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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奠儀組合包屬公務禮儀？ 

                               國防部政風室 

基礎事實： 

小彰擔任軍團指揮官的預財士，負責辦理主官行政事務費之核支事

宜，針對營區周遭鄉親間之婚喪喜慶等紅、白包致意事宜算是嫻熟，

對致贈金額之拿捏，亦能靈活掌握，總是能讓事務費之支出既符風俗

禮節，又不違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之規範……。但這回可讓他頭大

了，主官鑑於亡者是軍團火炮射擊場地地主的父親，基於人情考量俾

使即將到來的火炮射擊演習得順利舉行，所以想包大包點的，至於超

過正常社交禮俗額度的部分，就由他私人負擔，小彰不知這樣有無違

規？ 

一、為廉政倫理事件，且受贈雙方間具有職務上利害關係 

依「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下稱廉政須知）對於受贈財物乙

節，不論國軍人員於事件中為贈受者或受贈者，均有適用；另依

題意可知，贈、受雙方間其實具有「業務之執行與否容有遭受有

利或不利影響」之職務利害關係。是以，本案雙方當事人行為間

涉及金錢利益之移動，復有職務利害關係下，相關贈受應受國軍

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之適用。 

二、職務上利害關係者間之受贈財物，例外允許事由之尋找。 

    按「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四點本文之規定，禁止與具有職

務利害關係之人員有贈受，可以金錢計算之有、無形利益；僅於

該點但書所列 4 款事由時始得例外允許。本案情節所涉者為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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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儀之致贈，屬於該點第 3 款之例外事由，雖得允許，惟需注意

者，相關事由發端於社會往來活動，自應受正常社交禮俗額度之

限制；縱使具名者為機關（或主官），仍不得解為係同點第 1 款之

「公務禮儀」，以避免該款例外事由遭架空，甚淪為有心人士迴避

正常社交禮俗額度之藉口。 

三、有無逾越正常社交禮俗額度之計算基準 

    本案中致意之奠儀金額係由主官行政事務費與主官私人支應而

來，乍看之下與多數人「合包」之情形類似，惟二者並不相同。

所在原因在於，多數人合包之禮金或奠儀，其所署名、彰顯之表

徵，足使外界明確辨識係多數人運用合併方式所共同展現之意思

表達，不致引發意外聯想；然而由主官行政費與主官私下支應所

組合而成之奠儀或禮金，因主官身分即代表機關，無論是以主官

或機關名義，抑或主官、機關個別署名，均容易使外界產生混淆，

引發「瓜田李下」錯覺，為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所禁止之核心

現象。 

四、結論 

本題軍團主官為順利推展國軍

任務而欲以外加方式試圖突破

正常社交禮俗額度，個案提高致

意奠儀金額之作法，用意雖值肯

定，惟易引起外界不當揣測，應

予避免；以免赤忱愛國之忠心，遭變相曲解為利益輸送之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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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反而是大害――專諸魚腸劍 

(本文載自清流雙月刊 107 年 3 月號/文：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前校長 陳連禎) 

    春秋時代，吳王僚愛吃美食炙魚，被專諸刺死；看守夷門的小吏

侯生獻策魏公子，魏王有寵妾如姬，魏國兵權竟被奪；衛懿公最愛養

鶴，玩物喪志，竟因而亡國；秦始皇愛聽筑樂音，險些被高漸離所殺。

歷史殷鑑，多不勝數，你有最愛不足畏，怕的是有心人探知後，為了

爭權奪利，拿來運作才可怕。據《史記 ‧ 吳太伯世家》記載，楚人

伍子胥逃到吳國，為了報父兄被殺的私仇，洞悉公子光因王位爭奪想

殺堂弟吳王僚，於是推薦專諸給公子光。吳王僚十二年，公元前 515

年，楚平王病死，吳王僚決定趁楚國辦理國喪之機襲楚，趁吳王僚的

親信在外朝中無人時，伍子胥馬上面見公子光說明形勢「今吳王伐

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矣！」

公子光非常同意伍子胥的看法，便轉告專諸這件事，專諸毫不猶豫，

說道：「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

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稱謝，趨前

說：「光之身，子之身也。」公子光將心比心，讓專諸放心，沒有後

顧之憂。於是公子光先在府中密室安排好勇士，再邀請吳王僚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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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美食。吳王僚不疑有他，但是在赴宴途中仍沿路部署重兵；從王

