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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公務禮儀篇 

                               國防部政風室 

在部隊擔任採購業務人員的小明，一日接獲長官口頭指示，以主官行

政事務費 5,000 元購買紅酒禮盒 10 盒（每盒 500 元）分別送給與

部隊有契約往來的 10 間廠商，作為年節賀禮。小明覺得不妥提出反

映，長官回復：這是利用公務費用支出，屬於公務禮儀，歷來都這樣

支出，承辦核銷的主計單位也都審核通過，沒有問題…… 

案例研討：  

一、是否為廉政倫理事件？ 

「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下稱廉政須

知）對於廉政倫理事件的定義較行政院

頒訂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來得廣泛，

凡是由國軍人員之贈送、受贈、受邀、 

邀請，不論主被動，均有適用；本案係由國軍人員主動贈與，即

為廉政倫理事件之適格而有廉政須知之適用。 

二、職務上利害關係？ 

按廉政須知所定義之職務上利害關係，不管係指和機關間已有指

揮監督、獎勵補助或契約給付等明確關係之個人、法人、團體，

即使是尚處於尋求、接洽合意階段或因機關業務決定或執行與

否，將遭受有、不利影響者，均屬之；且其認定範圍係以機關為

單位，所以凡是與機關有職務上利害關係，則機關內部的任何 1

員，均視為與其有職務上利害關係。本案受贈紅酒禮盒的 10 間

廉政倫理事件處辦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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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與機關有契約履行關係，與機關的任何 1 員均有職務上利害關

係，自不待言。 

三、職務上利害關係者間，例外得贈受財物之事由？兼論餽贈資金來

源： 

（一）為維持機關廉潔自持形象，避免個別事件引發外界不當聯

想，廉政須知對於機關與職務上利害關係者間之餽贈互動，

採取較嚴謹之限制，除有例外規定，原則均為禁止，並應辦

理登錄。 

（二）由於廉政須知之訂頒目的，在於杜絕引人有瓜田李下不當聯

想之「行為表徵」，所以有關餽贈、利益或飲宴之資金來源，

究出於公務支出或私人自費？並非考量因素，亦和相關行為

及所應適用之規範內容毫無關聯；故本題紅酒禮盒雖係以公

務費用購買，且依得依主計法規辦理核銷，但絕非可與「公

務禮儀」劃上等號。 

（三）依廉政須知之規定，符合公務禮儀之贈與行為，並無金額上

之限制，亦毋庸辦理登錄，惟為避免此一例外事由過度放大

致衍生為「新原則」，有關公務禮儀之涵攝認定，應採「例外

從嚴」模式，亦即應自「原因」與「對象」作嚴謹認定。本

題受贈之廠商並非屬於公務機關或與公務執行有密不可分關

係之對象，且贈與原因亦非屬公務需要，相關贈送行為並不

得解為「公務禮儀」而得為例外允許。 

（四）廉政須知中，其實有作較貼近現實社交活動面的放寬，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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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間，倘有在市價 500 元以下之微價餽贈， 

  在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下，係例外許可進行，且毋庸辦理登 

  錄。本題機關對於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個別 10 間廠商，分別贈 

  予 500 元之紅酒禮盒，即屬典型。 

四、結論 

本題機關及其成員任 1 人與獲贈紅酒禮盒之 10 間廠商，均具有

職務上利害關係，原則上不得為餽贈財物、利益；雖在無影響特

定權利義務之虞的微價餽贈，係例外許可，且毋庸辦理登錄，惟

慮及本案受贈人數較多，且均具職務利害關係，建議仍應辦理登

錄並副知機關監察（政風）單位為宜。至相關購買餽贈之資金來

源為何？並非適用廉政須知關切之重點，亦不因此而左右適用內

容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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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遊戲」背後的真實情報戰：關於 Enigma 密碼

