樣子從零到有，就會覺得說其

實很多事情也是這樣，那時候我在念書，自己也在這麼

慢慢累積，累積起來才有後面的成果啊，然後就讓我再

有動力再繼續這樣。(受訪者 7) 

 

…就像他說的「天空就算不藍或許還有彩虹」，人生的意

義和快樂有很多種可能性，我會找到一個舒服的方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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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工作上的挑戰。(受訪者 13) 

 

    至於受訪者的人口背景與社會面向上療癒層次的關係，

在性別上，女性在社會壓力源的各層次療癒中皆高於男性，

應與男性人數比例較低且均為未婚有關；其它兩項人口背景

則未有顯著差異，應與蘇打綠的音樂作品內容皆源自創作者

自身的生活經驗與社會觀察有關，他們出身學生樂團至今已

超過 15 年，生命歷程中也多了更多的身分、責任與體驗，作

品的面向也更廣泛與多元，因此蘇打綠的音樂容易打中各年

齡層的閱聽人，讓更多人能從中獲得深淺不一的療癒。 

總結研究發現，蘇打綠音樂最能紓解社會壓力，其次是

個人壓力，尤其是在認同療效上；而領悟屬於深層的療癒層

次，所以較難達成；此外，家庭壓力的療癒效果最低，應與

閱聽人多為未婚背景，且蘇打綠音樂多為個人抒情和社會批

判有關。至於人口背景與蘇打綠音樂療癒效果的關係，女性

已婚者較能達到家庭壓力的療癒效果，在職與已婚者則在個

人壓力上較能獲得心理支持與療效，顯見蘇打綠音樂的療癒

效果與性別和年齡有關，因在職和已婚者年齡較長，經歷較

多的人生挫折與生活歷練，而男性較不會公開表達內心壓力，

或有其他紓壓管道例如運動等。 

 

五、結論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訪談十五位打粉，並以專家學者所

提出的各個壓力面向整合為三個壓力源：個人、家庭和社會，

佐以音樂治療和書目療法的三個療癒層次：認同、淨化與領

悟，爬梳打粉對蘇打綠音樂的「使用行為」及「感知」，以

了解打粉使用蘇打綠音樂的接收與互動情形、以及其如何產

生療癒效果。研究發現： 
（一）、蘇打綠音樂的接收與互動方面 

在音樂產品的取得與聆聽上，九成以上受訪者皆會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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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打綠的實體音樂專輯，不到一成的受訪者因經濟考量而從