宮大門到公子光家門，門戶、臺階、坐席，都布滿吳王僚的親信與族

人，衛兵人人手持利刃，夾道全面護衛。吳王僚赴宴，雙方杯酒交歡，

酒酣耳熱之際，公子光藉口腳傷疼痛，趁機離席脫身，退藏在重兵保

衛的密室中。而專諸依計出場，端上烤好的美味炙魚。當專諸走到吳

王僚前，他撕開魚肚，迅速取出魚腸劍刺向吳王。鋒銳利劍迅即穿透

吳王僚身上三層護甲，當場斃命，專諸雖死卻完成使命。 

    此後公子光繼承吳

國王位，是為吳王闔

閭。闔閭在伍子胥、孫

武的輔佐下，大敗楚

國，北威齊晉，成為春

秋五霸。專諸因為得到

公子光的尊重與禮遇，不惜犧牲性命。其中行刺過程，吾人思之，疑

惑謎團不少。首先吳王僚為何要冒險赴宴？想吃美食，地點選在自己

的府第，用外燴的方式豈不安全？其次他處處撒下重兵，層層密布，

大張旗鼓會不會影響食慾？又何苦大陣仗維安部署，搞得人心惶惶，

顯得不相信主人的維安能力？如此不合理現象，在在令人起疑。 

    史記裡〈吳太伯世家〉、〈刺客列傳〉，都語焉不詳。幸好東漢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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曄編著的《吳越春秋》道出我們的疑慮，問題解盲了。其實公子光邀

宴，吳王僚本來也有些擔心，他曾對母親說起這件事，母親分析說，

我看公子光的情緒怏怏不樂，常常出現羞愧而怨恨的臉色，勸兒子不

可不小心防範。可惜他雖有秦朝陳嬰之母避禍的天人智慧，卻沒有陳

嬰當機立斷的自知之明，未能急流勇退鴻門宴而遭殺身之禍。 

    為什麼吳王僚有危機感，還是敢於赴宴？實在太愛吃美食了，尤

其他特愛享受烤魚美食的味道。史載專諸受命協助公子光時，與公子

光曾有一番犀利的對話，最後被他感動才接受刺殺行動。重要的是，

他主動提問公子光：「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在

得知吳王僚貪吃美味佳餚後，專諸緊接著再問「最愛哪一美味呢？」

原來吳王最愛烤魚這一味！這正是專諸想要知悉的重要情資啊！既

然吳王最愛吃魚，於是專諸跑到如今的江蘇太湖邊，去找最好的魚

類，認真拜師學習做烤魚，整整學了三個月後，烤得有模有樣，終於

變身為烤魚的美食家。遙想當年，專諸學成歸來，意氣風發，要分別

讓大家品嚐烤魚，享受這天下美味，凡吃過這般烤魚的好滋味的，沒

有不大喊「讚」！唯獨好吃烤魚的吳王卻未吃過，心理上必然非吃這

最愛美味不可。因此，公子光主動邀請，吳王怎不食指大動，垂涎欲

滴？ 

    早年吳王只知伍子胥是人才，想重用伍子胥卻被公子光橫生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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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吳王卻不知其中兩人各懷鬼胎的內情；公子光知道伍子胥的企