機的那些電影與歷史故事                       

（本文非完整版，摘錄自關鍵評論網 /Emery Chen） 

一、1926，ENIGMA 

1918 年的 4 月，有個名叫亞圖‧雪畢伍斯（Arthur Scherbius）的

創業家給德國海軍寫了封信說：他手上的一項機器專利，可以幫助軍

方在加密通訊內容的時候，「不管幾百萬次都不會產出重複的結果」。 

這玩意兒當然就是 ENIGMA──不過，還不是我們在電影裡頭看到

那種放在木箱子裡的輕巧版本。這時候的 ENIGMA 還停留在改良階

段，而它第一版的原型機據說重達五十公斤，還沒法讓人家隨身帶著

趴趴造。 

雪畢伍斯先生顯然認為

ENIGMA 是一樁好生意，否則

他也不會投注心力在這台機

器的不斷改良上了。實際上，

同時代跟他抱持一樣想法的

人，在歐美各地仍有許多，其

中還有些人也開發出了相仿

的密碼機器。但所有這些傢伙裡面，真正賺到大錢的只有雪畢伍斯。 

http://www.thenewslens.com/author/timeandimage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Scherb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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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德國軍方大規模地使用了 ENIGMA，英國的情報機關則

開始攔截到一堆讓人摸不透、猜不著的密文，以往的解碼方法不再管

用了。不過，戰間期的德國，有好長一段時間都陷在戰後賠款的泥淖

當中，爬不太起來，英國人因此倒也是不太緊張。反正短期內，德國

人不太可能來找他們的麻煩。而且英國的情報機關所要對付的潛在敵

人還所在多有，也就管不了那許多了。 

然而，別的一些歐洲國家，則會把德國的威脅擺在第一順位──比方

說是波蘭。如果你還有點印象的話，咱們的高中歷史講近代歐洲，「波

蘭」這兩個字，多數時候都是個被動態，而前面擺著的動詞，總會是

「瓜分」。18 到 20 世紀，這個國家夾在俄國與德國之間，一直以來

處境都頗悽慘，於是波蘭人會把 ENIGMA 的破解看得比別人都還嚴

重，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事實證明，他們的擔心是很有道理的─

─1939 年 9 月 1 日，德軍衝進了波蘭國境。如果你還記得考試卷上

的這道必考題，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 

於是現在，波蘭人要來挑戰 ENIGMA 的數學難題了，他們同樣從大

學裡面找到了一批頂尖數學家來執行這項任務。但是，要研究軍用版 

的 ENIGMA，就得先從戒備森嚴的德軍那搞來一臺才行。《模仿遊戲》

和《攔截密碼戰》的開頭都曾提到：英國人手上的 ENIGMA，是波

蘭人送給他們的。那麼，波蘭人又是怎麼把這玩意兒弄到手的咧？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8%E9%97%B4%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A1%E5%B0%94%E8%B5%9B%E6%9D%A1%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3%9C%E5%88%86%E6%B3%A2%E8%9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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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31，法國間諜，波蘭數學家 

用不著詹姆士龐德或魯邦三世出馬，德國人自己把 ENIGMA 送上門

了。給波蘭人送來這份大禮的傢伙叫漢斯提羅‧施密德（Hans-Thilo 

Schmidt），有些歷史學家認為他是整個二戰歷史裡面舉足輕重的一

名間諜（多麼重要當然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畢竟這個時代有太多人、

太多故事，都被認為是歷史的重要轉折點），但站在德國人的立場，

漢斯提羅就只是個不折不扣的叛國賊罷了。從 1931 年開始，這位德

國密碼局的局長特助，就不斷地把局裡的機密出賣給法國人，為他換

取到龐大財富。 

所有這些被出賣的機密裡面，也包括了 ENIGMA 的操作手冊及密碼

簿。不過，法國的情報官員對於 ENIGMA 本身，其實並不那麼感興

趣。這一方面是因為法國的密碼學家並不認為這些文件足以使他們重

建或破解這種機器，另一方面則是漢斯提羅所提供的其餘軍事情報更

引人注目。1930 年代，德國祕密進行的重整軍備，讓住在隔壁的法

國人大為緊張，他們的情報單位自然更渴望得到這方面的消息。而漢 

斯提羅的哥哥魯道夫‧施密德（Rudolf Schmidt）正好在德國軍方擔

任要職，漢斯提羅勢必可以藉著這個管道打探到德軍內部的諸多秘

密。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ns-Thilo_Schmidt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rman_re-armament
http://en.wikipedia.org/wiki/Rudolf_Schm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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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諷刺的是，1925 年，正是魯道夫在德國密碼局長的任內，批