線上購買單曲，他們一致認為購買的行動是因為認同蘇打綠

對音樂的堅持與用心，其中將近九成的受訪者採預購方式購

買，主要是為了獲得刊載著詳細專輯產出背景及經過的《蘇

打誌》，且將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具有文青特質、喜愛文字

的人會喜歡蘇打綠，因為除了聆聽音樂外，閱讀蘇打綠音樂

文本更是打粉深入蘇打綠底蘊並體驗創作者觀看世界的一

個窗口，而這可能與受訪者多為高學歷背景有關。 

在音樂表演的參與上，超過八成的受訪者排除了時間與

地緣關係而參加過一場以上的簽唱會，六成則參加過三場以

上；演唱會場次則有六成參與過三場以上，撇除時間、地緣

關係及經濟因素，門票秒殺造成的一票難求成了打粉最大的

考驗，相較於男性打粉的隨緣，年輕女性則會積極透過在 PTT

〈蘇打綠板〉上徵票取得演唱會票券；此外，蘇打綠的現場

表演形式與眾不同之處有二：其一，除了既定歌單，也開放

現場聽眾點播；其二，主唱青峰本身融合了善感文青與機智

諧星的反差性格與談話，透過現場的張力及與聽眾間的互動

才能激盪出的驚喜、激情與感動，並非事後的 DVD 或心得

文可以再現，也因此在簽唱會的免費現場與演唱會的有價現

場體驗選擇中，專場演唱會成為打粉的現場聆賞首選。 

在背景訊息的蒐集上，相較於 FB 及微博圖文影音並茂

的社群媒介，九成以上的受訪者會使用 PTT 做為獲得蘇打綠

相關訊息的主要管道，透過此板，打粉主要收集的資訊有三：

蘇打綠的基本資料、活動訊息，以及音樂本文。除了因為 PTT

〈蘇打綠板〉為團員所開設，詳細記錄了蘇打綠完整的音樂

之路外，最主要應與蘇打綠團員尤其主唱青峰常在 PTT 上與

打粉直接互動、此板的蘇打綠活動消息與官網同步甚至更早

釋出訊息、以及能與其他打粉進行即時的互動討論有高度相

關。 
（二）、蘇打綠音樂的療癒效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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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關閱聽人成為打粉的契機，訪談發現與個體的

人生經歷有關。將近七成是因為歌詞意境深遠及貼近受訪者

的生活經驗，能誘發閱聽人產生共鳴及反身自省；兩成的受

訪者則驚艷於蘇打綠音樂編曲的多元及主唱青峰嗓音的魅

惑，並認為是國內流行音樂史上的唯一；另有一成左右的受

訪者因為蘇打綠團員言行的真誠與殊異性而被吸引，並試著

從他們身上學習讓自己更好的特質。 
其次，六成受訪者認為蘇打綠的音樂能碰觸到個體的內

心，四成受訪者更直言蘇打綠的音樂療癒了他們。整體來說，

蘇打綠音樂最能紓解受訪者的社會壓力，其次是個人壓力，

家庭壓力的療癒效果最低，應與閱聽人多為未婚背景，且蘇

打綠音樂多為個人抒情和社會批判有關；此外，認同的療癒

層次較易達到，而領悟屬於深層的療癒層次，所以較難達

成。 

在個人面向的壓力源上，六成受訪者從蘇打綠的音樂得

到了被撫慰的認同療癒，將近五成透過音樂讓自己的負面情

緒得以發散，達到心靈或思想上的淨化療癒，超過三成則進

入深層的領悟層次，他們從音樂中覺察自我的困境，並能改

以正向的思想及行為去解決所面對的困難。此外，個人壓力

源中，感情因素佔有三成，比例較高，其次為自我認同及因

某些情境受到感動所產生的內在反思，也有無來由的煩悶及

不安慌亂等負面情緒。而在人口背景上，已婚與在職者在認

同層次明顯高於未婚和在學者，應該與其經歷較多階段的人

生歷程有關，因為背負了更多的責任，所遇到的壓力也更為

複雜，所以聽到著重於敘述人生經歷的蘇打綠音樂時能契合

個體當下的煩惱，而產生較高的共鳴感；在學者則在淨化層

次高於在職者，可能與打粉在學的「學習慣性與目的」有關。 
在家庭面向的壓力源上，只有近三成受訪者從蘇打綠音

樂獲得了認同與淨化的療癒，僅一成左右得以深入領悟的療

癒層次，這可能與未婚者比例較高，或蘇打綠團員與家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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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密切而較少家庭相關作品有關。此外，在家庭壓力源中，