圖，伍子胥也識破公子光的陰謀，兩人彼此相知相惜，也相互合作利

用，各取所需，骨鯁之臣的幹部如此有異心，吳王卻還是一無所悉。

後雖有吳王母臨行前的善意提醒，卻沒有發揮起死回生的喚醒效果，

未能攔下吳王赴死亡之約。歸根究柢，吳王外困於楚國，內無骨鯁之

臣，加上一心想要奪權的公子光虎視眈眈，吳王沒有繃緊神經，全力

做好應急準備，更不幸的是，他的最愛又為敵人所偵知，更轉而為智

勇雙全的專諸所探悉，終於成為他的罩門大害。 

現代人天天陷身於

網路資訊，雲端資料

全都露，有人卻常常

喜歡公開分享「我的

最愛」，到處打卡照

相，唯恐天下不知。

試想專諸既鎖定目標，又刺得可靠的情資，找到了對象的要害，再有

方法有步驟，步步到位地推演進行，終於一擊必殺；吳王至死仍不知

他的最愛，反而是他致命的大害，歷史的教訓真是深刻難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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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R 成駭客勒索「神助攻」幫手：錢交出來，不然

我就公開公司個資害你受罰       （轉載自智慧機器人

網/文：林厚勳） 

曾經引起網路災難的勒索病毒相信大家還記憶猶新，而現在駭客再度

捲土重來，但並不是綁架機密資料檔案威脅撕票，而是採用新方法：

威脅給錢，不然他們就會「把資料公諸於世」。 

鎖定中大型企業，竊取個資要脅公開 

來自保加利亞的資安公司 TadGroup 於 6 月 22 日發布了一份報告， 

文中提到了一種新形態的駭客勒索攻擊，被稱為「Ransomhack」。 

這種攻擊型態的前期與勒索病毒類似，駭客找尋受害者電腦的弱點， 

並試圖送入惡意軟體。但不同於勒索病毒在入侵後加密並鎖定所有檔 

案，執行勒索攻擊的駭客會將電腦中的資料竊取出來，並以此作為勒 

索條件。 

GDPR「神助攻」，企業若不從將遭受巨額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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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這樣的勒索並不會造成中大企業過於巨大的損失，尤其受影響

的資料並非公司本身機密，而是一般使用者資料；然而自從 GDPR

施行之後，若是企業發生個人資料外洩事件，將面臨歐盟針對企業開

罰全球年營業額 4%，或是最高達 2000 萬歐元（約為台幣 7.09 億

元）的罰鍰，這對於企業而言是一筆龐大的開銷。 

相較之下，通常執行勒索攻擊的駭客，要求大多是透過無法追蹤的加

密貨幣，支付約 30,500 到 61 萬台幣價值不等的贖金，與 GDPR 罰

款相比真的是太小了，許多受到攻擊的企業最後都會選擇支付贖金，

息事寧人。 

「通報義務」規定再補刀，企業怎麼做都虧錢 

然而，這樣還沒完，因為根據 GDPR 的規定，一旦企業遭遇資料竊

取事件時，必須於 72 小時內向主管機關通報相關事件。在 TadGroup

報告中舉例，他們保加利亞國內企業在相關事件中的主管機關，就是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而委員會收到報告後，就會依據企業的違規程

度，給予一定的懲罰。 

換句話說，若是企業被攻擊後，通報了主管機關，將會被懲處；但若

是付錢息事寧人，之後如果被查出來，還是會被懲處，而且懲罰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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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企業不管是想坦然面對，或是私下解決，最終似乎都逃不了被

罰的命運。 

隱私權政策符合 GDPR 了，那資安呢？ 

報告中也提到，根據可信的消息來源，這些受到攻擊的企業均是在

GDPR 法規上路後，有採取對應的規定修改與其它調整，以符合

GDPR 針對個人資料保護的規範，然而這些公司卻大多沒有評估到透

過網路、駭客攻擊所造成的資料外洩可能性。 

若是想避免相關的情況發生，報告中建議企業可以進行自我滲透測

試，執行模擬的駭客攻擊，並且從中發現漏洞，及時修補，避免自家

企業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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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勞動型態的極致：什麼是「自然人承攬」？         