准了德軍全面引進 ENIGMA。若干年後，卻輪到漢斯提羅把 ENIGMA

的秘密給賣了出去。換句話說，德國人在這場密碼戰爭上的成功與失

敗，都得算到這對兄弟的頭上去。） 

漢斯提羅帶來的文件既被法國人認為無甚助益，也就被法國的情

報官員轉送到了與他們有軍事合作關係的波蘭那裡。然而，他們

萬萬想不到的是：波蘭人竟然靠著這些參考資料的幫助，複製出

了一架 ENIGMA。 

或許可以說是迫切的危機感驅使波蘭人辦到了這件事，但也可能

只是因為他們掌握了關於 ENIGMA 的更多情報──1929 年，波

蘭海關就曾意外截獲德國人的一件包裹，裡頭赫然是一架商用版

的 ENIGMA。波蘭的密碼局立刻找來了專家好好地檢查了一番，

然後又原封不動地把這玩意兒送回德國人的手上。雖說商用版本

和軍規仍有落差，但這起事件，或也曾幫助波蘭的情報單位更深

入地認識這種密碼機器。 

但僅僅複製出機器是不夠的。現在，波蘭人還需要知道德軍每天

使用的「鑰匙」，才能正確地還原所有曾被加密的通訊內容。推算

這把「鑰匙」，才是對付 ENIGMA 的主戲。《模仿遊戲》的前三分

之二，一票人忙來忙去，為的就是找到這把每日不同的「鑰匙」。 

德軍通常把「鑰匙」表列在一本密碼簿當中，每個月更新一遍，

訊息的發送方與接收方會按著「鑰匙」的指示，給機器做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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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於是他們可以輕鬆地加密與還原訊息。相反的，沒有「鑰

匙」的人，就只能去找高手來開鎖。而在密碼的戰爭裡面，這樣

的高手，通常是數學家。 

波蘭人找來的高手很早就準備好要來破解密碼了，他們在大學時

代便已秘密接受波蘭密碼局的培訓。那時節，正逢波蘭在數學領

域取得爆炸性的進展，這批年輕的數學家因此置身於一個相當不

錯的學術環境。而在這場波蘭對抗 ENIGMA 的密碼戰爭當中，貢

獻最為卓著的人，叫作馬里揚‧瑞傑斯基（Marian Rejewski）。 

《模仿遊戲》裡頭圖靈曾經和他的頂頭上司說到：他的點子「啟

發於一臺老舊的波蘭解碼機器」，這臺炸彈機（Bomba）就是瑞

傑斯基的傑作──實際上圖靈的解碼機也被稱作是炸彈機

（Bombe），顯然也和瑞傑斯基的創意有些關聯。 

瑞傑斯基的故事畢竟沒有被拍成電影，所以我們準備給他一點掌

聲以後很快地跳過他的故事。總而言之，這位仁兄與他的夥伴們，

先是洞悉了 ENIGMA 的內部線路藉以複製這臺機器，其後又發想

出找「鑰匙」的辦法，幫助波蘭人獲取大量的德軍情報。換句話

說，早在圖靈之前，瑞傑斯基便已擊敗過 ENIGMA，拿下這場人

腦與機械競賽的第一次勝利了。 

麻煩的是：在瑞傑斯基的時代，ENIGMA 的三個編碼器（rotor，

或者常被翻譯成「轉子」）在三個插槽上共有六種排列組合，十萬

種以上的「鑰匙」，他的炸彈機因此能夠窮舉所有的可能性來尋求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ish_School_of_Mathematics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ian_Rejewski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mba_(cryptography)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mbe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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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答案。但在 1938 年底，德軍忽然給 ENIGMA 多配了兩種可