受訪者分別因親子衝突、外地求學的思親情緒、家庭組織的

變動及教養子女導致的婚姻衝突等因素，產生了困惑與不諒

解，並在聆聽蘇打綠的音樂時觸動了與家人相處時愉快與不

愉快的回憶，而引發共鳴或被同理，其中七成以上受訪者透

由淚水的洗滌釋放了內在的負面情緒，讓自己得以正面思考

與家人的相處模式及關係，最終得以理性的態度去面對並修

正自己的作為。而在人口背景上，女性與已婚者最能從蘇打

綠音樂獲得療癒，不過，此與男性皆未婚可能有關，但也顯

示出女性相較於男性，似乎更依賴家庭的聯繫與羈絆，也更

在乎家庭的完整性與安定的歸屬感，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容易

感受到來自家庭的壓力，也更容易獲得療癒。 
在社會面向的壓力源上，多達八成的受訪者獲得了認同

的療癒，其中超過四成屬於工作及社會氛圍所型塑的壓力，

近兩成則來自身為學生的相關壓力。因為社會面向的壓力源

皆屬外來事件的刺激而造成的影響或看法，受訪者認為蘇打

綠的音樂作品常能精闢側寫社會亂象及生活百態，與個體的

生活經驗契合而能獲得高度的認同。此外，超過五成的受訪

者在聆聽音樂時能從中得到面對困難與現實的力量及勇氣，

達到淨化療癒，有近五成的受訪者進入到深層的領悟療癒而

反思困境的源頭，並能以積極與正向的思考或行動來解決壓

力源。而在人口背景上，女性在各層次療癒中皆高於男性，

應與男性人數比例較低且均為未婚有關；其它兩項人口背景

則未有顯著差異，應與蘇打綠的音樂作品皆源自創作者自身

的生活經驗與社會觀察，從學生樂團出身至今超過 15 年，生

命歷程中多了更多的身分、責任與體驗，以致作品面向也更

多元廣泛有關。 

蘇打綠的音樂常被主流媒體與樂評歸類為「小清新」的

代表。不同於搖滾樂的嘶吼吶喊或重金屬的咆哮剽悍，更不

同於灑狗血般愛得撕心裂肺的主流情歌，「小清新」通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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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為一種清爽超脫的獨立流行音樂（Indie Pop）風格，瀰漫

著淡淡的憂傷卻又有著溫暖的美感，描繪出一種跨世代對物

質社會與主流文化的疏離與排拒，轉而親近內在心靈的覺知

與對社會現象的關懷。多數受訪者也有著小清新的特質。他

們敏感細膩、善於觀察、熱衷反芻文字的意義、關注或參與

社會議題，原先多半只存在於思想或言語的喟詠或頓足，在

聆聽蘇打綠音樂時而有「直搗內心」、「寫得太好、太貼切了」

的認同感，甚至能轉化為實質的行動，致力於讓自己和社會

變得更好的作為。 
蘇打綠「不想定義自己的風格」

21

Devereux（2007）認為，這個時代講求品牌認同與小眾

閱聽人（何哲欣、謝明珊譯，2010）。一個不被主流市場型塑、

也不受聽眾的喜惡拘束的樂團，蘇打綠樂團的形象與他們的

音樂一樣鮮明而獨特，對打粉而言，他們不同於主流市場的

功利性與商業化，透過閱讀蘇打綠音樂文本，打粉得以從寬

，他們善用音樂詞曲

的自由度與節奏感結合他們本身的哲學人文關懷及各種生

活情緒體驗，讓閱聽人內心隱藏的情感隨著音符的脈動與歌

詞的流動而受到感染。多數受訪者因為蘇打綠的歌詞與生活

貼近而產生很大的共鳴，某些較少被使用於流行音樂歌詞的

詞彙看似艱澀但卻能一語破的地切中要點，不空泛、不高冷，

就像他們本身不重包裝的特質一樣，沒有明星架子或偶像光

環，他們會跟聽眾互動、分享、甚至辯論或鬥嘴，像生活中

的朋友一樣親近鮮活的存在，或許正因為這樣充滿「人性」

的特質使得蘇打綠更能貼近人心，讓聽眾的心靈在面對躊躇

與徬徨時得以透過他們的音樂作品進行天馬行空的漫遊，卻

又能從中得到支撐與引導，啟動個體的知覺經驗並從而架構

出更完整清明的主體意識，而讓心靈進行有意義的流動。 

                                                      
21
金維曦（2011.11.22）。〈專訪蘇打綠：不定義風格 不想框架樂隊〉。上

網日期：2016 年 5 月 7 日，取自

http://music.yule.sohu.com/20111122/n3264351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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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中見細膩，由精緻中見壙埌，綠潮所經之處，以溫暖的理