（本文轉載自 WorkForce 勞動力量） 

什麼是勞工呢？依照《勞基法》第 2 條的定義，勞工是「受雇主僱用

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一旦符合此定義而被稱之為勞工，那麼就會

受到勞動基準法與其他勞動法令的保障。然而，我們曾在先前的文章

中約略介紹過幾種目前仍不在勞基法適用範圍的行業，顯然並不只是

「提供勞務並獲致報酬」就能稱為法定的「勞工」身份。 

2018 年 5 月，某立法委員在質詢勞動部長時提出了公部門有派遣人

力減少，但是勞動承攬增加的情況，兩種都是屬於非典型勞力型態，

但權益卻大不相同，你知道為什麼嗎？ 

首先，我們簡略介紹何謂僱傭、承攬與派遣關係，分述如下： 

一、僱傭關係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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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勞動關係基本上皆為僱傭關係，當然，有某些勞務提供型態也

會有部分的承攬性質，或許在勞動法上也會認定為勞雇關係，簡單而

言，受到雇主指揮監督以提供勞務並獲致工資，與雇主有從屬性質的

關係便為僱傭關係，如我們先前的文章提及的，實務上判定從屬性

質，會從三個層面來檢視： 

如以上所述，並依據大法官釋字第 740 號解釋：「勞動契約不以民法

所規定之僱傭契約為限，凡勞務給付之契約，具有從屬性勞動之性質

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仍應認屬勞動契約。」因此，無論勞

資雙方（或承攬關係的兩方）是約定僱傭關係或承攬關係，發生爭議

時仍應由第三方（如司法機關或勞政機關）依據上述的從屬性質來客

觀檢視雙方到底是屬於哪種關係。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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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攬關係 

承攬關係如《民法》第 490 條的定義「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簡單來說，在承

攬關係下承攬人所獲得的報酬，其對價關係著重於「工作成果」而非

「提供勞務的過程」，因此對於定作人而言，在一般的情況下應該只

會重視約定的工作或服務項目是否完成，至於如何完成的過程應不在

監督的範圍內。 

在承攬關係中，承攬人與定作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平等的而未有從屬

性質（當然現實中小包商還是要看大包商臉色），承攬人在工作時也

應該要有工作安排的自主權。因此，傳統的承攬關係並非為勞工身

份，自然也不會有勞動基準法的適用了。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49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49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49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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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派遣關係 

不同於日本訂有《勞動派遣法》，台灣的「派遣勞工保護法」在勞、

資、政三方反對下依然胎死腹中（或許只有派遣業者會支持），因此

在現行的勞動法令中，還是將派遣勞工的僱主視為派遣公司，而雖然

要派單位才是實際指揮監督勞工的單位，但因勞基法與其他相關法令

主要都是在規範「雇主」應提供的勞動條件基準，所以在派遣關係中，

派遣公司的角色還是最為重要的。 

然而在勞動部於 2009 年首度針對派遣公司進行的專案勞動檢查

中，根據統計，勞政機關當時在全國 1,411 家的派遣事業單位中抽

檢了 88 家，其中便有 76 家事業單位有違反勞基法規定，比例高達

http://laborpedia.evta.gov.tw/link1.asp?did=A013&result=yes
http://laborpedia.evta.gov.tw/link1.asp?did=A013&result=yes
http://laborpedia.evta.gov.tw/link1.asp?did=A013&result=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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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因此在現實的情況中，派遣勞工並不受到雇主重視，更不

用說我們還沒討論到定期契約有效性的問題。 

在瞭解了以上基礎的勞動型態概念後，回到今天的主題，到底什麼是

自然人承攬呢？ 

一般的自然人承攬存在於各種職業中，貨運駕駛、美甲美睫師、保險

業務員或按摩美體師等，有太多是我們同仁過去檢查經驗中有遇過僱

傭與承攬爭議的型態。當每個事業單位主張為承攬關係時，勞動檢查

機關就會更細緻地依照以上的從屬性質去判斷實際關係為何，當然，

很多時候也都需要勞工配合舉證，才能有效了解真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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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強調，承攬並不是惡法，也不是新的勞務型態，只是因