供替換的編碼器，加上額外新增的一些配線選擇，ENIGMA 瞬間

進化成電影裡頭那個能夠產出幾億兆可能性的超級怪物。 

而在瑞傑斯基還沒來得及運用他的智慧展開全面反擊之前，德軍

坦克陡然出現在波蘭邊境，二戰的第一聲砲響，已近在咫尺。 

三、1939，第二次世界大戰 

幸運的是，二戰開打之前，波蘭人及時地做了一個聰明的決定。

打從德軍升級了 ENIGMA 的配備，波蘭的情報單位便陷入了困

境。有好一陣子，他們都沒法再藉著通訊內容的破譯來打探德軍

的消息。在 1939 年初的歐洲局勢而言，這種狀況是很要命的─

─特別是當年的四月份，希特勒單方面撤銷了與波蘭的互不侵犯

條約，他的下一步打算要幹嘛，看來是再清楚也不過了。 

波蘭人明白自己的處境。為了不讓這些年來破譯 ENIGMA 的累積

經驗付諸流水，波蘭密碼局決定向他們的盟友展示自己的工作成

果。 

1939 年的七月底，距離德軍入侵波蘭僅僅五個禮拜以前，收到邀

請的英國、法國情報人員，在波蘭首府華沙齊聚一堂，其中也包

括了圖靈的頂頭上司丹尼斯頓，可能連軍情六處的那位孟席斯

（Stewart Menzies）先生也在那裡。而他們不敢置信地發現：

波蘭人不僅成功複製出 ENIGMA，甚至還拿到了「鑰匙」，並藉此

長期掌握著德軍的動向。 

更讓他們驚喜的是：波蘭人竟然慷慨地將 ENIGMA 的複製品以及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rman%E2%80%93Polish_Non-Aggression_Pact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rman%E2%80%93Polish_Non-Aggression_Pact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ewart_Menz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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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機的藍圖當作臨別贈禮。給英國的那一份，最後輾轉被送進

了布萊切利莊園。當《模仿遊戲》裡的丹尼斯頓與孟席斯初次將

英國的解碼天才召集在一起的時候，木桌子上擺著的那台

ENIGMA，也就是波蘭人送來的禮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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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最嚴格個資法（GDPR）才上路，臉書、Google

就被告，各面臨最高近 40 億歐元罰款             

（轉載自 iThome/林妍溱） 

歐洲個資法 GDPR 於今年 5 月 25 日正式上路，網路巨擘臉書、Google

當天就遭到控告強迫用戶同意。一旦被主管機關認定違法，Google 最高

可能被罰 37 億歐元，而臉書可能被罰 39 億歐元。澳洲隱私權律師

Max Schrems 旗下非營利法律網站 noyb.eu，在四項控訴案中代表

用戶控訴Google及臉書強迫使用者同意他們蒐集及處理用戶資料的

條款。他向法國隱私主管機關 CNIL 控告 Google，而其他三項申訴

案則分別向奧地利、德國漢堡及比利時主管機關針對臉書、

WhatsApp 及 Instagram 三項產品控告。 

Schrems 指出，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要

求提供使用者自由選擇，不論他是否同意廠商使用其資料。但是許多

使用者卻感受相反，他們上網站及 app 顯示難以計數的「同意對話

框」，往往威脅使用者若不同意，就無法使用其服務。因此 Schrems

以強迫同意（forced consent）為由控告 Google (Android)及臉書、

WhatsApp 及 Instagram。其中臉書甚至封鎖不同意的使用者，迫

使用戶最後只有刪除帳號或按下「同意」鍵兩種選項，「這不是自由

https://noyb.eu/wp-content/uploads/2018/05/pa_forcedconsent_en.pdf
https://noyb.eu/wp-content/uploads/2018/05/pa_forcedconsent_en.pdf
http://noyb.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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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只讓人聯想起北韓選舉過程的強迫行為」。 

The Verge 引述兩大網路公司對此項控訴的回應。Google 表示，該

公司從草創之初就已將隱私和安全內建與產品中，也致力於遵循歐盟

的 GDPR。臉書也強調從 18 個月以前就投入符合 GDPR 的準備，也

讓公司政策更清楚、提供使用者調整隱私設定的工具，方便他們存 

取、下載及刪除其在臉書上的個人資訊。 

本案開了第一槍後，「數位權利中心」（Center of Digital Rights）

也正準備控告網路公司非法將用戶資料用於發送廣告，或是單純將用

戶使用廠商網頁認定為同意他們處理用戶資料。 

 

https://www.theverge.com/2018/5/25/17393766/facebook-google-gdpr-lawsuit-max-schrems-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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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資安邁入新紀元：資安法立院三讀通過         

