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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九十三年政風幹部專精班專題演講全文 

柴 松 林 

整理:葉建華 鄭旭成 方芳

法國有位名詩人－保羅範樂喜，一生寫過

無數的詩，但是在後世廣為流傳只有一句話「我

們這個時代 大的問題是什麼，我們這個時代

大的問題就是過去和現在不一樣。」他這句

詩傳頌全球。為什麼不一樣？就是變得快，快

到什麼程度，平均 近的五年等於過去的五十

年，因為變的快，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變得沒

有經驗，都變成陌生人。年輕時，學的東西，

到老年已經沒有用。可是在古代不是這樣，活

得愈久愈有經驗。老年人常喜歡說「我走過的

橋比你走的路還多。」可是現在就算我住在橋

上，這句話說出來也沒有用。因為過獨木橋的

經驗告訴開汽車的是沒有意義的。所以任何人

都不能倚老賣老，而是要繼續不斷的學習。這

也是警政署為什麼不斷辦理講習、訓練的原因。 

在過去心理學家說「人的一生 適合學習

的階段是兒童時期」，因為那是人一生可塑性

高的階段。過了這個階段，就不適合人的學習，

因為年齡愈長，可塑性愈低，就不適合學習。

年紀大也有一個很好的藉口，就是我記憶力不

好了，學也白學，學了就忘了，不記得了。可

是後來法國人研究，人的一生任何一個階段，

記憶力是差不多，都是適合學習的階段，只是

因為年齡愈大，經過的事情愈多，所以能記住

的就有選擇性，你只選擇自己認為 重要的部

分，例如小學生只有八、九歲，常常忘記帶作

業，媽媽年長，所以提醒小孩，不要忘記帶作

業，反而媽媽記憶較好，其實以媽媽來講，孩

子唸書好不好是重要的事情，但以小孩而言，

本身只要快樂就好，唸書好不好反而沒有那麼

重要。所以我們要明白，老了仍然適合學習。 

我們做一個人，這一生要學什麼？聯合國

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出了一本書建議要從四方面

來學習，書名就是「學習－內在的財富」，這四

方面就是： 

（一）要學會認知。以前的人總認為我學

會知識，知道愈多還能記得就愈好，用考試的

方法，來測量你知道多少。可是現代的人明白，

只知道是沒有意義，還要學會認知，亦即「我

要明白，我知道的事情是真的或假的，能判斷

那部分是虛偽的表面，那部分是真實的內容。」

能區別是非黑白，這才是我們要學的東西，警

察所從事的工作， 需要的不僅僅是知道，而

是要知道是真相或是虛偽的表面。 

（二）要學會做事。怎麼做事呢？1.要用

有系統的方法：例如修路一定先要埋管線、填

土石 後路面舖柏油，而不是路面修好後，才

再埋管線。2.要用有組織的方法：就政府而言，

政府是一體的，民眾到區公所陳情，不能以所

陳情之事屬內政部權責非區公所管轄而置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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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應先受理後，再轉請內政部處理。又如民