為雇主僱用勞工的成本日漸提高，才出現了許多扭曲承攬意義的勞動

型態，不得不說造成現今如此紊亂情況最大推手，就是我們的政府機

關。 

    在上圖中的第一種情況是典型的業務外包或勞務承攬，由承攬商

得標後再另外僱傭勞工從事工作，或派駐勞工到指定機關提供勞務

（即派遣關係）。但依照《政府採購法》第 8 條規定，自然人也可以

是投標的廠商，這樣的規定雖然保障了有能力執行部分較簡易標案的

自然人之投標權利，但也讓部分機關在招標時，用此方式來規避勞動

成本，即使勞動部於2016年2月4日以勞動關2字第1050125217

號函訂定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然而參考性的原則

也不被各機關放在心上，也造就了近幾年公部門勞動派遣人數降低，

勞務承攬人數卻增加的怪象（雖然只看統計數字不一定精確，但難論

兩者的數據消長沒有相關性）。 

最經典以自然人承攬來替代僱傭人力的案例，就以中華郵政所招募的

自然人廠商郵務士最著名。依據監察院於 2015 年糾正文： 

「由於郵件投遞須按址逐戶投遞，郵差除須熟悉當地環境外，尚須瞭

解當地居民生活起居情形，以致於外包投遞區段之繼續性郵件投遞工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7&FLNO=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7&FLNO=8
https://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60800131/%E6%94%BF%E5%BA%9C%E6%A9%9F%E9%97%9C(%E6%A7%8B)%E9%81%8B%E7%94%A8%E5%8B%9E%E5%8B%99%E6%89%BF%E6%94%AC%E5%8F%83%E8%80%83%E5%8E%9F%E5%89%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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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長期以來，多為同一特定自然人得標承攬，依照中華郵政公司

104 年 11 月 6 日調查統計顯示，承攬郵件投遞業務之自然人共 490

位，當中同一自然人承攬 5 年以上者達 371 位，占整體比重高達

75.71%。」 

    因此，該自然人所承攬的郵件投遞工作，明顯為「雇主有意持續

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這也

是勞動部對於勞基法所稱的繼續性工作的定義（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 1990 年 3 月 11 日台勞資二字第 0011362 號函）。 

    我們再從僱傭關係的三個層面從屬性來判斷，依據該糾正文所

載，中華郵政對於自然人承攬商有許多約束，包含投遞郵件時間、路

線或請假都有規定，並限制不得由轉包或委由代理人作業，等同在人

格上有一定從屬性。此外，自然人廠商所得的報酬與工作日數高度相

關，甚至於例假或休息日出勤會多給價金， 該性質其實與勞基法所

定的工資定義也相符，似乎在經濟上也有從屬性。 

    最後，自然人廠商投遞郵件的路線與區段，皆是由該事業單位明

確規劃， 再由自然人廠商與正職郵務士分別負責各投遞路線，居於

分工合作狀態，在組織上似乎也有高度從屬性，講白了就是以外觀而

言， 該自然人廠商與一般郵務士並無不同。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N2=0011362&cnt=1&now=1&lnabndn=1&recordno=1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N2=0011362&cnt=1&now=1&lnabndn=1&record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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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綜上所述，「自然人承攬」制度的問題在哪裡？其實問題不

在承攬制度本身，而在於事業單位為了規避勞動法令的責任，才以此

方式來招收自然人廠商，所以制度或許沒什麼問題，但曲解法令來運

用該制度的人才是最大的問題。雖然這不是唯一案例，如前所述，民

間也有許多單位把僱傭包裝成承攬來規避責任，我們期待中央或各地

方的勞動檢查機關，可以多花一點心思，拆掉在僱傭關係外的承攬包

裝，讓不熟悉法令或自身權益的勞動者，也能獲得合理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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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看到有人乞討，到底要不要捐錢？」大學教授、

《黑天鵝效應》作者和經濟學家各自回答是.....？           

（本文摘錄自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文：Stephen J. 