（轉載自 iThome/黃彥棻） 

延宕許久的《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是民進黨團列為優先的法案之

一，在 5 月 11 日召開的立法院院會中，順利完成三讀程序。 

一般而言，立法院完成三讀的條文，會在一個月內送交總統宣讀，之

後就正式實施。而根據《資通安全管理法》第 23 條規定，正式施行

日期將由資安主管機關行政院另外訂定公布。 

目前，行政院資安處也與法規會確認，總統公布後 6 個月內就會正式

施行，而第一階段適用的公務機關，就只有半年的準備期。假設母法

在 6 月 1 日公布，最遲 12 月 1 日實施，公務機關也將在 12 月 1 日

開始適用。 

行政院資安處處長簡宏偉指出，在 2017 年 4 月 27 日，行政院院會

已經通過行政院版的《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並於 5 月進到立法院

完成一讀程序，而迄今一年的時間，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三讀程序，

也是因為各界對於資安的重要性都有共識，加上《資通安全管理法》

已經是國家發展資安重要的法規基礎，主管機關更可以據此規範攸關

民眾權益的關鍵基礎設施業者，要求他們具有足夠的資安防護水準，

「《資通安全管理法》是臺灣資安發展重要的里程碑。」簡宏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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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法公布實施後，關鍵基礎設施業者一年後將適用該法規範 

簡宏偉強調，《資通安全管理法》立法通過後，三種機關類別將分梯

次適用該法的規範。首先，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務機關，是

最先適用資安管理法的規範，適用日期將訂在該法通過後的 6 個月生

效；其他提供關鍵基礎設施服務的產業業者，則是在該法通過後的

12 個月才開始適用資安管理法。 

至於其他非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的公營事業，或者是政府捐助達一定

比例的財團法人，則在資安法最後一波的適用對象，在立法通過後的

18 個月才生效；他指出，資安處也會在資安法通過後的 24 個月後，

蒐集資安法適用過程中的所有狀況，並會再進行全盤的檢討。 

他提到，行政院資安處將依法繼續制定相關的《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

細則》、《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資通安全情資分享辦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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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辦法》、《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以及《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辦理資通安全業務獎懲辦法》，同時，持續

對外界說明和溝通《資通安全管理法》，也是資安處重要的責任之一。 

刪除行政檢查條款，對遭駭不通報者進行重罰 

立法院這次通過的《資通安全管理法》中，主要是依據民進黨之前進

行委員會審查的版本進行審查，首先是刪除原先第 18 條「行政檢查

權」條文，行政機關將無法到受駭的關鍵基礎設施業者場域，進行資

安事件調查或是預防資安事件擴大，當中更明定，資安法的主管機關

就是行政院，同時在條文裡面，規範應該如何指定關鍵基礎設施的程

序。 

政府目前規定有八大關鍵基礎設施，包括：政府機關、電廠、金融業、

水公司和交通設施，而根據新版《資通安全管理法》規定，未來，將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徵詢產官學研各方意見後，才可以指定關

鍵基礎設施業者，相關名單除了要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也必須以書面

通知受核定單位。至於，原先在委員會條文中，希望可以將核定名單

送到立法院備查一事，則予以取消。 

為了促使受駭的特定非公務機關發生重大資安事件時，應該主動向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通報，避免知情不報的狀況發生，在《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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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法》第 21 條中規定，除了維持原先沒有落實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相關單位會被處罰 10 萬到 100 萬元外，對於資安事件知情不

報者，更採取加重處罰的手段，罰鍰從原先的 10 萬到 100 萬元，提

高到 30 萬到 500 萬元不等，並規定限期改正。 

另外，民進黨立委余宛如也提醒，國家的資通安全，不能只單靠一部

《資通安全管理法》，需要透過一套完整系統，涵蓋範圍從標準到人

才養成，以及資安觀念的提升，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的資安環境。她也

說，目前的通過的法案版本是各方妥協下的產物，行政院資安處也應

該繼續持續對外溝通，消除各界對資安法的疑慮與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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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法上路，以「開放」之名行「打壓」之實？──

