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台中一中高一歷史下學期第二次段考考題 

 

一、單選題： 每題兩分 

 

1. 「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際，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以上杜恕所描寫，古漢

族實質滅絕，而轉而和北亞新血液融合，成為新漢族成長的年代為何? 

( A ) 戰國 ( B )魏晉 ( C ) 安史之亂 ( D )靖康喪亂 

2. 華北統治者變成阿爾泰或西藏體系的種族，說漢語的人也已經不是漢族，且說漢語的也和至今為

止秦、漢時代所說的語言不同。如此，漢字及其讀法泰半由老師口傳弟子以漢字傳統發音記錄下

來。此避免知識失傳所想出來的辦法被稱為反切。如東字，由德紅反切。狂，苦浪反等等。試問

此統一語音需要，何時體制化，成為基本考試要求? 

( A ) 兩漢 ( B )隋唐 ( C ) 宋元 ( D )明清 

3. 哪個皇帝築長城，將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區分開來。牆外游牧，牆內農耕，導致中國

史呈現所謂羌在漢藏之間的格局?  

( A ) 武丁 ( B ) 贏政 ( C )李世民 ( D )朱元璋 

4. 哪個城市從隋唐之後，愈來愈重要，成為東方絲路的終點，中國軍事基地，也是許多粟特人、突

厥人、契丹人雜居的都市。 

( A ) 北京 ( B ) 長安 ( C )洛陽 ( D )汴京 

5. 中國在哪個時代，因為飲水衛生開始獲得大幅改善，而導致人口爆炸，甚至可能破億? 

( A ) 兩漢 ( B ) 隋唐 ( C )宋元 ( D ) 明清 

6. 中國在哪個時代，人口幾乎超出當時土地技術與社會體制所能負荷。很多困難都來自於極端的人

口過剩，也因此出現所謂的東方的馬爾薩斯理論。 

( A ) 兩漢 ( B ) 隋唐 ( C )宋元 ( D ) 明清 

7. 受哪一史事的影響，中國幾乎完全放棄了傳統體制，如開始用時文，而非文言文；說自己是黃帝

的子孫；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放棄皇權權威所及之處就是中國的觀念，而進入條約體系中等

等。 

( A ) 安史之亂 ( B )靖康之難 ( C )鴉片戰爭 ( D )明治維新 

8. 「他甚麼都不會做，卻需索無度。我不斷遇到類似的蠢貨、肉腳、上司、權貴。他們總是有財富、

地位、名聲。走在上面，踏著輕鬆自在的腳步。我呢，有紙，有筆，有燈，再一個火盆，自給自

足，於願足矣。  我沒時間，從未有過時間。我沒時間溜達。他們有的是時間，因為他們甚麼都

不會做。他們走路、觀看、比較、評價。他們準知道哪兒有佳餚美饌。他們檢查、衡量、批判。」

試問上述這段話，最可能出在哪一本書? 

( A ) 寄食者 ( B ) 愛彌爾 ( C ) 鼠疫 ( D ) 異鄉人 

9. 有部舞台劇，鋪軌，講述三代移民故事，旁及日本移民的戰爭經驗。試問本劇主要意象，所鋪設

的軌道為何?  

( A ) 加拿大東西橫貫鐵路 ( B )美國東西橫貫鐵路 ( C ) 青藏鐵路 ( D ) 隴海鐵路 

10. 有件文物拍賣，拍品編號：41 

高度：27.5cm 

估價：HK$10,000,000 - 12,000,000 

來源：傳英國巴斯（Bath）安妮·瑪德琳·格羅夫（Annie Madeline Glover，1883 年生），後由家族傳

承重要亞洲私人收藏。安妮女士（Annie Madeline Glover），1883 年在倫敦出生，1910 年遠赴上海

教書。她在當地和會計師伯克史葛（James Arthur Burke-Scott）成婚並育有一子，至 1918 年不幸



喪偶。1922 年，她攜子乘半島東方輪船公司的「S·S 埃及號」郵輪返回英國，最終在英國西南部

城市巴斯（Bath）定居。 

試問此文物為何? ( A ) 玉器 ( B ) 印璽 ( C ) 瓷器 ( D ) 湘繡 

11. 胡適講中國哲學史，直接從詩經開始，相傳之前的完全捨棄。試問依此原則，我們講日本史，應

從哪裡開始? 

( A ) 天照大神 ( B )天智天皇 ( C ) 源氏物語 ( D )明治天皇 

12. 一般學者認為最早創造世界史的有兩個天才。一是以希臘語寫出歷史的希羅多德。他創造出地中

海型歷史，強國變弱，小國變強的命運轉換。以及歐洲戰勝亞洲的歷史宿命。另一位則在中國世

界中。試問那個中國人是誰? 

( A ) 孔子 ( B )司馬遷 ( C )司馬光 ( D ) 蒙古秘史的作者 

13. 有份豬仔契約說： 

a. 我保證服從。不論他們派我到田地上、村莊裡、還是私人家庭、工廠或任何地方……. 

b. 工作時間要根據工作性質由買主決定，有時只能斷斷續續休息。但是每隔二十四小時，可以集

中一段時間睡眠。早晚飯時間以當地工人的休息時間為準。 

c. 我必須遵守工廠，車間，田間和人家家庭所訂的規章制定。如在工作時間表現懶散或未執行園

主或監工的命令，但不足以構成刑事罪的錯誤時，我必須服從園主和監工的懲罰。 

試問此契約可能簽訂於何時? 