解與包容，舒展了世界各地「小眾」的紛雜內心而又盈滿這

群「小眾」的灼熱眼眶，這就是「小清新．大暖流」，蘇打

綠音樂的紓壓，取得便利、不用面對人、不用自揭瘡疤、開

展自我對話、自己療癒自己，或許能讓不同世界的平行時空，

真能有對話和理解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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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訪談問題 
（一）﹑蘇打綠音樂的互動與接收 
1. 是否會主動使用管道獲得蘇打綠的相關訊息？最常使

用的管道?使用的頻率）使用的動機？主要是想了解什麼

樣的訊息？ 

2. 通常都用何種方式購買蘇打綠的專輯？（預購、活動現

場、其他時間） 

3. 聆聽蘇打綠的音樂通常用什麼樣的形式？（例如純聽歌

曲、或搭配 MV 邊聽邊看……） 

4. 蘇打綠的演唱會和簽唱會比較常參加哪一種？比較喜

歡哪一樣？為什麼？試述之。 

（二）、蘇打綠音樂的感知 

1. 如何認識蘇打綠？談談對蘇打綠的初始印象，到真正成

為打粉的過程為何？ 

2. 會特地去了解蘇打綠歌曲的創作背景嗎？較常透過什

麼方式去得知？為什麼？ 

3. （承上）這樣的了解會讓你在聽蘇打綠音樂時有不同的

想法或體會嗎?跟自己的生活經驗有關嗎？對你的生活

有沒有什麼改變？（例如行為、想法、心情……） 

（三）、蘇打綠音樂的療癒作用 

1. 是否有特別喜歡蘇打綠的哪張專輯或哪場演出嗎？為

什麼？ 

2. 蘇打綠的音樂中，有沒有哪首歌曲對你具有特別的意義？

或影響你特別多？請說說你的看法與感受。 

3. 蘇打綠的團員中，有沒有特別喜歡誰？為什麼？ 

4. 你認為什麼樣的人會喜歡蘇打綠？請說說你的看法。 

5. 通常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什麼心情下聽蘇打綠的

歌？ 

6. 聽歌的時候會優先選擇蘇打綠的歌曲來聽嗎？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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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7. 有沒有特別偏好特定主題的歌？或特別少聽的主題？

為什麼？ 

8. 有沒有特定心情會去聽的歌曲？什麼樣的心情讓你想

聽什麼樣的音樂？聽了對你的情緒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給你帶來什麼樣的感受？ 

9. 除了蘇打綠的音樂以外，是否也喜歡其他歌手的歌？和

蘇打綠的音樂有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嗎？ 

10. 總的來說，蘇打綠的音樂給你什麼樣的感受？ 

二、蘇打綠夏 / 狂熱歌詞 
作詞：青峰  作曲：史俊威 

編曲：蘇打綠．林暐哲 監製：林暐哲 

雷響得放肆 死去活來堅持 拋空了理智 

瘋狂或正直 來自同個本質 有什麼意思 

在這個急於立碑的城市 誰比誰更無恥 干我屁事 

任憑時光你是多狠 我要我的選擇 為了快樂抗爭 

任憑誰說我有多蠢 不讓你的新聞 毀了我的單純 

長大後的我們狡猾地修改過程 童年故事汗濕的髒手心抓

著 狂熱 

冷血的怪手 種起大廈高樓 森林被扛走 

土地的脈搏 戴上手銬大鎖 日開始不落 

卻忘了所有新都來自舊 只在乎今天有 多少回扣 

我知道自己的模樣 在這個世界上 擁有可貴力量 

我保護自己的地方 不讓別人弄髒 才能勇敢瘋狂 

小時候我們的天真在心裡長大 成年故事再多挑戰也不害

怕 

狂熱自己的模樣 我 狂熱自己的模樣 狂熱自己的模樣 

就算偶爾受傷 打直腰桿堅強 我狂熱自己的模樣 

因為受過了傷 自由才有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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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社會科學論叢》稿約 
 