方便、便宜、充滿新鮮感的 Airbnb，是否將淪為「純

體驗」平台？           （本文摘錄自換日線/ 黃惠農） 

當 2013 年日本成功申請到 2020 奧運主辦權的那一刻，社會瀰漫著

一股樂觀的氣氛。大量的建設、工作機會，還有爆炸性的觀光成長，

讓這個保守的經濟體找到了新的成長動能，而其中跟外國旅客直接相

關的產業：旅宿、交通等，更是直接受益者。 

根據日本觀光局的統計資料，今年光是 4 月份就有快 300 萬人次的

觀光客入境日本，前 10 名清一色為亞洲國家。2017 年，外國遊客

貢獻消費金額高達到 4 兆 4 千多億日圓（近 1 億 5 千萬台幣）。 

當旅館業還無法消化這些爆炸的旅客數量的時候，以 Airbnb 為首的

短租平台趁勢崛起。3 年內光是在東京，Airbnb 房源數量就有爆炸

性的成長，催生了如 AsiaYo 等台灣新創公司，瞄準說中文的旅客，

分食這個龐大的市場。與此同時，許多周邊行業也應勢誕生，例如民

宿專用 Wifi、媒合房東與經營者的平台等等。 

https://asia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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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根據日本的《旅館業法》，民宿需向厚生勞働省申領牌照，證

明民宿的設施符合消防、衛生與建築安全等規範，才可合法營運。與

此同時，大部分日本的 Airbnb 經營者都是無牌的，換言之，屬於違

法經營，很難保障到住客的權益。 

如今，為了因應 2019 年世界盃橄欖球賽，與 2020 年東京奧運的大

量旅客，日本將於今年 6 月 15 日開始實施《住宅民泊事業法》（以

下簡稱《民泊法》）。過去僅在東京都大田區與大阪府大阪市等部份特

區許可的法令，將在日本全國解禁。據路透社報導，這項即將上路的

法案，是亞洲第一項針對短期房屋出租服務所訂的國家法律規範，有

利於住客「合法入住」。 

然而，儘管 Airbnb 訂房便利、價格往往較旅館便宜，又能融入當地

生活，但與此同時，增加的房源和住客，也帶來不少社會問題。 

我自己在東京留學時，曾利用課餘時間經營數間房源，深知「陌生人」

入住民宅，對於日本人保守的文化習慣，將造成什麼樣的衝擊與影

響。以下就個人經驗，並參考財星雜誌 Leigh Gallagher 訪談 

Airbnb 創辦人所著一書《Airbnb 創業生存法則》，談談我對日本

Airbnb 合法化一事的看法：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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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陌生人風險高，將與日本文化產生衝突 

這一年來，我接待了上千個來自 30 幾個國家的旅客，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愉快的體驗。有些房客甚至會留下來自他們家鄉的土產，雖是第

一次見面，卻像拜訪老朋友那般親切。 

在 Airbnb 的住宿，帶有一點不確定性與驚喜──你可能會遇到房東

的貓，也可能被邀請參加一頓道地的晚餐──它彷彿是專屬千禧世代

的產品，代表了追求與眾不同的年輕人，在全球形成社群，彼此越洋

交流，分享這種自由的生活風格。 

與之相對的嬰兒潮世代，對住宿的追求恰恰相反，比起「與眾不同」，

他們更希望能得到「相同」的、可預期的服務──從歐美到亞洲，都

能保證入住相同擺設的「商務套房」，並有系統的管理住宿品質與安

全。 

不過近年來，隨著 Airbnb 房源和使用者增加，已經有越來越多「長

輩」願意到相對便宜的 Airbnb 嘗鮮。然而，這也意味著無論是屋主

還是房客，都越來越不容易控管，很多人開始抱怨以前新鮮有趣的

Airbnb「沒有以前那麼酷了」──不僅房客不滿意房間，房子的主

人也對參差不齊的房客素質感到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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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曾經遇到惡意破壞房間的旅客，先別說床組、牆壁被蠟筆畫得到

處都是，整個房間包含廚房的大大小小角落都是（結塊的）咖哩醬，

甚至還有吃剩的零食。這類突發狀況也是一般平台所要克服的難題之

一，畢竟再怎麼完美的評價系統，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過去在日本，也曾有不少外國旅客因未執行日本的垃圾分類，或玩太