( A )十六世紀 ( B )十七世紀 ( C )十八世紀 ( D )十九世紀 

14. 有篇文章描述十九世紀著名商人章芳林。他是第二代移民。繼承父業後擴大經營，取得鴉片經營

權，兼營航運業和地產業。他還熱心公益，籌辦學校，興建廟宇，修建公園，成為英國殖民政府

頒太平紳士。試問這篇文章的篇名可能為何? 

( A )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 ( B ) 誰的疑問 ( C ) 鄉土中國 ( D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15. 電影軍艦島，描述日本帝國針對韓裔移民之強制勞動。此外，本片還描述慰安婦，甚至是日本快

戰敗時，日本軍閥試圖滅口，將此營隊轉成集中營或滅絕營。這部電影有很多日語，但片中所有

演員或工作人員中沒有一個是日本人。試問此韓國對軍艦島的描述，與日本之否認與拒絕參與，

可呈現下列哪一問題? 

( A ) 族群 ( B ) 性別 ( C ) 階級 ( D ) 經貿 

16. 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不僅參考很多日本史料，而且片中演員與工作人員日籍人士約佔一半。雖

然這片也跟韓片軍艦島類似，描述日本殖民政策之殘暴。試問賽德克巴萊在哪方面可能比軍艦島

更佳? 

( A ) 呈現莫那魯道的復仇意志 

( B ) 以日本精神呈現台灣人民 

( C ) 呈現戰爭對女人的不公平 

( D ) 賞善罰惡的歷史評論追求 

17. 『作為英國殖民時期的首都，仰光曾是個繁榮的貿易都市，完全不輸給同時期的亞洲大城，它是

20 世紀初東方最現代化、國際化的大城，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在 1927 年派駐仰光時便稱

它位在頂峰盛世，是一座「血汗、夢想和黃金之城」。然而，半個世紀不到，就在吉隆坡、曼谷等

鄰近大城急遽都市化、全球化的同時，「緬族化」的軍政府因發展社會主義使得商業動能幾乎枯竭，

直到 90 年代想要改採資本主義時，已經來不及。 

數十年間，緬甸像是從時間的齒輪脫落一般，無法往前推進。整個國家簡單得如同我出生之時的

台灣——甚至未及，樸實得讓旅人像掉進時光隧道。如果不是太在乎物質享受，在緬甸旅行其實

很舒服，晨起吃早餐時，能看到旭日初昇的金色光彩披在沿路托缽的沙彌身上。從樓上往下看，



只見紅色僧袍井然有序排滿了路，狀似螞蟻赤腳走過，卻宏偉如眾生；家家戶戶會派出一名代表，

恭恭敬敬地在旁布施米飯，像是迎著菩薩浴著佛光般虔誠。這正是我在緬甸第一個早晨看到的風

景，美麗得近似於一張立體明信片豎直在眼前。 

城市內，小巧精緻的巴洛克建築無所不在，烏鴉在屋簷上跳上跳下，跳到電線杆上，再跳到屋前

樹枝上。林蔭托出一個停滯在 60 年代不走的時代氛圍，壓過樹影的公車像是輪子再轉動幾次零件

就脫落般破舊，但人們仍爭擠著上車，在車掌叫嚷聲中，遞出捏在手裡的鈔票。車動揚起了路邊

灰塵，蹲坐路旁的食客毫不介意，賣柚木的姑娘吱吱喳喳地開心，低頭整理菜葉的攤販總忙個不

停。仰光街頭平和不見肅殺氣息，我甚至無法相信，這條血腥之地，如今毫無痕跡只剩滿天烏鴉

鴿子展翼。』 

試問：以下哪本書或許可解釋緬甸從時間齒輪脫落的經驗? 

( A ) 第三種猩猩 ( B ) 獨裁者的進化 ( C )國家為什麼失敗 ( D ) 少了微生物，我們連屁都放不出

來 

18. 承上題，是問那本書可能不會用以下何者當案例? 

( A ) 紐約與洛杉磯 ( B )墨西哥與加州 ( C )北韓與南韓 ( D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19 有部電影，開頭以青木瓜開頭，結尾以青木瓜結尾。不同於我們的木瓜，青木瓜潔白的籽總是帶

著陽光，晶瑩耀眼。這部電影就是一首詩。不會用過多的言語去展現內心情感，所有的事物都在有些

炎熱的天氣中充分的展現著。青色的木瓜，綠色的海芋葉子，青色的門框，青色的耳墜，旗袍，甚至

是青色的蚊香。四處是水和不曾離開的青色。這是一種充滿生機和希望，又讓人平和的顏色。 

試問本片可能描述哪一個國家? ( A ) 日本 ( B ) 韓國 ( C ) 印度 ( D )越南 

20. 「瘧疾」的兇暴，使莊嚴的朝聖之旅，化成疫病的溫床； 

「霍亂」的版圖，藉交通便利的無國界化，再展新勢力； 

「禽流感」的威脅，迫使高密度畜養的經濟方式，面臨挑戰；  

生活在樹上的靈長類遠祖，因跳蚤和體蝨而搔癢不已；初踏上地面的人類祖先，由於大草原瀰漫的昏

睡症而病懨懨；開始農耕的文明社群，遭血吸蟲症削弱了整體生產力；歐亞間的經濟貿易，致使天花

悄悄跟著商旅隊伍進入新地域；蒙古大軍勢如破竹，將鼠疫散布歐亞大陸；西方帝國靠著無心傳染的

天花，達成了殖民野心；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躍進，更是讓全球成為疾病大鎔爐。  

試問以下哪本書可能討論題幹上述的內容? 