Dubner） 

不久前，我、佛萊爾與我們兩人的另一半一起吃飯。不知怎的，我們

聊到街頭捐款。由於那場對話實在太有趣，我提議再多問幾個人，請

教他們對街頭捐款的看法。受訪人士的答案如後，最後面有我和佛萊

爾的答案。 

受訪者包括： 

一、 在紐約州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教商業與政府的亞

瑟∙布魯克斯（Arthur Brooks），他也是《誰會真正關心慈善？》

（Who Really Cares: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一書的作者 

二、 泰勒∙柯文（Tyler Cowen），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作家、

「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部落格的版主 

三、 馬克∙庫班（Mark Cuban），多才多藝的創業家 

四、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經典著作《我在底

層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及多本書籍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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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知名的

漫遊者，以及《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隨機騙局》

（Fooled by Randomness）等書作者 

我們問每個人這個問題： 

你走在紐約市的街頭，口袋裡有十美元的可支配所得。你來到一個

轉角，一邊是熱狗攤老闆，另一邊是乞丐。乞丐看起來有酗酒問題，

熱狗攤的老闆看起來是正派市民。你會把口袋裡的十美元給這兩個

人嗎？如果會，你會如何分配？為什麼？ 

布魯克斯 

不論就實質意義或象徵意義來說，我們永遠都在面對這個問題。如果

你住在城市，你經常會碰到窮困的酒鬼，但到底是要給他們錢，還是

不給他們錢？你不免擔心，要是自己把口袋裡的零錢給他們，只會害

了他們；但如果不給，又太鐵石心腸了。 

我們不只在面對遊民時，心中有這種兩難。以公共政策來說，我們也

擔心如果一直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社會上有一些人會「過度」依賴政

府的救濟金。有些人甚至主張，要是提供外國援助，接受援助的整個

國家，就會失去自立自強的能力。這就是為何我們有各種相關諺語，

像是「給人魚吃，不如教人捕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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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些人非常害怕傷到貧困者的自尊心。這對某些人來說，意味

著對方要什麼、我們就該給什麼；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卻意味著慈善

捐款是在汙辱人、並不是一件好事，應該完全由政府的救濟制度取

代。美洲原住民因紐特人（Inuits）說： 「送禮送成奴，揮鞭打成

狗。」 

說了這麼多，如果我碰到喝醉的乞丐，還有正派經營的熱狗攤老闆

時，究竟會如何決定？答案得看我是否在乎：一、乞丐的欲望與自主

權；二、我的行善帶給這個世界什麼影響，以及效果如何？下列四種

不同的做法，將帶來四種可能： 

1. 如果我在乎乞丐的自主權，但不在乎自己的捐款會帶來什麼影

響，我會給乞丐一些錢，雖然他大概會拿去買酒喝，但是管他的，每

個人都有自由意志，對吧？我可沒強迫他買酒，雖然他可以買食物。 

2. 如果我在乎自己的捐款會帶來的影響，但不在乎乞丐的自主權。

那麼，我就會買一份熱狗送給他，或者更好的做法是，把錢捐給幫助

遊民的組織。 

3. 我在乎乞丐的自主權，也在乎自己的捐款會造成的影響。如果是

這種情況，那最難辦，通常解決的方式是徒勞無功地勸乞丐「去尋求

協助」。想想看，在街上這麼做會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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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不在乎乞丐的自主權，也不在乎自己的捐款會造成的影響。這

