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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忘卻煩惱。

蔬菜水果勝於肉

飲食要多餐少量，七分飽，恰恰

好。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類。四隻腳

的紅肉，不如兩隻腳的白肉，雞肉、鴨

肉、鵝肉這些兩隻腳的白肉，不如沒有

腳的魚蝦貝殼海鮮類。

睡眠要充足

「睡眠要充足」，睡眠是消除疲

勞，紓解壓力的最好良方。如果經常睡

眠不足，記憶力會衰退，免疫力會變

差，好好睡飽覺，神清氣爽，「睡睡平

安」。

適量的活動

「要有適量的活動」，活動活動，

要「活」就要「動」，活動活動，保持

體重。

祝福

願天下老年人，都能快樂。

長壽固然好，健康更重要。常常笑

口開，百歲無煩惱。（作者為資深橋牌

高手，業餘作家，現年90歲）

你不能不知道的新科技之五

新傳播 新文明 新人類
紙媒 vs 網媒

▓柯博文

「紙媒」變身

「紙媒」與「網媒」都是縮寫。前

者泛指紙本媒體，後者則指網路媒體。

但當把「紙媒」與「網媒」放在一起PK
時，前者的範圍增廣了，包括所有傳統

媒體在內，如廣播電視，都可算進去，

是「廣義的紙媒」。後者的範圍卻縮小

了，專指輕薄短小的行動裝置（Mobil 
Device），如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

桌上型或筆記本型電腦都不算，稱為

「狹義的網媒」。

其實「紙媒」與「網媒」都是傳播

人類意識本體的次載體，二者的差別在

使用的技術不同。後者無遠弗屆、隨時

更新，且集印刷、影視、廣播、電話、

網路瀏覽於小小一機，隨時可由口袋中

拿出把玩收看，這就讓前者瞠目其後，

PK下場，必輸無疑。「紙媒」必須變身

以求生存，否則就很難玩下去了。

如何變身？網路化、行動裝置化，

也就是說網媒化。

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聯合

報、中國時報等等紙媒，都已網媒化。

利用行動裝置，隨處可看。

廣播電視不敢鬆懈。CNN、BBC、

FOX、NBC等等廣義的紙媒，也拼命擠

進狹義的網媒中。

印刷品隨傳播面的減少，影響力

會愈來愈低，最後可能像線裝書一樣。

電視機必然將連接網路，解析度愈來愈

高、螢幕愈來愈薄、面積愈來愈大、價

錢愈來愈低、功能愈來愈強，最後不再

是電視，而是「數位顯像器」，傳統電

視只是它眾多功能的一部份。

「六百里加急」敵不過電報

傳播工具必然日新月異，而人類

也必然會汰舊存新。二千年前，中國人

丟掉刀簡用紙筆，改變巨大，但也就改

了。現在丟掉紙媒用網媒，幾十百年後

看現在，也如我們看古人。

科技水準發展到一個程度時，必

然會有革新。1876年發明電話，1896年
出現無線電報，1925年有電視，1973年
有網際網路，1977年推出第一台個人電

腦，1980年出現無線手機，2004年行動

裝置萌芽而2010年成熟。2011年，也就

是今年，網媒跨步暴衝，小至「快閃

族」鬧場，大至「阿拉伯之春」、「佔

領華爾街」，都靠它。

網媒之所以暴紅，並不奇怪，只是

人性的發揮。

人類性喜群聚，所以能繼恐龍後

▲一顆善良的心就是心中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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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地球。自穴居時代起，人類就努力