( A ) 文明網絡 ( B ) 第三種猩猩 ( C ) 人類動物園 ( D )瘟疫與人 

 

二、非選擇題：共五題。第一題必答。另外請再挑兩題作答，每題二十分。 

 

1. 試摘譯這段選自輝格歷史解釋一書中的文字，並說明：甚麼是輝格歷史解釋 ( whig interpretation )? 

歷史學家所能或所該扮演的角色?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historian is the avenger, and that standing as a judge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rivalries and causes of bygone generations he can lift up the fallen and beat down the proud, and by his 

exposures and his verdicts, his satire and his moral indignation, can punish unrighteousness, avenge the 

injured or reward the innocent. One may be forgiven for not being too happy about any division of mankind 

into good and evil, progressive and reactionary, black and white; and it is not clear that moral indignation is 

not a dispersion of one’s energies to the great confusion of one’s judgement. There can be no complaint 

against the historian who personally and privately has his preferences and antipathies, and who as a human 

being merely has a fancy to take part in the game that he is describing; it is pleasant to see him give way to 

his prejudices and take them emotionally, so that they splash into colour as he writes; provided that when 



he steps in this way into the arena he recognizes that he is stepping into a world of partial judgements and 

purely personal appreciations and does not imagines that he is speaking ex cathedra. But if the historian 

can rear himself up like a god and judge, or stand as the official avenger of the crimes of the past, then one 

can require that he shall be still more godlike and regard himself rather as the reconciler than as the 

avenger; taking it that his aim is to achie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n and parties and causes of the 

past, and that in this understanding, if it can be complete, all things will ultimately be reconciled. It seems 

to be assumed that in history we can have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private points of view of particular 

historian; that there are "verdicts of history" and that history itself, considered impersonally, has something 

to say to men. It seems to be accepted that each historian does something more than make a confession of 

his private mind and his whimsicalities, and that all of them are trying to elicit a truth, and perhaps 

combining through their various imperfections to express a truth, which, if we could perfectly attain it, 

would be the voice of History itself. But if history is in this way something like the memory of mankind and 

represents the spirit of man brooding over man’s past,  we must imagine it as working not to accentuate 

antagonisms or to ratify old party-cries but to find the unities that underlie the differences and to see all 

lives as part of the one web of life. The historian trying to feel his way towards this may be striving to be 

like a god but perhaps he is less foolish than the one who poses as god the avenger. Studying the quarrels 

of an ancient day he can at least seek to understand both parties to the struggle and he must want to 

understand them better than they understood themselves; watching them entangled in the net of time and 

circumstance he can take pity on them – these men who perhaps had no pity for one another; and, though 

he can never be perfect, it is difficult to see why he should aspire to anything less than taking these men 

and their quarrels into a world where everything is understood and all sins are forgiven. 

2. 「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青。」試描述一個你所熟知的歷史人物，如司馬懿、曹操

或劉備等等，在後世人心中卻形象各異，而且變得愈來愈複雜的原因? 

3. 試從菊花與刀一書中，對日本的觀察，尤其是日本人的「趕拔魯」精神—— がんばる（頑張る） ，

「身體越沈重，鬥志更昂揚！訓練越勞累，結果越精彩！」，說明以下的現象。(案：過勞死的醫

生往往就是這麼來的。) 

界男今年二十六歲，他應徵進南部一家地區型醫院，擔任外科住院醫師。 

院長召集包括界男在內的十位新進醫師，進行勉勵。由於這家醫院工作量超大，但待遇低，醫師來到

這裡都有點勉強，當院長講話時，他們不是兩眼無神地放空，就是低頭滑手機，只有界男從頭到尾緊

盯著院長的眼睛，仔細聆聽，很快地，院長的眼神也不自覺停留在界男身上。院長講話告一段落，界

男馬上舉手發言：「院長的演講，讓我獲益良多！我家境不好，您能夠錄取我，讓我受寵若驚，一定

盡畢生之力，為醫院和院長爭光！」 

院長點頭微笑。其他醫師聽到了都抬起頭來，瞠目結舌。他們很意外，心中 OS：「挖靠，這什麼時代

了，竟還有人這樣講話？」之後，又紛紛低頭滑手機了。 

界男回到病房，見到外科主任，馬上衝向前去，對主任說：「せんせい（老師）辛苦了，我是新來的

界男醫師，您有什麼事，儘管交代我就對了。」 

主任說：「好，沒問題。歡迎你來我們外科，好好表現！」 

界男對主任行九十度鞠躬，並且維持了五秒鐘，直到主任離開才退下。 

界男進入開刀房，非常主動爭取操刀機會，學長們也樂意交給他任務。當他輪值病房，聽到病人按服

務鈴，馬上放下手邊的病歷衝過去處理，甚至連護理師的腳步都比他慢。他每天晚上十一點下班，隔

天早上六點已經在病房巡訪病人最新狀況，七點準時在晨會中報告。 

一個禮拜七天，他有三天在值班。同事涼光醫師推說家裡有事，沒辦法值班時，想麻煩界男代班，界



男還拍胸脯說：「涼光，小事不足掛齒，你放心，一切交給我！」 

就這樣，界男憑著過人的努力，收到了無數的病人感謝函以及紅榜。 

 

4. 殖民體制之所以能成功運作，喬治歐威爾認為：主要是因為被殖民者不乏像緬甸歲月中所描寫的

吳波金 (吳不是姓氏而是尊稱) 那樣的人。試述吳波金是怎麼樣的人? 並評論歐威爾這樣的觀察或

論斷合理嗎? 為什麼? 