眾到派出所報案，警察不可推託說這不是我的

管區而不予受理，這就是政府一體。3.要用少

犯錯的方法：有人說新手上路要給他學習的機

會，但是公共事務是不准犯錯的，是執政者學

習好了之後，才能競爭這個職位。美國有名的

哲學家及教育家杜威博士曾說：「學習就是生

活，學習是生活的準備。為了要生活，就要學

習，學習好了後就可生活。」在西方實施內閣

制的國家，係由勝選的政黨組成內閣執政，而

在野黨內部就組成「影子內閣」以之監督。所

謂「影子內閣」就是競選失敗的在野黨內部菁

英，為了監督執政黨及為以後取得執政權而準

備，有未來的總理、內政大臣、國防大臣、衛

生大臣等等，並且不斷號召更有能力的人才加

入在野團隊，如果執政內閣做不好，「影子內閣」

就會與之做比較，透過罷免或期中選舉的方

式，訴諸民意，換人做做看。如果在野黨獲勝，

不必經過學習，馬上就可上手了。4.要用節省

資源的方法：意即「將應該做的事情做好，而

不是將事情做好」，雖然你很會做事，但是方法

上較浪費資源，使用經費較多，國民並未因而

獲得實質利益，那為何要做呢？大家不要認為

現在的人書唸多了，就很會做事，根據統計臺

灣近十年來每人真實平均所得連續下降十年，

可是民國四十二年，臺灣每人平均所得是四十

八美元，經過九次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由四十

八美元提高到一萬美元，將臺灣由貧窮變成富

裕，但當時設計經建計畫或從事經建的工人，

並沒有什麼顯赫的學歷，工人百分之六十都是

文盲，可知以前的人比現在還會做事。 

（三）要學會與人相處。臺灣社會有一個

不好的現象就是老師或家長都希望「望子成

龍」，自己的子弟能出人頭地，這是一個錯誤的

觀念，大家想想看，如果人人想當領袖、領導

者，那什麼人被領導呢？與人相處有什麼困難

呢？1.不能容忍別人比我更有錢。在臺灣不管

用北京話或閩南話或客家話，一提到「有錢人」

三個字時，都帶有羡慕、嫉妒、金錢來源有問

題的味道。選舉時，候選人競相表明自己的出

身有多低，家中多麼貧窮。其實在一個正常社

會，有錢是一項非常偉大、受人尊敬的好事，

因為他代表勤奮、上進、有創造力，如果大家

都是窮人，那誰繳稅給國家呢？在臺灣有錢人

還值得尊敬的非常少，因為按正常方法不可能

累積如此快，他們是在「惡法之下、合法取得」。

2.不能容忍別人比我更有名。我們這個社會因

為大家愛名，要留點名聲，留點尊嚴，所以才

不會每個人都作壞事；如果人不愛名，這個社

會就變成「男盜女娼」。但是臺灣人很奇怪，某

個人很出名，就說他打知名度，愛出風頭。各

位想想看，知名度是那麼容易打嗎？現在社會

的通病是「不能欣賞旁人的美德，只看到旁人

的缺點。」而且愈上位的人愈是如此。 

（四）要學會發展。也就是任何人都要有

理想，有第二世界，不要以在現實世界中的成

就為滿足。可是今天很多人犯了這個毛病，念

了一點書，得了學位，就覺得自己很有學問，

其實不然，各位想想看，大學唸四年，能讀懂

六成的是一流學生，但並不是很深的書，所以

不要膨脹自己的學問，要以謙卑的態度，開闊

包容的精神，繼續去學習，豐富自己的知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要高興聽到和自己不

一樣的人說的話，要高興聽到有人告訴自己說

你知道的事情是錯誤的，才可以改正。」可是

現在的臺灣，沒有很好的學問，卻膨脹自己，

以為很有學問；沒有很大的能力，卻膨脹自己，

以為能力很好。而更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膨脹

自己的道德，其實幾乎每一個人都比我們想像

的沒有道德。聖經中有一則故事說有一個婦女

犯了罪，要被村民用石頭砸死，耶穌告訴村民，

如果你們自認都沒有犯錯的話，就可以把石頭

丟過去砸死她，結果整村的人，都放下手中的

石頭離開了。早在一九八九年聯合國在北京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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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議，會中提到二十一世紀人類 需要學習