要把自己的想法說給同伴聽，所以發明

語言，然後文字、圖形、符號。這些均

用於表意，都是載體。每個人的「想

法」；或說是思想意識，才是本體。

媒體是工具，用來乘載語言、文

字、圖形、符號，再傳播出去，故是

「載體的載體」，或曰「次載體」。網

媒和紙媒本質上都如此。既然是工具，

就要追求效率。

120年前就知道「六百里加急」敵不

過電報，紙媒和網媒之爭，不亦如此。

活在哪個時代的當下？

很多人愛說「活在當下」，筆者問

一句：是哪個當下？是20世紀的，還是

21世紀的？是21世紀前十年的，還是現

在的當下？

要這樣問的原因，是最近十年的變

化太大了，就像唐朝詩人劉商在「胡笳

十八拍」所說「天翻地覆那得知，而今

正南看北斗」。別說20世紀相去不過11
年，21世紀也才過十分之一，但行動裝

置卻顛覆了資訊傳遞的思維，其影響力

與重要性，達到一個空前的境地。

雖然載體只是傳播的方法，思想意

識才是本體，但載體卻會影響到本體。

這種反饋行為，也促使人類不停演進。

為什麼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本體會因環境而

變。

電腦的崛起，開創數位化時代，深

深影響人類的思想意識，網路的興盛，

加重其影響力，而行動裝置的出現，幾

個月就一番新面貌，換句話說，每幾個

月人的「本體」就受一次衝激。新的火

花、新的人生觀、新的價值觀，不到一

年就爆發一次。

iPhone4出現如此，讓人省悟原來手

機可以這樣玩，iPhone4S出現更如此，

形同口袋裡有了個可和你對話的秘書。

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他們

的想法和年長者不同，不足為怪。再過

20年，他們就是世界主人，世界會朝他

們所想的去發展。這趨勢不是任何人所

能扭轉的。

茱莉 & 茱莉亞

自網際網路普及到今約15年。90年
代出生的人，現在最大不過21歲，他們

的想法，以不熟悉網路規則的人來看，

不僅差異，而且怪異。不要懷疑，世界

▲個人行動裝置（平板電腦、智慧手機）大行其道，《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老
牌英國BBC為求生存，紛紛推出網媒。

就正在往「怪異」演進。

「網路原創小說」就是一例。這些

沒有紙本書的作者，靠網路迅速竄紅，

成為年輕人的偶像。

「網路原創小說」雖由來已久，但

在「部落格」普及後才蔚為風潮。流風

所被，任何人都能成為作家，不一定非

由出版社相中不可。

「網路原創小說」和紙本書大不相

同。它不能印成紙本，否則很難看。

舉個例子。

生活陷入低潮的茱莉．鮑爾（Julie 
Powell），靠茱莉亞．柴爾德（Jul ia 
Child）的法式食譜學作菜，來轉換心

情。她把每天的心得和感想寫下來，貼

在自己的「部落格」中，結果擁有廣大

的讀者群。她的故事後來被拍成電影，

叫「美味關係（Julie & Julia）」，還蠻

叫座。

她「部落格」的文章也被出版社相

中，印刷成紙本出版，題為《My Year of 
Cooking Dangerously》，但銷售不佳。

因為「部落格」文章是日記流水帳，每

天讀一篇，很有趣，能跟著作者的心境

走，但集結出書，老實說，看不下去，

除非像電影一樣的濃縮。

「網路原創小說」基本上不是紙本

小說，無論編排和寫作技巧都不同。你

無法硬把「網路原創小說」轉為紙本，

反之亦然。因此，很多紙媒逕行網媒化

後遭到挫折。難怪《紐約時報》發行人

沙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經歷失

敗後，痛言再大的傳統媒體，不是網路

原生的，就難以在網路上存活。他換上

一批網路世代的新人，把《紐約時報》

徹底改造後才轉為網媒。今年三月，網

媒紐時開始賺錢。

行動裝置風行後，網路出版品愈來

愈多。有些可在電腦上閱讀，但大部分

僅服務行動裝置。事實上無論桌上型電

腦或筆記本電腦，都只適合寫作，拿來

長時間閱讀，太辛苦了。所以現在「狹

義的網媒」即專指行動裝置。

蘋果、冰淇淋三明治、芒果

行動裝置的花樣很多，尤其廠商為

了刺激市場，更取了一些希奇古怪的名

稱，讓人眼花撩亂，說穿了就是商業噱

頭。

先說蘋果機。蘋果（Apple）公司為

行動裝置發展的作業系統，官稱iOS，
只供應蘋果公司的產品使用，暱稱蘋

果機，市佔率最高，平板電腦iPad、智

慧型手機iPhone，和數位多媒體播放器

iPod，都是這一類。

次說冰淇淋三明治。谷歌公司針對

蘋果公司發展的行動裝置Android作業

系統，銷售給手機業者使用，像是台灣

的宏達電、南韓的三星，都採用這套系

統。最新的4.0版本，市場暱稱冰淇淋三

明治，凡安裝這個系統的手機，就稱為

冰淇淋三明治機。

再說芒果。微軟公司在行動裝置這

一塊起步最晚，市佔率少得可憐，今年

他們奮起直追，把Windows mobile作業

系統升級為Windows Phone 7，取名叫芒

果，更在五月間和業已式微的手機大廠

諾基亞（Nokia）簽合作協定，今後諾

基亞產品全部使用芒果系統，稱為芒果

機。

當然除了這三種之外還有，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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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公司的黑莓機，只是使用者太少，