 

在黏膩昏沉的客廳裡，珠簾之後幾乎不見天日，吳波金緩緩來回踱步，一邊吹噓著。他不時把一隻手伸進汗衫內，抓抓滿是汗水的胸

部，他的胸部肥肉不亞於女性胸部的大小。馬金坐在她的蓆子上，抽著細瘦的白色香菸。透過敞開的臥室門，可以看見角落有著吳波

金的方形大床，有著雕飾的柚木床柱如靈車，他在床上不知犯下多少強暴的罪行。 

馬金現在第一次聽到吳波金攻擊維拉斯瓦米醫師背後的「另一樁緋聞」。儘管吳波金相當鄙視馬金的聰明才智，他仍然經常讓她得知自

己背地裡的勾當。她是身邊的人中唯一不怕他的人，因此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他生活的樂趣之一。 

「嗯，金金，」他說，「妳看一切都順利按照計畫走了！已經有十八封匿名信，每封都是傑作。如果妳懂得欣賞，我會念幾封給妳聽。」

「但如果那些歐洲人沒注意到你的匿名信呢？那又怎麼辦？」 

「沒注意？啊哈，才不怕發生這種事呢！我想我知道歐洲人的想法。讓我告訴妳，金金，如果有什麼是我能做的，就是寫匿名信了。」 

這是真的。吳波金的信已經奏效了，尤其是對他們的主要目標麥可格雷格先生產生效果了。 

不過在兩天之前，麥可格雷格先生已經傷腦筋一整晚，想判定維拉斯瓦米醫師是否對政府不忠。當然，那不是外在不忠行為的問題，

其實相當不相干。問題在於，醫師是否是那種抱持煽動性想法的人？在印度，大家不是依照你的所作所為評論你，而是依照你是什麼

樣的人。即使是對他的忠心有絲毫懷疑，都足以毀掉一位東方官員。麥可格雷格先生自然也會譴責這樣無法控制的東方官員。他一直

苦思至午夜，看著一整疊的祕密文件，包括那五封他收到的匿名信，以及兩封魏斯特費爾德先生轉交給他的匿名信，用仙人掌刺釘在

一起。 

不只有信而已。各地也湧進了有關醫師的流言。吳波金完全明白只讓醫師背上背叛者的稱號是不夠的，必須從任何可能的面向攻擊他

的聲譽。醫師被控訴的罪名不只有煽動而已，還有勒索、強暴、凌遲、進行非法手術，在病人爛醉時進行手術，下毒謀殺，用交感巫

術謀殺，吃牛肉，販售死亡證明給謀殺犯，在寶塔內穿鞋，和憲兵隊的鼓手男孩發生同性戀關係。聽到大家對他的指控，一定會認為

那位醫師是馬基維利、瘋狂理髮師、薩德的綜合體。一開始，麥可格雷格先生還沒注意到這件事。他太習慣這類的事了。但吳波金不

斷發出的匿名信，則對聰明如他的人也能奏效。 

那和凱奧克他達的逃犯倪述歐有關。倪述歐在罪有應得的七年刑期當中，過去的幾個月來都在準備越獄，一開始他的同夥先賄賂其中

一位印度籍的獄卒，那位獄卒事先收下他給的一百盧比，用來拜訪瀕死的親戚，以及花了幾天的時間流連於曼德拉的妓院。隨著時間

過去，逃獄的日期也延了好幾回，那位獄卒也越來越懷念待在妓院的時光。最後，他決定向吳波金洩漏這個計畫，以獲取更多獎賞。

但吳波金一如往常，發現這是他的好機會。他用重刑恐嚇獄卒守口如瓶，接著在逃獄發生的當晚，晚到難以進行任何處置時，發了另

一封匿名信給麥可格雷格先生，警告他有越獄的事情發生。不用說，那封信裡當然說監獄的監督者維拉斯瓦米先生收賄縱容這樣的事

發生。 

到了早上，監獄內一陣喧騰，有往返穿梭的獄卒與警方，正在調查倪述歐越獄的事件。（他搭著吳波金提供的舢舨順流而下，已經到了

相當遠的地方去了。）這次的事件讓麥可格雷格先生措手不及。寫這封匿名信的人，一定是知情人士，關於醫師收賄的事很可能確有

其事。那是很嚴重的事。監獄的負責人收賄讓犯人越獄的話，一定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因此，或許當地人還不太清楚，麥可格雷格先

生卻相當明白，那些對醫師的主要控訴——煽動，可信度也變高了。 

 

5. 試問誰是無臉男? 你是誰? 在那裏哭泣的孩子究竟是誰?  