的是「關心」。「關心」是古日耳曼語，在中文

的意思有點接近「惻隱之心」但又不完全一樣，

意思是「如果你感受到痛苦我就不能容忍」。要

「關心」誰呢？從關心自己開始。可是在我們

這個社會認為關心自己，就是自私自利。事實

上，關心自己就是關心他人的起點，一個人不

能關心自己，如何關心他人呢？從日常生活作

起，例如關心自己小心走路不要跌倒，不然跌

倒受傷，家人要費神照顧、同事要分擔工作、

健保局要支付醫療費用。尤其年齡愈大，愈要

關心自己，減少子女的麻煩。然後逐漸擴大關

心的範圍，關心家人、朋友、社會、甚至一國

的國民、宇宙的萬物。 

我年輕時是專攻數理統計學，閒時喜歡閱

讀叔本華的哲學書籍，他在書中提到「一個人

如果對待動物是殘忍的，這樣的人對待人一定

是不仁慈的。」所以我女兒考取大學要去註冊，

我特別叮嚀：「唸大學免不了要交男朋友，人品

好壞很難考察，因為妳還沒有學會認清什麼是

虛偽表面、什麼是真實內容的能力，但是可以

用很簡單的方法來判斷。如果那個男生撿起石

頭丟貓、用腳踢狗，這個男生就是拒絕往來戶

了。因為對待動物殘忍的人，對待人也一定是

不仁慈的。」晚晴協會曾經調查過，他們協會

中女士的先生，對待動物通常是較殘暴的。 

所以人要是能擴大關心的範圍，這個社會

就會變的非常美好。而 有能力關心人的就是

警察，因為警察是一種非常榮耀的職務。記得

很多年前，我從巴黎到英國牛津，認識一位朋

友，他很光榮的對我說「我爸爸是警察。」我

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他爸爸走在牛津鎮上，

大家都認識他、信賴他。曾經有居民急著出門，

忘記將家裡的鑰匙放在家中，怕太太回到家無

法進門。適巧在車站遇到他爸爸，就將鑰匙交

給他，拜託他在下午五點以前幫忙開門。所以

當地的居民非常信賴他爸爸，所以他覺得非常

光榮。」這位朋友告訴我這件事，主要用意是

說雖然他就讀牛津大學是一件光榮的事，但是

比不上他的警察爸爸，因為他贏得全鎮居民的

信賴；另外計程車司機在英國也是非常受人尊

敬和信賴。所以要贏得民眾的尊敬和信賴，與

職位、工作並沒有必然關係，很多人當到總統，

還不被人信賴。所以警察是一種非常值得受人

尊敬的職務。 

今天一開始，我曾說到這個世界變得非常

快，那麼這個世界到底什麼地方在改變呢？我

舉幾個改變人類面貌 重大的事情給各位參

考： 

一、出生率的下降： 

台灣光復前，平均一位已婚婦女生 9.6 個

活產嬰兒，到了去（92）年平均一位已婚婦女

生 1.27 個活產嬰兒；新娘平均年齡約三十歲，

年滿三十歲未婚的男女佔一半。台北市平均一

戶只有 2.8 人、高雄市 2.91 人、台灣省各縣市

約 3 人、日本 2.6 人、法國只有 2.4 人、即使

人口 多的中國大陸也只有 3 人，也就是未來

的社會一對夫妻平均只生一個小孩，這個小孩

以後沒有兄弟姊妹，連帶著也沒有嫂嫂、弟妹、

妹婿、姊夫等姻親，長大後結婚所生的小孩，

也就沒有伯伯、叔叔、姑姑、阿姨、舅舅、堂

（表）兄弟姊妹，以後的字典要重編定義，民

法親屬編也要重新修改。這就是未來的社會，

小孩有爸爸「或」媽媽，因為離婚率提高了。

每個小孩心中只有「我」的存在，心理學家曾

言，當一個人心中只有「我」的時候，我等於

「朕」，就是皇帝，所以在日本稱生小孩為「生

今上」，中國大陸叫「我家添個小皇帝」。那麼

這位皇帝有什麼特點呢？一家的資源都給他一

個人用，在日本只有一個小孩的家庭，百分之

六十的花費都用在這個小孩身上；中國大陸更

慘，父母緊衣縮食將百分之七十五的資源，都

花費在小孩身上，所以每個小孩都嬌生慣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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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嬌生慣養呢？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曾