是四種情形中最好辦的一個。我會給自己買份熱狗，不去管那個酒

鬼。對了！請幫我加一點酸菜，再來罐健怡百事。 

我會選什麼？我通常會選 2，除非那天我特別懶，或是跟我走在一起

的人知道我寫了探討慈善的書—如果是這種情形，我有時會選 1。 

柯文 

我不是很喜歡給乞丐錢，因為就長期而言，給錢只會助長乞討行為。

如果乞丐一年能賺五千美元，想當乞丐的人，就會願意花值五千美元

左右的時間和精力，讓自己成為乞丐。這麼做的淨收益很小，甚至是

零。 

有個很極端的例子就是，人們謠傳印度加爾各答人會砍下手腳，以期

乞討到更多錢。我在我的《發現你的經濟天才》（Discover Your Inner 

Economist）這本書中，詳細探討了這件事。 

弔詭的是，如果向你討錢的乞丐有酗酒問題，給這種人錢可能還比較

有道理，因為酗酒問題讓人更可能四處討錢，他們是真的乞丐，不是

投機取巧的職業乞丐。不過，如果是酗酒的乞丐，給出去的錢大概會

被浪費在酒精上，所以我還是不想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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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喜歡吃熱狗，我會跟小販買，不會白白送他錢，因為當天過完，

他應該會把沒賣完的食物扔掉。如果錢無論如何都要送給小販，幹嘛

浪費一份熱狗？ 

雖然題目中沒有明講第三種可能的選擇，但我可以選擇撕碎那張十美

元鈔票。少了我這張鈔票，其他人手中的貨幣，價值會相對提高，所

有人都能夠獲利。由於許多美鈔都在我們貧窮的鄰居手上，尤其是拉

丁美洲，我創造的價值會跑到能夠存下美元的人士手中，包括許多辛

苦工作的窮人。我認為，這群人值得得到我創造的價值。 

不過，這個選項有兩件會令我擔心的事。首先，毒販和其他罪犯也持

有大量現金，我為什麼要幫助這種人？第二，聯準會可能會印更多鈔

票（他們的確常印），這樣會造成我創造的價值被抵消。 

不論你想怎麼做，有兩個結論。 

結論一：買熱狗。 

結論二：不要在紐約市捐錢。 

庫班 

我會把錢留在口袋裡，然後一直往前走，因為我沒理由沒事在街角送

別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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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瑞克 

我們能否先去掉這個題目明顯想引導我們說出的答案？就是：我會用

十美元買熱狗送給乞丐吃，再把零錢送給小販當小費。這樣一來，我

既獎勵了辛苦工作的市民，也確保不事生產的乞丐不會把錢拿去再買

一杯酒，讓身為中產階級的我，覺得自己做到了公平與正義。 

雖然我是無神論者，但在乞丐這件事上，我認同耶穌教大家的事。祂

說，如果有人想拿走你的裡衣，那就連同外衣也一起給他（祂的原話

其實是：如果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但對大部分的乞丐

來說，我們可以跳過法律程序。）耶穌不是說：先叫那個跟你要錢的

人來做酒測，或是先請他坐下來，給他來段精神喊話，要他懂得「專

心」與「設定目標」。耶穌說：給他那件該死的裡衣。 

說到宗教，如果乞丐纏著我要錢，那我必須給他一點錢。我怎麼知道

這個乞丐身體會抖，是因為酗酒，還是其實是得了神經失調的疾病？

除非我是這個人的假釋官，否則干我什麼事？此外，任何人好心請乞

丐吃熱狗之前，應該先想想或許這位乞丐吃素，或是只吃符合猶太或

穆斯林教規的肉。 

所以，如果乞丐跑到我面前，伸出他的手，而我有一張十美元鈔票，

我得給他那張鈔票。不管他是要把錢拿去買嬰兒奶粉，餵他快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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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還是要拿去買一品脫的雷鳥酒（Thunderbird），都沒有我的

事。 

塔雷伯 

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回答這個問題不會帶來有用的資訊，為什麼我這

麼說？ 

最近，我和杜伯納一起喝酒、吃起司（起司都是我吃的），他問我，

為什麼經濟學這門學科讓我這麼反感，當我碰上經濟學者時還會起過

敏反應？我不只心中過敏，而是身上真的起疹子。 

我最近搭乘英國航空（British Airways）從倫敦飛往蘇黎世，發現

走道旁坐著一個常春藤聯盟的國際經濟學者，穿著藍色西裝外套在看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我立刻要求換位子，如果能夠降