看宮崎駿的動漫與陶淵明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類似。可瀏覽人與社會變遷的故事，既指涉過去歷史，也映照著我們的未來。如如

龍貓中有拼裝車，描述日本戰後經濟素樸的狀態，然後到波妞有氣候變遷成為水世界的預言，雖然是想回復到泥炭紀。這在神隱少女

中亦然，我們看到隱射日本戰後民生凋敝，賣女兒到風俗業的悲歌；同時也可感受到宮崎駿想像中的日本八百萬神世界，在資本主義

侵蝕下，神明也墮落的嘆息。以下，我不能免俗，先約略介紹宮崎駿生平，方便我們理解他為何會成為日本「國民作家」：深刻反思日



本戰後歷史，浸潤、進而弘揚日本傳統神道信仰。 

一、 宮崎駿的伊底帕斯情結 

男孩長大蛻變，與女孩不同。男孩要與父親發展成競爭關係，才足以成為男人。女兒則是一輩子的女兒。佛洛伊德稱此父子關係為「伊

底帕斯情結」。 

宮崎駿家境很好。可是他這麼描述他的父親：「無政府狀態，玩樂至上、討厭威權，頹廢墮落的昭和摩登男。戰時靠支援前線的軍事工

廠賺了一大筆錢，戰後也不以為恥。他是個與天下國家或大局思維無緣的人。不過，在世時很重視自己的家人，並且貫徹到最後。父

親就是這樣一個人，活到了七十九歲。」 

對父親的情感，錯綜複雜，「總而言之就是不像樣而且丟臉，所以當時把它掩蓋了起來。」「父親那邊的家族過去經營軍用品工廠。我

爸竟然會說『史達林說人民是無罪的。』但是這些身為人民的叔伯們，總是講著自己在中國殺人的故，事。日本不是戰爭的加害者嗎? 

這些老頭們有沒有搞錯啊? 被這些長輩養育的自己，是不是也是錯誤的產物呢……那是一段不得不否定自我的日子。」有這種以自己是

戰犯為榮的父執輩，還靠戰爭發大財，這種反思或多或少讓宮崎駿動漫有著強烈的反戰氛圍。 

宮崎駿的母親美子，山梨縣農家女兒，待人親切，有強烈的正義感，愛多管閒事。她在宮崎駿讀小學時，脊椎受傷，經常住院，久病

不癒，總是睡在家裡常其鋪著的人形石膏上。她能起來活動時，宮崎駿已經快高中畢業了。他從母親那裏感受到死亡氣息，因此在母

親面前總表現出「好孩子」的模樣。這樣的母子關係，與龍貓片中母親與皋月的親子關係，若合符契。 

宮崎說，他做動畫的原點是對「失落世界的憧憬」。此憧憬或許有部分是對體制教育的不滿。他即使到了中年，還是好多次提到對升學

考試厭惡至極，唾棄管理教育帶來的壓迫。甚至對於小學、幼稚園和托兒所是否該存在，都非常懷疑。中學階段看起來自由，但同時

也是被強迫、壓抑和鬱悶的時期。他不明白為什麼非得一定要念書才行。他也沒有變成不良少年的反抗意識與膽量，於是只好過著「都

在睡覺」的空白日子。 

此憧憬也讓他想創造動畫，虛構世界。希望那個世界解放了對僵硬現實感到疲乏的心、消沉的意志、紊亂的情感，讓觀眾的心變得舒

暢輕盈，給他們淨化過後，神清氣爽的心情。當然虛構要讓人相信原來也有這樣的世界存在，也就要經營動畫中獨特的現實主義，必

須產出一個和這個現實世界不同的另一個世界。虛中實，實中虛。宮崎駿動畫有三大實支點：戰爭經驗、環境問題和日本神道信仰。

這三大支點，恐怕也是日本國民同情共感的，所以才會讓他成為日本的國民作家。 

有關戰爭經驗，大泉實成介紹過一個有名的小故事。 

就在日本即將戰敗前後，疏散區被空襲時。宮崎駿回憶說，在棉被裡一睜開眼，已經遭到空襲了。天空被染成像夕陽一樣的粉紅色。

全家人一起往外逃。先逃到防空洞裡，後來又逃到東武電車的堤防上。那裏也很危險。叔叔就回家，把卡車開出來。他們開著卡車跳

到城鎮外面去。叔叔坐在駕駛座上，嬤嬤抱著弟弟坐在副駕駛座。父親、哥哥和四歲的宮崎坐在後面的或台上，車子在烈火中穿梭。 

在那裏也有人在避難，我雖然對那時候的記憶有些模糊。但確實聽到有個女人的聲音說，請讓我們搭車。我不確定他是看著我，還是

我看到他跟父母親說些甚麼，總之就是抱著一個女孩的中年婦女，看起來很面熟，好像是住在附近的人。她跑過來說，請讓我們搭車。

但是車子就這樣開走了。 

此後，宮崎駿動畫裡的孩子們如果遇到那種狀況，都會毫不躊躇、不假思索地立刻採取行動幫助他人。宮崎駿只是想說教，讓我們變

成有道德的孩子嗎? 還是希望我們能義無反顧在戰火或災害中，幫助受困的人? 