言：「稀少的東西才會被認為珍貴。」怎麼知道

嬌生慣養呢？由年長的老人家 常對年輕人講

的幾句話就知道：「你們 幸福，要什麼有什

麼，什麼都不缺。那像我年輕時想要吃個荷包

蛋，都要盼到端午節。」可是現在的年輕人反

而一臉疑惑的說：「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那麼愛吃

荷包蛋？」他們想像不到貧窮時代的人如何過

日子。 

這就使我想到一個問題，軍官對士兵、長

官對部下、父母對子女的需求，都供應無缺，

他到底會不會幸福呢？幸福就是快樂、持續的

狀態。如果一個人時時快樂、天天快樂、年年

快樂，我們可以說這個人一生幸福。但是為什

麼會快樂呢？是因為有地位、有權勢、還是有

財富呢？今天在台灣 有地位、權勢、財富的

人，其實是 不快樂，因為天天都在擔心海峽

對岸的一舉一動、股票的漲跌、匯率的變動或

政權的更替。那什麼時候才快樂呢？當缺乏得

到滿足的時候。例如我現在很渴，馬上給我一

杯水喝，就是快樂。以前農業社會常在路邊看

到「奉茶」的免費開水，在大熱天一喝下，暑

氣全消，就覺得很快樂。可是現在你拿那種水

給你兒子喝，他會快樂嗎？不會，因為你太愛

他，從來沒有讓他渴過。所以在富裕社會從來

沒有渴過的孩子，他們喝水是不會快樂的，這

就是為什麼飲料要不斷地變換品牌、口味。因

此真的愛子女、部下，就不能供應無缺，要適

度地缺乏，缺乏到一定程度，稍微努力一下就

有收穫，就會快樂。未來這些孩子，到底怎樣

才會幸福呢？ 近有幾位學者作研究，在中國

大陸十歲以上的小孩就明白未來的日子不好

過；日本八歲以上的小孩就明白未來的日子不

好過；台灣的小孩一直到十二歲以上才明白日

子不好過，因為要上國中。為什麼日子不好過

呢？因為一旦長大，就有他承擔不起的壓力。

孩子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

每天都要對他說：「我們以後的日子都靠你了。」

這麼多長輩全靠他，這樣的重責大任無人承擔

得下，而這些長輩就會對孩子說：「你不要擔

心，其實也沒有什麼責任，財產以後都是你一

個人的。」這孩子一點也不會高興，他反而擔

心以後你們老了，生病住院，我到醫院掛號都

來不及。所以不要以為年輕人生活在富裕的社

會就很快樂，其實他比我們痛苦，而且無人可

幫忙他分擔責任。 

富裕社會出生的青少年，在西方的學術用

語，稱作「X世代」，年紀更小的稱作「Y世代」，

日本有一位名作家稱作「新人類」。 近幾年有

關「新人類」的研究非常多，有什麼特點呢？ 

對金錢的觀念和過去不一樣。不愛惜金錢

可是又喜歡有很多錢，不願意勤勞取得，但是

認為無論用什麼方式取得，都不是什麼罪惡。 

內心中對已存在的規範、制度、法律，抱

持著不滿意的態度。我們可以由語言發現，以

前我當兵時，回答連長只有一個字：「是」，可

是前年我到台北附近的駐軍營區參訪，順便回

憶當兵的往事，發現現在的阿兵哥回答連長都

用批判的語氣：「沒錯」，只要從這句否定、消

極的語態，就知道命令無法貫徹。現在的年輕

人絕不會用積極、肯定的語態讚美一個人，而

是用「還可以、差不多、不錯」等語氣來表達

心中的不滿。這是時代養成他們這種態度，你

要他們不抽煙，他們就給你吸毒，這就是「顛

覆已有的習慣」。二十年前大度路青少年飆車非

常嚴重，行政院委託我們研究原因，我每天晚

上都到大度路口觀看，時間久了，許多飆車族

都認識我，我隨口一問：「你媽媽知道你來飆車

嗎？」「不擔心嗎？」飆車族說：「媽媽當然知

道，可是我不出來飆車，她怎麼會擔心呢？」

所以為人父母者必須檢討。 

容忍度很低。稍微有一點不如意，就心裡

不平衡。 

抗壓力很低。現在的阿兵哥經不起較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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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磨錬，吃不了苦，訓練稍微嚴格，就向民意