艙等更好，因為我想呼吸經濟艙沒被汙染的空氣。我那趟旅程的目的

地是瑞士山間一個靜養處，就像湯瑪斯•曼（Thomas Mann）筆下

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我不想看到任何會刺激神經的

東西。 

我告訴杜伯納，我在道德、倫理、宗教與美學等層面，對經濟學者過

敏。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主要的理由，我稱為「戲局問題」（ludicity）

或「戲局謬誤」（ludic fallacy）（源自拉丁文「ludes」，意思是「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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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這個詞彙的意思是說，以黑白分明的規則來模擬「戲局」，提

出具有學術風格的選擇題情境，但相關原則脫離自身的生態環境。 

在地球這顆星球上，通常不會出現脫離情境、具有考試風格的選擇題

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在校成績很好的孩子，表現會不如他們熟諳社會

規則的堂兄弟。此外，如果說人類有時和很多「謎題」一樣，令人感

覺反覆無常，那是因為測驗本身的設計有問題。套用心理學家丹•高

德斯坦（Dan Goldstein）一個術語來說，這叫「生態的無效性」

（ecological invalidity）。 

在真實的世界，從生態的角度來說，我們會依據情境做出不一樣的行

為。如果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你提出的問題，我會這樣回答：如果我

走在紐約市的街頭，我很少會肩負送給別人十美元的任務，因為我一

般會在想自己的下一本新書，或是要怎麼做才能活在一個沒有經濟學

家，或沒有分析哲學家的社會。至於我實際遇到乞丐和小販時會怎麼

做，則是要看順序：看是先碰上乞丐，還是先碰上小販。 

如果我碰到乞丐，我會抗拒腦子裡想要給錢的聲音（畢竟我已經透過

慈善機構，捐了很多錢出去），但我確定我不會成功。我需要先實際

面對一個喝醉酒的乞丐，才能確定自己會怎麼做。此外，我的反應也

要看我在碰到這個乞丐之前，是否先看到正在挨餓的孩童的照片，如

果我看到了，照片會觸發我的惻隱之心。此外，千萬不要低估個人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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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這件事。如果這個乞丐讓我想起我最喜歡的舅公，我不只會給他十

美元，而是會給他很多錢。但如果他看起來有點像經濟學家羅伯特•

默頓（Robert C. Merton），那我會走到對街，不想碰到這個人。當

然，如果你問我這件事，我永遠也不會告訴你個人魅力跟我的選擇有

關，而是會告訴你一些聽起來很有道理的理論。 

回到剛才那個飛機故事，劇情峰迴路轉。我搭英航從瑞士飛回倫敦

時，旁邊也是坐了一個經濟學家，他也許是第一個發現「生態無效性」

概念的人，名字是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他在自我介紹

的時候，說自己是哲學家，不是經濟學家（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雖然他看起來跟去程的那位經濟學者很像（但他沒有穿藍色西裝外

套），我很榮幸能跟他呼吸相同的空氣。 

＊ 

嗯……老實說，佛萊爾和我幾週前在聊這件事的時候，並不像前面幾

位受訪者把事情想得那麼複雜（庫班除外）。 

我抱持的立場是：乞討行為幾乎普遍缺乏效率，而且難以解決；此外，

由於我寧願獎勵好行為，也不願意處罰壞行為，所以我大概會給賣熱

狗的人一點或全部的錢，畢竟他是每天辛苦提供服務的人，而且還得

繳稅、交營業執照費什麼的。乞丐如果想得到食物和住所，他們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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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更具效果與效率的選項，隨機向我這樣的人討個幾美元並沒有用。

我給了愈多錢，只會讓他們把更多時間浪費在街上。 

佛萊爾則說，他會把十美元給乞丐，因為十美元非常少，把錢給乞丐

帶來的邊際影響，會大過給熱狗攤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