一、本刊為學術性半年刊，每年 1 月及 7 月出刊，以探討政治、

社會、傳播等三大領域問題為宗旨。園地公開，歡迎踴躍

投稿。 
二、來稿請依照一般學術論文規格撰寫，勿一稿兩投，投稿前

請依本刊撰稿體例，可於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徵稿啓示查

詢，網址為：

http://cs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  
三、來稿以 2 萬字為宜，以電腦打字，並示知服務單位、職稱、

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信箱等聯繫方式。 
四、來稿均需經本刊正式審稿程序，以雙匿名審查方式送請相

關研究領域學者審查，每篇以 2 位為原則。本刊對來稿有

建議權及潤稿權，作者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五、經本刊刊登之論文，版權歸本刊所有，作者需繳交著作權

讓與書；未經本刊同意，請勿轉載。惟作者仍保有本著作

未來自行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非營利)使用之權利。 
六、來稿一經刊登，將致贈當期刊物 2 本及論文抽印本 10 份。 
 
 
 
 
 
 
 
 
 
 
 

140



七、本刊審查程序如下： 

處    理  

方    式 

第 二 位 評 審 意 見 

 同意刊出 
 修 改 後 

  刊  出 

 修 改 後 

  重  審 

 不 同 意 

  刊  出 

第
一 

位 

評 

審 

意 

見 

同 意 

刊 出 
1 2 3 4 

修改後 

刊  出 
2 2 3 4 

修改後 

重  審 
3 3 5 5 

不同意 

刊  出 
4 4 5 5 

 狀況 1：寄接受函給投稿人。 

 狀況 2：(a)、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b)、編輯委員核定通過後同狀 

            況 1。 

 狀況 3：(a)、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 (b)、送回審查人重審。 

 狀況 4：送第三位審查。 狀況 5：函知投稿人稿件不接受並退回 

            稿件。 

八、來稿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pychen@nhu.edu.tw。有任何問題，

請以前述電子郵件洽詢，或電洽社科院助理(TEL：
05-2721001，分機 2301 ；Fax：05-2427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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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社會科學論叢》撰稿體例 

 

一、來函文稿順序：首頁、中英文摘要、正文（含圖表）、

附錄、參考文獻。 

二、首頁內容： 

1. 中英文論文題目。 

2. 作者資料：作者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通訊方式。 

3. 若有致謝詞，請於「註腳」提出。 

4. 摘要與關鍵字：中文摘要（500 字以內）、英文摘要(500
字以內)、關鍵字（勿超過六個）。 

三、正文規格 

1. 來稿請依最新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所訂之格式撰寫。 

2. 中文用細明體，外文用 Times New Roman，12 級字，1.5
倍行高。每一段落開頭縮排兩個字。 
需要特別強調的文字請以標楷體表示。  

3. 一般專有名詞盡量寫通用的中文譯名，並於首次出現時

以圓括弧加註原文；外國人名直接以原文的姓氏表示，

如遇有相同姓氏者則以全名表示之。 

4. 表格或圖表若超過一頁者，請放在文後以附錄方式呈現。 

5. 標題： 標題序號，請以一、二、三、……，（一）（二）

（三）……，1. 2. 3. ……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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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文標點符號一律以「全形」方式輸入。 

7. 中日文書名前後加《》符號，西文書刊名以斜體表示，

不另加符號。 

8. 中日文篇名、法規、報刊前後加〈〉符號，西文篇名前

後加“ ”符號。 

 