「嗨」影響到社區居民的情事發生。在日本這樣保守、講求個人空間

與社會秩序的居住環境，對於「惡房客」的容忍度相對其他國家更低，

這種突發事件多了，除了難免讓屋主或受影響的鄰居抓狂外，亦容易

受到政府的「關心」。 

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排擠，在許多國家都有先例 

其次則是與既得利益者的衝突。在紐約等大城市，空屋率只有 3%左

右，Airbnb 的高投報率排擠了原本的長租市場，原本就租不到房子

的紐約人，還得面臨房租上漲的問題，於是當地居民與旅館業者聯合

起來反對 Airbnb 等短租市場進入，逐漸成為常態。 

在舊金山、紐約、巴賽隆納等大城市，居民們對於 Airbnb 的反彈更

是劇烈，原本主打「共享」城市裡「多餘」空間的 Airbnb，卻逐漸

開始瞄準「商務旅客」，因為這是一個高頻的「剛性需求」。過去不把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9A%E6%80%A7%E9%9C%80%E6%B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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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放在眼裡的旅館業，被踩到了紅線，必須開始積極的對抗這個「超

級獨角獸」。 

在日本，自古以來商界跟政界就一直保持著「緊密」的關係，不難想

像旅館業很可能透過政商「交流」，對日本政府的決策產生一定程度

的影響，Airbnb 在日本的前景，未必如表面上看起來「樂觀」。 

法規看似開放，實則有如變相禁止 

最後，仔細檢視法規內容，更會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新法規

定，Airbnb 及其他短租媒合平台，一年營業不得超過 180 天，並賦

予地方政府增修條文的權利。比如法規最嚴謹、外國人也最多的新宿

區，增加了平日不能營業的條款，一週只能營業兩天，一年 100 天

──這對很多不動產的長期投資者來說並不合算，因此政府表面上是

「依法開放」，實則卻彷彿「變相禁止」。 

新法上路後，若沒有登記的房源將無法登上平台，原本 3 萬多間各具

特色的房源，到現在為止只有 719 間正式向政府登記，讓人不禁懷

疑：強大如 Airbnb，在日本是否也得開始轉型為媒合「純體驗」的

平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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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鞋救命》楊右任：用舊鞋搭建起台灣與非洲間的

公益之路（本文摘錄自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文：廖

元鈴、吳易真／攝影：陳鏡仁） 

「當你有一個夢想或願

景是跟一般人不一樣的

時候，身邊的人一定會

沒辦法理解你，尤其是

做慈善這回事。」楊右

任緩緩道出這幾年的心路歷程，因為他從沒想過一張上面寫著「舊鞋

・救命」的海報，會讓他意外開啟一條翻轉非洲孩童命運的道路。 

被認為是魯蛇  卻用行動帶來翻轉人命的力量 

如果將楊右任過去的經歷實際攤開來檢視，他僅有國中學歷，出社會

工作也僅領 22K，完全能夠被社會貼上「魯蛇」（Loser）標籤，卻

在因緣際會之下，聽到在非洲擔任傳教士的岳父分享他在非洲的所見

所聞。岳父說，非洲當地孩童因為沙蚤病——寄生蟲從腳指頭縫隙鑽

入人體體內，公的吸血、母的下蛋——每個孩子都有雙腳潰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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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這個問題，右任的岳父當時還自掏腰包、回加拿大購買鞋子再

塞進行李箱內，一箱一箱的帶回非洲。但無奈的是，每次發放鞋子時，

數量遠遠不足以提供當地的孩子，不幸排在隊伍較後端的孩子們，臉

上都難掩失望的神情⋯⋯ 

當時才 27 歲的右任，想到先前從事製鞋的父親，倉庫裡還有許多鞋

子的庫存，同時右任為了幫助當地的孩子們都能夠穿上鞋，於是設計

了一張募集物資的海報，並在海報上大大寫著：「舊鞋，救命」。想不

到這四個簡短而有力的字，短短幾天就引起熱烈迴響，一口氣就有

5~6 萬雙舊鞋湧入他們家。 

因為堅信「能帶來改變」，讓楊右任一做就「欲罷不能」，除了定期募

集舊鞋，右任也關注到當地孩童不只面臨沙蚤病的威脅，還有喝不到

乾淨、清潔的水，或女孩因生理期而中斷課業喪失受教育的機會⋯等

其他問題。 

楊右任說，「他們有了鞋子穿，但他們還是在喝髒水。」說到這裡，

楊右任的表情更為認真：「如果要持續守護當地非洲孩童的笑容，只

做舊鞋、舊衣募資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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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開始投入當地，與當地的夥伴一起合作，協助他們挖掘乾淨