我想事實更為複雜。那是種對決定見死不救的悔恨，或被迫得見死不救的被害意識。如果我們追溯到他被壓抑的潛意識底層，或許其

內心交錯著難分難解的加害者與被害、主動與被動的衝突。 

他有聽見，請讓我們搭車的聲音。宮崎想要伸出援手，就快拉到手了，但卻碰不到。想要對周圍的大人，尤其是父親，大叫，我們幫

助他吧，卻因為太害怕而叫不出聲。一次又一次，那個景象隨著戰火的記憶，在夢中反覆。那種沒能救到人，沒能讓他活下來的感覺，

對宮崎來說，就是倖存下來後永遠的痛楚。於是，就在記憶上頭加了蓋子。從對於升學考試的抑鬱，接著是好孩子這層防護罩，再到

對父母的反射，最後到了源頭：站在那裏抱著孩子的女性。 

宮崎在那個被抱在女性胸前的孩子，看到了自己。 

一個小孩子在那裏。 

那是個瘦小、孱弱、無力的孩子。 

那是個素味平生的孩子，卻也是自己見死不救的孩子，如同宮崎自身，就只是個孩子。 

他要做動畫，是要做給那個孩子。讓那個孩子這次可以活下來的動畫。他持續畫的，是讓那個孩子可以從自己體內找到延續生命力量



的動畫。 

那個孩子是對他父親，會公開講說不想上戰場，卻又靠戰爭賺了一大筆的男人的伊底帕斯。 

現實上，孩子們不是伊底帕斯，很難受到王子教養而長大。他們無論在戰爭、童工、飢餓、傳染病、虐待、性侵害等等層面，都一直

被犧牲著。今後也會一直被犧牲下去。 

孩子們會一直被犧牲掉。這個世界就是不斷的犧牲、踐踏、煣躪著孩子，日復一日。 

面對這樣的現實，宮崎駿的悲痛與憤怒有如暴烈怒濤。健全又普通的養育孩子，在某種程度實際上就是將孩子生吞活剝。救救孩子，

成為宮崎駿近乎妄想與瘋狂的感覺，也是他捨我其誰的使命感的源泉。 

可是想要幫助弱者的慾望，會因為佔有權與愛的扭曲，有時候會變成過多的暴力，甚至奪走他人的生命。到頭來，又是被動與主動，

加害與被害，努力活下來與被救活的糾結。彼此盤根錯節，累積到碰觸自身原點時，終於一刀兩斷。自己最後終究是努力存活下來的，

還是被救活的? 是殺人的還是被殺的? 一開始在那裏哭泣的孩子究竟是誰? 

那個孩子能擺脫成為伊底帕斯的命運嗎? 他能不挖掉自己眼珠，自我流放嗎?如果不行，有誰能陪伴? 看著吉卜力逐漸資本主義化，迪

士尼化，侵蝕小孩子的靈魂，八百萬神也墮落，那個孩子能不挖掉自己眼珠嗎? 如同崛越看著零式戰鬥機，載著數以萬計的年輕人去

送死般，能不自我流放嗎? 

二、 龍貓中的鄉愁 

龍貓對日本人而言，有無與倫比的鄉愁感，無論有形或無形的。 

龍貓的日本風景不僅僅只是不存在的烏托邦形象這麼簡單而已。 

電影裡美麗而莊嚴的風景，無疑是日本國家自然的想像力與印象，甚至是日本國民的普遍認同。耕地的田埂、關東土層的紅土、積雨

雲、雜草叢生的庭院、日西合壁的破爛房屋、沐浴在月光下的大樟樹……..這些意象，過去普遍被認為是日本昭和時代，東京近郊的偏

鄉地帶模型。很多人說它很像自己年幼時代和鄉下風景的寫照。 

宮崎自己說：「那個故事的場景，其實取材自許多地方，像是勝蹟櫻之丘的日本動畫公司附近。我自己小時候成長的神田川流域。現在

居住的所澤的風景啦，是全部的綜合體。負責美術的男鹿和雄是秋田縣人，多多少少也變得有點像秋田的樣子了吧。所以並沒有決定

一個甚麼特定的場所。」 

然而，龍貓的鄉下風景，將日本人各種體驗、記憶、幻想、虛構的內容東拼西湊地整合起來，片段拼湊在一起的馬賽克，或是拼布藝

術。那個地方好像在哪裡看過，但其實那裡也不是。那是日本偏鄉的地方風景畫。不可思議的，好像每個日本人都好像真的看過那些

風景，曾經在田野和森林中嬉戲、泥土的道路上有三輪拼裝車奔馳、吃著婆婆種的新鮮蔬菜和水果，沐浴在陽光下，玩水，在黑暗中

和奇妙的幽靈鬼怪交流，混在一起。連我這完全沒有日本昭和或平成經驗的台灣人，也被那種不可思議的懷舊鄉愁吸引，這究竟是為

什麼呢?為理解此鄉愁，我們不得不提到日本信仰，萬物有靈或八百萬神，跟台灣民俗信仰的類似性。 

台灣鄉野傳奇，如果小孩子迷失在滾滾濁流，遍尋不著，我們會說被魔神牽走了。如果小孩子不好養，老是生病，就要送給神當契子。……..

甚至是小孩子日本腦炎藥石罔效，我媽媽就焚香求日光檯燈，讓小孩子吃香灰而保健康。萬物有靈 animism，字根是 anima，具有呼吸、

靈魂、生命的意思。動畫 animation，字源也是 anima。有靈有赦，庇佑眾生。 

鬼怪和八百萬神，就在我們身邊。說不上來，就是，在那裏。既不知道長甚麼樣子，也不知道叫甚麼名字的一群神靈，就在身旁。如

果有意識到，其實我們生命一直承蒙著他們的庇蔭，像是熊貓家族中的熊貓父子，風之谷中的王蟲，天空之城的奇妙機器人士兵，龍

貓的龍貓和貓巴士，魔女宅急便的吉吉，魔法公主的小精靈，霍爾的移動城堡的奇異家人們，以及涯上的波妞裡數不清的妹妹……. 