已不受市場重視。

行動裝置通常搭配3G無線通訊（手

機）晶片，因此只要手機可通之處，就

可上網。這種便利性，讓它銳不可擋，

成為最風行的「次載體」。

他把地球變小了

「行動裝置」的概念雖出現已久，

但不到兩年前才發展成熟。

Nokia的SmartPhone是最早的智慧手

機，可惜難成氣候，直到2007年，蘋果

公司創辦人史提夫．賈伯斯推出第一代

iPhone，定義了智慧手機，才逐漸引人

注意，而要到2010年4月，他推出第一

代iPad上市，造成轟動，才讓人恍然大

悟，行動裝置時代來了。

最近去世的賈柏斯實在是個天才，

他的科技遠見和商業能力，把行動裝置

成功的引入市場，並造成風潮，讓人類

在21世紀的第10年，看到嶄新的傳播時

代，開啟一扉新文明的大門。

如說「網媒」是傳播利器，那行

動裝置就如虎添翼。我們可以把這東西

放在口袋裡，隨時隨地收發文字、語

言、圖片、影片，無障礙的接收他人的

想法，同時把自己的想法發給很多人接

收。等於是把腦中的成像，同時Copy給
很多人。如果我們的意識能引起接收人

的共鳴，就會形成很大的力量。

出版印刷的力量已經很可觀，廣播

電視的即時傳播更不容小看，「網媒」

則彷彿人人都擁有報社和廣播電視台。

這太厲害了。

史提夫．賈伯斯改變世界，他把地

球變小了。

七十歲老娘倒崩了孩兒

這個世界由間接傳播走到直接傳

播。直接傳播利弊互見，先說弊。

最大的問題就是謠言橫行，最大的

受害者是非網路原生代的「老」人類。

他們習慣生活在間接傳播的年代，對於

所聽所見多信以為真，而「老」人類又

多愛用電郵來通問候，於是謠言就隨電

郵四處傳播。

筆者每天收到的電郵，謠言幾乎一

半，有些好玩而已，有些害人不淺。譬

如談生活秘訣、保健食物的，如照單全

收，非橫死廚房不可。譬如說蜂蜜加肉

桂可治百病，我一位好友遵方服用，半

夜氣喘，緊急送醫，搶回一命，原來蜂

蜜加肉桂會加重過敏，原對蜂蜜不過敏

的人也過敏了。

造謠的人有二類，一是無知；把

自以為是的東西寫出來分寄好友。二是

存心來鬧。有些年輕人為了好玩，鬼扯

一些胡說八道，開長輩玩笑，如信以為

真，豈不是七十歲老娘倒崩了孩兒。

譬如2009年流傳的「8月27日火星

大接近」，會近到「和月亮一樣大」，

就如此荒唐，居然騙倒一大票人。筆者

就接到三位好友轉此信給我，每封信都

「起過高樓」；意思是所有轉寄的信，

在電子信左端都有一道直線，每轉寄一

次就增加一道，玩家稱為「起樓」。直

線愈多的，就叫「起高樓」、「起大

厝」。

筆者在一一回信澄清後，實在惋嘆

「老」朋友們在面對當前的網媒時代，

為何如此好騙。

其實網路上不乏追查謠言的網站，

只要Google一番就知道真假。筆者衷心

建議「老」人類們有存疑之心，多利用

Google查查資料，以免害己害人。

再說利。顯而易見的，人人可以做

作家、記者，把作品；文章、攝影或短

片，不必經過中間媒介，直接貼在網路

上。有些專業人士，如名醫、工程師、

大廚師等，則會透過直接傳播，利用

「推特（Twitter）」，分享心得給「關

注者（Follower）」。關注者可以學習，

可以提供意見，也可以協助。

台灣的社群網站

我們常說把文「貼」到網路上，

「貼」就是發表，但究竟貼到網路的哪

裡？又如何貼？沒玩過的人真是好奇又

不解。

你如想貼圖文到網路，有兩個辦

法，一是把它貼到自己的「部落格」，

二是貼到社群網站的論壇上。

現在的「部落格」太多，在台灣

就有十幾萬個，除了少數之外，「部落

格」能見度不高，往往貼上去沒反應，

而社群網站就不同，有些真能一呼百

應，其中最熱門的當然是「臉書」和

「推特」，前者會員人數業已八億，後

者也達五億，但這兩個均已在前幾期介

紹過，不再贅言。

現來談談台灣的社群網站。在台

灣，社群網站，或稱「網路論壇」；一

向很活躍。

二十年前網際網路還不發達，筆

者就愛玩BBS了。BBS是Bulletin Board 
System的縮寫，意思是電子佈告欄，就

是把佈告欄搬到網上，任何人利用電腦

登入後，就能在上面「貼」文章。請注

意「貼」這個字，其出典就是佈告欄的

觀念；把文章「貼」上去。

BBS在參與人數很多時，大家討論

的題目五花八門，某甲談電腦，某乙談

汽車，某丙又談攝影，於是就不得不分

門別類，讓不同題目有不同的版面來討

論。這種分類的出現，把BBS劃分成一

個個不同的「看板」，彷彿有許多的聊

天室，你想參加哪個就去哪個房間。

要聊天，總得有人開個頭吧，於

是就出現第一個提出話題的人，這個人

是「版主」。如果他的話題很好，參加

討論的人多，就會非常熱鬧，否則沒人

跟，就很悽慘。

批踢踢及其他

筆者15年前參加過美國的一個文學

BBS，逛到談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的

聊天室去，那時有人開了個題目，討論

艾蜜莉．勃朗特「咆哮山莊」男主角希

斯克利夫的出身，參與者來自全球各地