的地下水、建造水井，更把每次運送舊鞋的貨櫃，就地利用打造成「貨

櫃學校」，將課桌椅及電腦搬進貨櫃變成「教室」，培養當地的孩子們

都能上學、受教育。同時，學習如何耕田種植農作物、飼養雞等能夠

自力更生的技能，此外他甚至啟動「愛・女孩」計畫，帶團教當地的

婦女縫製布衛生棉，讓女孩不因生理期而中斷課業並改善她們的衛生

條件。這些計畫，都是要讓當地人都能學會「拿著釣竿釣魚」，而不

是「只會吃魚」。 

外界批評聲音，是挑戰也是信念考驗 

「1、2、3，⋯每數完 3 秒就會有 1 名兒童餓死，這是我們都知道的

數據，但我們卻毫無感覺。沒有人願意挺身而出。有趣的是，不挺身

而出，選擇回家看劇、玩遊戲的人，反而不會遭受到攻擊。」楊右任

無奈分享著這幾年經營「舊鞋・救命」計畫所遇到的抨擊與挫折。 

當時，他剛起步的時候，還有掌聲與支持，但隨時間拉長，只有 22k

收入的他，就屢屢被人質疑「自己賺這麼少薪水，還要做慈善？」、「你

又沒有身份和地位，要怎麼做慈善？」等聲音，但右任特別跟我們分

享了一個小故事，讓我們瞭解到他為何能夠如此堅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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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右任說，當時有許多志工並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影響力有多大，剛

好趁一次機會，他帶著志工來到非洲第一線，和當地非洲孩童互動；

結束之後，楊右任才跟他們分享數據：非洲孩童每 10 個將近有 6 個

就會死掉，甚至因為飲用骯髒的水，3 歲以前就會死去。志工們聽聞

後難以置信，原來剛剛與自己互動的那一群小朋友中，有超過半數的

孩子無法活過 3 歲。志工們紛紛掉下眼淚，那時，他們才真正感受

到——「原來我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是真的會改變人的生命。」 

他也堅定地繼續說，每當遇到這些不同的聲音時，他都會和身邊的夥

伴說：「你的責任不是滿足那些批評的人，而是如何滿足這些孩子們

的需求。」也因為堅信這份慈善事業，就是他的人生使命，讓右任儘

管跌倒了，也堅持要爬起來，繼續勇往直行。 

不僅帶物資還要到當地培力，預計攜家非洲蹲點 

談到「斜槓青年」，楊右任笑說或許是因為現在的時代的轉變太快了，

有太多的資源、工具以及社群媒體的發展，可以讓我們在同個時間做

到很多不同的連結與不同的工作內容。因為有新的工具與軟體的開

發，讓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可以做到身兼不同身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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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論是推動布衛生棉編織教育、教當地人如何耕種養育農作物，《舊

鞋・救命》計畫讓右任一步步改變起當地人的生活。在技術培育的同

時，對他來說，最在意的，仍是是否能培養出當地的領導人，在未來

楊右任離開之後，繼續帶領這些計畫持續前進？ 

為了做更深入的檢視，楊右任打算今年 7 月要帶妻子與三個女兒，全

家人一起搬到非洲當地蹲點至少半年，除了觀察當地人的改變之外、

就近到非洲當地扎根、進行培育當地接班的領導人之外，更是希望能

有計畫性的推廣「偏鄉翻轉計畫」，讓這項計畫能不斷地推行、實施。

讓全非洲都能有機會能因為他的慈善計畫，徹底點亮所有非洲孩童的

生命之路。 

被問到如果能跟過去徬徨的自己、或是正猶疑不決不知道怎麼選擇人

生道路的青年說一句話，本身為虔誠基督徒的楊右任說：「你一定一

定要記得，為什麼上帝將你召喚到這個使命當中。」他說：「你一定

要記得保持初衷。當你走到很困難、很掙扎的時候，會有很多痛苦。

因此，你一定要記得你當初選擇投入的初衷是什麼。」 

毫無疑問，走過過去種種辛苦，楊右任會繼續保持著他的信念和初

衷，改善非洲孩童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