龍貓那圓滾滾的身體能有那麼大的存在感和魅力，也正是因為祂沒有任何意義、理由、目的，就僅僅只是在那裏存在著而已的關係。

幾乎每個小孩從小就覺得森林、原野或深山的黑暗中有著不可思議的力量，有些東西就在身旁。這並不要有任何特別的超然感應。只

要是小孩，不管是誰都曾經有過那種純粹而感到非常恐怖和畏懼的記憶。這個世界，因此無形中的謎與不可思議，而豐厚飽滿起來。 

在我們今日單向度的世界中，最糟糕的就是不懂得意義與緣由，壓根沒注意到究竟有誰在身旁陪伴的無感症，對神靈的 surrounding 

company 無知。此身旁，surrounding，既不是上下關係(權力)，也不是左右關係(政治、意識形態)，更不是前後關係(競爭)或親近(同文

同種)和疏遠(他人、外來)的關係，只是有甚麼在身旁而已。龍貓喚起日本神道的鄉愁。八百萬神在傳統日本人的信仰實踐中，感應著

無所不在的無形力量、懷著樸實而敬畏的心情，從動物、植物、大自然和無機物等森羅萬象中，感應靈魂與生命的徵兆。 

日本人信仰的理想狀態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小巧、細微中，體認生命內在的慾望。八百萬神是民眾對於自然的各種敬畏恐懼之心的

混合體。例如紀記神話中，各種神明雖然從一開始就各自具備神話人物的形象，但都不是完整的人格神或造物神。日本神明是不安定



且不完整的神。研究日本神話的平野仁啟認為：神與自然、人類之間不可思議的流動性，就是日本自古以來的神祇特性。 

三、 資本主義與八百萬靈的墮落 

神隱少女中的油屋，是個很神奇的地方。那是八百萬神靈的娛樂場所，卻也是個集中營。那裏有奴隸勞動、性勞動和童工，卻也充滿

喜悅、歡樂與憂愁。消費者或客人變成了神靈，勞動者則成為沒有名字的奴隸。 

那裏既是八百萬靈的歡樂場，也是高度消費社會暴力分化的集中營。那裏也不只是虛構的實在，而是扎扎實實的社會寫實。有間名為

吉卜力工作室的企業，將八百萬神做成角色商品。所有勞動、消費都被主題樂園化，成為支撐起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實體。 

在此資本主義邏輯下，他們療癒、洗淨八百萬神，也賺取豐厚的金錢。八百萬神的存在已經和日式商品，或是在全日本的地方自治體

和商店街中過度生產的、數不清的吉祥物角色，沒什麼分別了。 

活在這樣的世界，龍貓鄉愁資本主義化的世界裡，是什麼感覺呢?尤其是如果你憧憬失落的世界，卻成為一個無臉男的話? 

與此平行的還有生態主義的墮落。1960 年代之後，生態主義興起，批判現代資本主義過度生產與消費主義。這逐漸蔓延開來的思潮，

卻也在 1980 年代之後的全球化浪潮中，演變成新自由主義的商品或流行時尚，如被斷章取義成導向二氧化碳排放權的市場買賣和環保

事業等等問題。 

如此，商品、記號、怪物、神明、角色們一股腦兒四處紛飛的自然環境，將這些東西全部像腐植土那樣攪拌在一起，不是浪漫回歸到

有機體大地的那種印象，而是像突然變種，如怪物般的總狀藻類入侵威尼斯海域且大量繁殖一樣，電視、螢幕就是充滿頹廢敗壞印象

和言論的集合。 

我們需要徹底接受，我們就是被消費、管理、操作且完全掌控的存在。實際上，不管對祖先哪一代的感覺而言會有多奇怪，令人毛骨

悚然的東西，對於生在這時代的孩子們來說，就是再普通自然不過的自然環境了。 

那是個自然 X，射向未來，還不斷變動中，卻已經逼迫我們不得不信任的自然。我們要透過工作的雙手感觸，成為無臉男，來實踐此

信任。 

無臉男是誰呢? 

戴著面具，像是半透明影子般存在的無臉男，為什麼會這麼固執的糾纏小千這種極為普通的女孩呢? 

油屋的員工是看不見無臉男的姿態的，連白龍和湯婆婆都看不見。從一開始注意到無臉男，一直到最後都照顧著無臉男的只有小千。

那恐怕是因為小千，一個數字編碼無足輕重的人，都沒注意到的，他和無臉男非常類似的緣故。 

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為了生產效率，不只是萬事萬物要標準化，各行各業的每個人也要標準化，才可隨時替換。那怕是總統、醫師和