代表訴苦。 

新人類勇於創新、突破，固然是好，但是

太過特立獨行，誰去引導他們，讓他們將生活

在富裕社會的幸福引導到正途呢？這是我們應

該正視的問題。 

國父在八十年前宣揚三民主義時，提及法

國人的人口一直不增加，但是現在人口也是不

增加，所以政府鼓勵生育，法國獎勵生育從出

生至成年約補助三百萬元，但是法國人仍然不

喜歡生育，因為他們知道政府鼓勵的一定沒有

好事情。但是 近幾年忽然有成效了，原來是

從非洲、土耳其來的外籍勞工，知道生小孩可

以得到獎勵、又有居留權，所以外籍勞工生的

小孩特別多。台灣外籍新娘所生的小孩佔新生

兒總數的比率愈來愈高，為什麼台灣的男人要

娶外籍新娘呢？因為台灣男人很多。男人為什

麼多呢？主要是近幾十年婦產科的醫學發達，

在安全墮胎期內就可以正確篩減胎兒的性別，

不喜歡的性別可以拿掉，所以男女的比率差距

加大，正常的比率應是 104：100，可是在台灣

生育的第一胎是 111：100，第二胎是 124：100，

第三胎是 140：100。第一胎知道是女孩後願意

墮胎的佔百分之六、七，第二胎增加到百分之

十九，第三胎幾乎不願生女孩，各位想想媽媽

只願生兒子，不願生女兒，那生下來的兒子到

那裡找太太呢？這是台灣真正的問題。 

二、離婚率的提高： 

接下來談談中年人。中年人 大的問題在

於婚姻的不穩定性越來越高。台灣本來是一個

移民社會，四百年前台灣本島上住著原住民、

漢人，從大陸渡海來台的都是孤身男人，沒有

攜帶家眷。等到稍有成就後，才回大陸娶妻生

子，接來台灣一起生活。直到一百多年前，這

樣的方式才改為在台灣本土娶親，但是一些有

地位的大戶，如板橋林家、霧峰林家，仍然回

大陸尋找門當戶對的親家。因為是移民社會，

所以離婚率特別高， 早有離婚率統計的是在

一九○五年日本人第一次實施「國勢調查」即

人口普查，當時台灣人口總數約三百一十二萬

人（不包括原住民），離婚率非常高是 1.9%，一

九六六年（民國五十五年）達到全球離婚率

低點只有 0.35％，但僅維持一年，第三年開始

逐漸升高，到去（92）年達到新高 2.9％，結婚

率與離婚率的比是 2.4：1，在全世界居第四名，

但離婚率上升速度之快居第一名。為什麼離婚

率會這麼高呢？老一輩的人都說是道德標準太

低，其實所謂道德標準是應隨著時代而變動

的，但是我們通常懶惰不願與時俱變，因此當

年歲日增時，就覺得現在的年輕人不像以前我

年輕時那麼有道德。其實離婚率提高與道德沒

有關係，與婚姻幸不幸福也沒有關係；人類從

婚姻中所享有的幸福感，現代人比古代人高。

重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都市化的急遽升高：農業社會不容易離

婚，不是比較幸福，而是離婚後無處可去，「十

目所視，千夫所指」，天天數說你的不是，所以

沒有辦法離婚，只有忍耐。可是都市化以後，

在鄉下離婚，我就搬到城市，即使告訴別人「我

離婚了」，也沒有人理會你，所以完全沒有社會

壓力。 

經濟的獨立：以前的女人，除了年輕貌美

者，離婚後可到城市另謀生路外，其他幾乎都

難以謀生。可是今天的婦女受過很好的教育，

離婚後找事情比男人容易，所以不會擔心無法

謀生。 

對配偶的要求標準提高：隨著教育的普

及，生活水準的提高，現代男人對配偶的要求

也越來越高，好還要更好。人類內心裡真正理

想的配偶是地球上還沒有出現的動物。曾經有

位女作家到我家作客，我太太對我說：「你的學

生那麼多，幫她介紹一位男朋友嘛！」我就問

女作家：「你希望的擇偶條件是什麼？」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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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沒有什麼條件，看得順眼就可以。以前