的文學愛好者，熱烈討論了兩個月，連

19世紀愛爾蘭的大飢荒都談得很仔細。

猶記一位筆名blackdog的智利人，

和筆名wish的瑞典人論戰了十幾回合，

爭執希斯克利夫是黑人還是皮膚很黑的

人，真是豐富而精采。筆者隨後寫了篇

「網路上的希斯克利夫」，刊在中副。

可見BBS真能「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

鄰」。智利和瑞典一南一北、一東一

西，相去十萬八千里，沒有BBS，他們

永遠沒有交流的機會。

台灣最熱門的BBS，成立於1995年9
月，由台灣大學資工系2年級學生杜奕瑾

創立，原先和台大「耶林風情BBS」合

作經營，名叫「國立台灣大學電子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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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系統研究社」，甚受歡迎，1999年後

脫離台大，登記為公司，叫「批踢踢實

業坊」，網址是www.ptt.cc，簡稱「批踢

踢」，現在是台灣最大的社群網站。

「耶林風情」仍在運作，網址為

teacher.shsh.tnc.edu.tw/phpBB2/index.
php，已成為台大內部的校園網站。

批踢踢在首頁說：「批踢踢（Ptt） 
即是一個電子佈告欄（的集合？）。按

照不同的主題訴求，目前本站共有三

個不同的BBS：批踢踢實業坊、批踢踢

兔，以及批踢踢參。批踢踢並且提供的

許多更甚於原來電子佈告欄系統更強

大的功能，包括可以線上交談（分成

水球、聊天、以及聊天室三種不同方

式）、電子郵件（包括站內寄信以及一

般 Internet 郵件）、小遊戲以及其他等

等。」可知其規模。

電視新聞摘自網路的訊息，大部分

是「批踢踢」的內容。

另一個人氣很旺的是Mobil01，網址

是www.mobile01.com/forum.php，由於它

的Logo造型像個小惡魔，所以網友暱稱

它「小惡魔」。這個網站特色是關於汽

車和攝影的內容很豐富。

由於筆者愛好攝影，所以DCView

是經常留連的網站。它的網址是www.
dcview.com，有作品發表區，可以貼自

己拍攝的作品，同好可以回應，達到雙

向交流的目的。

改變文明的力量

網媒正在改變文明。

在人類發展史上，次載體扮演革

命性的角色。技術每有突破，人類文明

就更上層樓。畢昇發明活字印刷，「邸

報」就大行其道，而西方若無谷騰堡，

現代報業也不可能在德國萌芽。

電報、電話、無線電、電視、電

腦、網際網路的發明更如此。雖然都是

傳遞工具的演進，但改變了人類的生

活、改變了人類思惟模式，更改變了文

明。

網媒是以上種種傳播技術的總集

合，小小一個裝置，卻能一圓曹植「丈

夫志四海，天涯猶比鄰」的夢想。

筆者對「一代不如一代」、「世

風日下，人心不古」這兩句話很不以為

然。人心與時俱進，不古是正常，泥古

才反常，但這就會一代不如一代而世風

日下？網媒造就了新文明，不管「老」

人類喜歡不喜歡，這新文明，很快會主

導世界。（作者為本會會員） 

▲批踢踢、DCView及Mobil01網站。

建國一百年
談未來會務展望

中央電台專訪理事長伍世文
▓文馨毓 

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中央

廣播電台「透視大僑社」節目主持人沙

菲女士（以下簡稱沙），9月27日專訪

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伍世文（以下簡稱

伍），談談華僑協會總會暨海外21個分

會如何慶祝建國一百年的光輝十月？明

（2012）年是華僑協會總會創會七十週

年，規劃哪些活動來服務僑胞朋友？也

談談接任理事長六年來的甘苦與僑界互

動，以下是訪談內容。

沙：欣逢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首

先請伍理事長向國際穗友及全球僑胞說

明，2011年華僑協會總會及全球21個分

會特別策劃或舉辦哪些活動，與全球僑

胞共同祝賀我們國家的生日？

伍：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華僑協會總會策劃舉辦之重要活動，有

下列幾項：

一、國父倡導國民革命，於1894年

在夏威夷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以「振

興中華」號召，倡導革命，得到海外

僑胞熱烈響應支持，舉義10次。至1911

年（歲次辛亥）10月10日，武昌新軍起

義，得到各省呼應，推翻滿清，肇建中

▲理事長伍世文接受節目主持人沙菲女士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