老師皆然。只是前者是第幾任，後兩者則被化約成員工代號。 

標準化之下，每個人都是平庸的，也都可隨時被取代的。你我皆凡人，都是無臉男。 

無臉男一心一意想要跟著小千，盜取小千想要的東西(藥湯的牌子等等)當作禮物，想吸引小千的關懷。不久後暴走的無臉男，巧妙的誘

導出員工們的慾望，吞下他們的身體，擁腫肥大。它開始具有強烈的存在感，無限制地吃進美食，狂撒黃金，煽動出更強烈的慾望。 

無臉男其實也沒有主體的慾望。他是透過煽動、滿足他人的慾望，從他人身上得到存在感。僅此而已。他要製造莫大的騷動，明知故

犯持續喧鬧，不斷暴飲暴食，是因為他沒有其他可以確認自己存在的手段。他沒有辦法與任何神靈或任何人一起同樂、一起唱歌，也

沒有辦法打心底品嘗被招待的料理。 

無臉男小要送給小千一堆藥湯牌子和砂金，但小千拒絕了。 

「我不想要，我不需要」 

被小千刺激，深受打擊而暴走的無臉男，吃下油屋的員工，變得更巨大，呼喚小千。「來我這裡，小千想要甚麼，儘管說吧!」但是小

千不僅不回答，反而叩問無臉男。 

「你是從哪裡來的? 我要馬上出發去一個非去不可的地方耶!」 

無臉男呻吟「啊! 啊! 啊……」 

「你還是回去原來的地方比較好嘔! 我想要的東西你是絕對拿不出來的。」 

無臉男再次呻吟「啊! 啊! 啊……」 

「你不知道你家在哪裡嗎?」 

無臉男：「我想要小千! 我想要小千，我要定了。」 

「你是要把我吃了嗎?」 



無臉男變得像是一隻巨大的黑蜘蛛怪：「(捧著黃金)給我收下!」 

重點是小千的每個叩問，每一句，都一針見血的正中無臉男最痛的要害。他應該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他其實無「家」可歸的。 

我們可以把無臉男看作是被所謂全球化資本主義殺害的消費者們的幽靈。我們/他們沒有被殺害的自覺，是一群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死

亡的無數匿名者。連臉都沒有，是作為消費者的犧牲品。即使肚子裡塞滿了食物和娛樂，還是不滿足也不充實，都飽到作嘔了還繼續

吃，就像集約農場中的飼料雞一樣。想要買飼料雞來填飽自己的意圖，最後就是連自己的身體和慾望都成為飼料雞。就像千尋的爸媽

因為消費者邏輯，任意吃下神明的供品，最後自己也變成要被殺來吃的豬一樣。 

所以無臉男是沒有聲音的，只會「啊! 啊! 啊……」的一直呻吟。他一定不是出生三天後就早夭的孩子，或是還沒被生下來的胎兒們。

像無臉男的存在，也是只能像諾貝爾般幻想自己「要是沒被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就好了」的存在。 

但其實還有更重要的事實。 

小千雖然不曉得為什麼，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但其實那問題也跟自己息息相關( 也跟我們緊密糾纏)，根本刺中要害。 

「你還是回去原來的地方比較好嘔!」 

「你家在哪裡呢? 你應該有爸爸媽媽吧!」 

「你不知道你家在哪裡嗎?」 

如此，無臉男無止盡的暴飲暴食，只要被別人拒絕就失控的暴力性格，完全不考慮對方心情一廂情願送東西的過度慾望。這些消費慾

望，全球化的慾望與空虛感，也同樣存在千尋和我們的內心。 

但是小千沒有直接面對自己心中潛藏的慾望和與家人相處的空虛感。 

難道小千從來沒想過嗎? 

那樣的人才不配做我的爸媽呢! 

我才不想回去有那些人的地方。 

不知道家在那裡的人原來是我。 

我不只丟了名字，我連臉都沒有。因為我的家人或這全世界的人也都沒有臉啊! 

呼喚出我們虛無感的無臉男的原型是誰呢? 應該就是宮崎本人吧! 他有著宮崎內心的空虛、廢墟。事實上，無臉男無止盡的慾望，是

想被認同的渴望。消費主義、自我破壞和戀童癖交錯而成的東西，讓人不得不聯想到宮崎駿與八百萬靈共構的不穩定性。 

油屋對宮崎駿來講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縮影。那裡充斥著不合理、不曉得意義和理由的暴力，將憎恨與詛咒埋藏在人們心中的地方。 

不僅是神隱少女，宮崎駿動畫裡的孩子們，在他們看起來健康陽光的外表下，都有著不容易看見的傷，心靈創傷。有些是連本人都沒

有自覺的。娜屋西卡得不到母親的愛，王蟲的幼蟲又被大人們的雙手殘殺掉；巴茲的父親被世人抹黑成大騙子；小桑的雙親為了保命，

把自己的孩子丟給狼犬。宮崎自己在幼年時期，就莫名其妙懷著被爸媽吞噬的被害者意識。千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被雙親殺害了(為了

自己的慾望，將小孩賣給風化場所)。完全不知道原因和意義的血淋淋的創傷。那些創傷在孩子們的潛意識深處，讓他們一直持續暗自

流著淚，流著血。 

像格林童話，原本血淋淋的慘酷世界中，也有歡樂一般。幼年期像黑洞一般的心靈創傷，也都寄宿著潛在的喜悅。連在那個「不工作

就會消失」的油屋集中營，也還是燈火輝煌，充滿歡樂啊! 

這是八百萬神靈的墮落，也是宮崎駿對自己生涯意義，作為全球化資本主義一個螺絲釘的反思與叩問! 

你是誰? 在那裏哭泣的孩子究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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