介紹一位男士給我；我帶他去見中央研究院的

副院長，那個男生畏畏縮縮，問什麼事情都不

敢正面回答，真丟臉，不要給我介紹這種人。」

等她離開後，我對我太太說：「不必幫她介紹

了，沒有人可以適合她。」其實這位女作家說

「我沒有什麼條件」的意思就是沒有人能夠適

合我。 

就因為以上這些原因，所以離婚率越來越

高，不過這個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九九五年日

本厚生省發現日本人提高離婚的不是年輕人而

是老年人，而且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由女方主動

提起。台灣的某些媒體，對這則新聞大感興趣

並且訪問幾位社會學家。這些學者也不認真研

究其中原因，就妄下論斷說這些其實都是有外

遇的，所以離婚率才這麼高。其實真正原因並

不在此，日本總理府統計局期中國勢調查報告

又發現這老年人離婚的情形的確嚴重，大多是

丈夫退休後，太太才提出離婚的，原因絕不是

有外遇，而是丈夫與太太間出現「文化落差」，

日本的男性上班族很辛苦，長官對工作的要求

很嚴格，課長沒下班，部下也不敢下班，即使

早下班也不敢馬上回家，就在外面留連到九點

以後才回家，方能顯示出自己被公司器重，太

太才不會瞧不起你。如果不想去應酬，拒絕三

次以後，就會被這個部門的同事所排斥。心理

學家說：「在團體之中要有和團體一致的想法，

否則會被排除此團體。」這是群眾心理學非常

重要的法則。所以就演變成大家下班後都去應

酬、喝酒。而太太在家中無聊，就去參加社區

的讀書會。根據日本文部省的統計，公開的演

講會，女性佔百分之八十，女性和男性買的書

一樣多，平均每人每年約買二十七本，但是女

性所買書籍的種類順序為生活類、文學類等，

而男性則買漫畫、考試用書籍，等到退休後丈

夫和太太的文化差距就顯現出來了。如果先生

不知道調整自己的生活步調，則平均二年就有

可能出現離婚的危機。 

三、平均壽命的增加： 

人類的天然壽命（即不講究醫學、公共衛

生、營養的原始人類）平均約十九歲，漢朝時

延長至二十一歲，到了清朝末年，平均壽命是

二十七歲。日本人統治台灣後，第一次編的「台

灣居民臨時生命表」則只有二十七歲，主要是

傳染病流行死的人太多了。可是現代的人都是

老不死，以前「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則是沒

有活到七十歲的也很稀少。人在落後時代是男

人壽命長，女人壽命短，但隨著社會慢慢的發

展演進，女人的壽命反而超越男人。為什麼在

落後時代女人壽命較短呢？原因是重男輕女，

家境貧窮吃的不好營養不良、婦產科醫學不發

達，生育時死亡率增加等因素。而現代男人的

壽命反而較女人短，不一定是自然的結果，大

部分還是後天的原因，可能從事的工作隱藏著

職業性的危險、不節制的應酬、喝酒、吸煙、

嚼檳榔的比率較高、心理上、工作上的壓力都

是原因。何種人的壽命 長？如果是男人的

話，退職總統不理世事、不用心機，所以壽命

長。台灣人的壽命愈來愈長，但卻出現老得

快的問題。法國是世界上 早達到老人化的國

家，但是老年人增加的比率很慢。年紀大了以

後還是人，不是如政府所說的多設幾家養老院

就可以解決問題，現代的社會學告訴我們：「人

活到老，還是要住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與自己親

愛的人在一起生活，才有幸福感。」人老了還

有經濟上的需求，這些需求是有層次的， 低

層次的是滿足生理需要的經濟需求，即生活上

的衣食無缺，在文明國家可用國民年金來保

障。台灣因為財政困難，所以迄今未敢貿然實

施國民年金制度，立法委員質詢財政部長，有

關國民年金的財源在那裡？他回答：「在公益彩

券」各位想一想，國民年金如果實施是屬於固

定性的支出，不能停止而且會愈來愈多。而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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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盈餘是或有性收入，有人買就多點，沒人買