四、引用規格 

1. 文中引用書目時，括弧中中文作者標全名，西文只標姓

氏；作者名與年代之間空半格，不加符號，頁數加在冒

號之後，如(Eliade 1987: 45)。若緊鄰於後的文中需要引

用前面同一筆出處，則請以(ibid.: 頁數)表示。 

2. 文中引用書目時若作者為二人時，作者間以「與」連接；

括號中，中文用頓號、西文用 and 連接。若作者為三人(含)
以上時，中文用第一作者加等字，西文用第一作者姓氏

加 et al.表示。 

3. 在正文中直接引述文句，引文前後加冒號及上下引號。 

(1) 引文後不加出處時，句尾的標點符號在下引號之前。 

(2) 引文後加註出處，句尾的標點符號在出處之後。 

(3) 所引用的文句是全句結構的一部分，下引號之前，不

加標點符號。 

4. 引文格式： 

(1) 如為 40 字以上，應獨立起段。引語左右各縮排兩個

字，前後不加引號。引語請以標楷體表示，引語中若

有需強調的部份請以底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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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為 40 字以內，不需獨立起段，僅需前後加引號。 

5. 數字寫法 

(1) 除特殊需要外，年代以西元為原則。 
(2) 除了年代以外，四位數以上加四位數撇節法。 

6. 註解：註解採隨頁註，正文中的註解編號以阿拉伯數字

加在標點符號後的右上方。 

7. 圖表： 

(1) 圖表均以國字阿拉伯數字編序號，序號和圖表名之間

空一字，不加符號。 
(2) 表名列於表上方，表註列於表下方；圖名和圖註皆在

圖下方。 

8. 參考文獻 

(一) 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 

(二) 中日文依作者姓氏筆劃，西文依字母順序排列。 

(三) 參考文獻的條列規則如下 

(1) 如引用的文獻是存放於網路上的文件，請詳細列出其網址。如： 

Rex, J. (1996) “ National I dentity i n the D emocratic 

Multi-Cultural Stat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2). 

Retrived June 10, 200 0, f rom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 socresonline /1/2/1.html. 

內政部統計處（2008）。重要參考指標。2008 年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 www.moi.gov.tw/ stat/index.aspx/。 

(2) 如引用的文獻為期刊論文，則寫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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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健文(2000)。政治繼承與共黨國家政權結構穩定性的比

較研究，問題與研究， 59。 

Tsai, S hu-Ling a nd H ei-Yuan C hiu ( 1993) “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 n Taiwan: C omparisons o f et hnic g 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3(2), 

188-202. 

(3) 如引用的文獻為書籍，則寫法如下： 

鄒川雄（1998）。中國社會學理論。台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黃應貴（編）（1995）。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

究院中民族學研究所。 

Wertsch, J. (1985) Vygotsky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i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如引用的文獻為文章的合輯或合輯中的某一篇文章，則寫法如

下： 

劉正、Arthur S akamoto、楊文山（1996）。教育年數與企

業規模對於薪資產生的邊際效果:以台灣地區為例的

模式分析，載於陳肇男、劉克智、孫得雄、江豐富（合

編），人口就業與褔利（頁 155-176）。臺北：中央

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Althusser, L. ( 1972)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B. C osin ( Ed.)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society (pp. 243-80). London: Penguin. 

(5) 如引用文獻是翻譯者，請標明「合譯」或「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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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淑敏（譯）（1994）。P. A . M cBroom 著。成功的專業

女性（The third sex: The new professional woman）。

台北：遠流。 

(6) 如果引用的文獻是會議論文，則寫法如下： 

周平（2009，5 月）。從跨國婚姻子女教育談多元文化與肯

認的正義。論文發表於南華大學舉辦之「第七屆意識、

權力與教育—跨國婚姻子女教育情形」研討會，嘉義

縣。 

(7) 如果引用的文獻是技術報告： 

張建成、黃鴻文（1993）。光復以來台灣山胞教育成就及

其家庭相關因素的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

報告（NSC81-0301-H-134-501-J1）。台北：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 

(8) 如果引用的文獻是報紙文章，需列出作者姓名（若無作者則

免）、出版時、篇名、報紙名稱、版次： 

司馬榕（1996，9 月 30 日）。猶太的「師說」和吾人的「師

說」。中國時報，9 版。 

(9) 如果引用同一作者同年著作兩篇以上時，於年代後加 a、b、c…

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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