就少點。只要看到國民年金的財源是依靠公益

彩券盈餘，就可預測台灣的犯罪率會提高，貪

污愈來愈多，因為擔心老了之後無法維生。較

高層次的是滿足生活需要的經濟需求，即退休

後還有金錢可以維持退休前的生活，平時三五

好友相約上上館子、打打牙祭。在文明國家就

靠退休金，以退休前二年平均薪資的百分之一

百至八十之間，可是這種退休制度卻只能適用

在公務員身上。 可憐的是勞工朋友，辛苦工

作一輩子，到退休前，工廠突然倒閉，無預警

的關廠。去年統計能平安領到退休金的勞工不

足百分之十九，領到的錢平均不到一百萬，存

款利率年息百分之一點四五，每月利息僅有一

千二百元，足以生活嗎？所以我們如果無法建

立良好的退休制度及使利率合理化，那貪污很

難避免，犯罪率很難下降，因為生活是人們存

在的 基本慾望。 

四、失業率的攀升： 

以前的人失業就會覺得沒有面子，可以歸

究於個人原因，但是現在是面臨不可歸究於個

人原因而造成失業，如貨幣貶值出口旺盛，而

進口成本增加，因此進口產業倒閉；利率上升，

負債的公司倒閉；韓國競爭力提升，台灣市場

被搶走；加入 WTO，卻必須開放農產品進口，我

們不管怎麼努力，都會面臨風險，所以現代人

不能堅持道德的規範，為了日後的生計打算，

就容易犯罪。以前曾做過調查，問法國人有多

少錢就足以維生？法國人回答約折合美金一萬

元就足夠，因為社會穩定、經濟來源固定。而

新加坡人回答須一百萬坡幣（約折合台幣一千

九百萬元），但是問台灣人卻回答「錢怎麼會

夠？」，原因是我們處於不確定的狀態，未來的

風險太高，無法預測將來是否安定。 

我們說現代人不勤勞不敬業，是結果而非

原因。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呢？因為工作得不

到內心所希望的感覺。什麼感覺呢？友愛的感

覺，相互照顧的感覺。反觀，目前在工作場所

裡卻得到以下的感覺： 

１.無意義感，沒有尊嚴，不覺得這份工作

對他有何神聖的意味。 

２.沒有成就感，也就是要看到自己努力所

生產的東西。今天從事警察及政風 困難之

處，就是沒有成就感，所以政風及警察人員要

維持紀律是非常不簡單的，因為所從事工作的

成就是看不見的。「成就感」這項理論是在一百

五十年前由馬克斯所提出來的，他說：「人看不

見產品，所以不必努力。」換句話說，人要看

得見產品，才會覺得有成就。老師為什麼要這

麼早退休，就是努力沒有結果。可是古人並不

是如此，古人拜師後，一輩子稱你為「師父」，

心裡怎麼會不高興呢？當時的社會認為不尊師

重道的人，一定不會忠君愛國，所以哪敢不尊

敬老師呢？所以言必稱「恩師」，因此招收學生

後，會覺得很有成就感，社會會維持一定的和

諧關係。可是現在當老師的都不敢承認那個學

生是他教的，就因為沒有產品，所以沒有成就。

我在思考警察的風紀一直被人所垢病，問題就

在於如何讓警察覺得所從事的工作是神聖的、

有意義的、有榮譽感的。像現在只要一偵破重

大刑案就發獎金，讓民眾覺得警察是為錢而做

事，並不是從內心出發為人民服務的。再來就

是要顯現成果，使警察覺得有榮譽感，社會如

果沒有警察的存在，就無法維持祥和的面貌，

這是我們首要考慮的。 

因為有以上諸種社會面貌的改變，所以要

維持政風的紀律是愈來愈困難，我們可能要換

個角度重新思考，甚至已訂定的規範、守則，

也必須重新修改。 

（本文作者現職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