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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民中小學 106年度「閱讀新桃園」 

閱讀專題報告競賽報名表 

 

 
----------------------------接下頁開始書寫--------------------------- 

 報  名  團  隊  學  生  資  料 

就讀學校 自編序號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年 班 姓    名 

桃園國中 01 劉淑玲 (無則免填) 

8 16 劉倚華 

8 18 邱稚耘 

8 19 吳苡暄 

   

   

聯絡電話  0910179878 

承辦人 

核  章 
 

主  任 

核  章 

 
 

校  長 

核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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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感 覺 滿 怪 的。 

有人來表揚你這輩子最慘的一天。 

 

透 過 比 利 的 雙 眼， 

一 起 勇 敢 面 對 這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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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半場無戰事                           出版社：時報出版 

作者：班˙方登                             譯  者：張茂芸 

報告主題：事情的本質–半場無戰事 

主題簡介： 

    

    每件事都有它的故事，有原因，有過程，有結果。原因有的時候被認為

是理所當然的，例如：願意從軍的軍人因為有強烈的愛國心，誓死保衛國家，

在戰爭中贏得勝利。但這是事情的本質嗎？事實通常不是我們能預料的，常

因為天時地利人和而發生變化，例如：獲得勳章的軍人，接受英雄般的喝采，

他真的想當英雄嗎？他們的從軍並非完全出於英勇，可能各有迫不得已的理

由。探究事情的本質需要抽絲剝繭，反覆辯證，讓真理越辯越明，過程像剝

洋蔥，流淚剝完後才知道裡面有什麼，也許什麼都沒有，但至少含淚完成了。 

    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本不容易讀懂的書，或許因為翻譯的關係，口語的對話

顯得粗俗而直接，而偏重時事的內容也需花很多時間去消化。我們針對書中幾項

議題去研究討論後，漸漸了解作者想傳達給讀者的真切用意。深入其中，發現這

真是一本感動人心的好書。奧斯卡金像獎導演李安也被這個故事吸引，耗費鉅資

拍攝了一部氣勢磅礡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圖：乙同學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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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內容： 

 

壹、 書本簡介 

一、 作者介紹 

二、 內容簡介 

 

貳、 內容議題探討 

一、 戰爭與愛國主義 

二、 媒體包裝與運作 

三、 比利的內心世界 

 

參、 延伸議題探討 

一、 投身軍旅的抉擇 

二、 媒體包裝與運作的影響力 

三、 軍隊的存在與貢獻 

四、 調查民國 91，92 年次服役意願（製作問卷調查） 

 

肆、 心得 

 

伍、 延伸閱讀 

   李安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一、 人物簡介 

二、 李安的超真實未來 3D 視野 

 

陸、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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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書本簡介 

 

一、 作者介紹 

美國作家班．方登（Ben Fountain）原來是個地產律師，30歲才改行當作家，

熬了很久才受到肯定。在48歲時(200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與切.格瓦拉的短

暫相遇》(Brief Encounters with Che Guevare)。筆調詼諧幽默，深獲好評，獲多項

文學獎，包括美國筆會海明威獎、邦諾書店「發現新人獎」、懷丁作家獎等。方

登的第二本書《半場無戰事》(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於2015年出版，

榮獲了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年度最佳小說。班．方登善於用深邃的反思，反諷的

語言調侃社會的現狀，這本書甚至被英國BBC評選為本世紀最好的十二本小說之

一。目前與家人住在達拉斯。  

 

二、 內容簡介 

比利的姊姊，因為一場車禍， 

全身是傷，未婚夫因此取消了 

婚約。比利為了替姊姊復仇， 

砸了姊姊未婚夫的車。 

 

 

 

 

 

 

 

 

比利為了減輕罪行， 

因此加入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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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記者無意間拍下比利為 

了保護長官，勇猛開槍攻擊敵人 

的影片。 

 

 

 

 

 

 

 

 

 

    比利一夕之間成為全美的 

英雄。他和 B 班小隊成員， 

受到總統表揚，不但在二週內 

跑完許多邀請，最後還在德州 

感恩節美式足球大賽接受地主 

達拉斯牛仔隊老闆的招待，與 

當紅明星一起參加中場表演。 

 

 

 

 

 

從伊拉克回來後， 

他需面對戰後的後遺症， 

以及迎來夢寐以求的愛情。 

 

 

 

 

 

 

 



7 

 

    勝利的獎賞與慶祝的宴會，喚醒 

比利與 B 班大夥重溫當時失去弟兄們， 

和不斷殺人與飽受被虐殺威脅的記憶。 

政府利用他們來證明自己的出兵正確； 

政商人士想從他們這熱潮中壓榨出掙錢 

的價值；人民急需要他們扮演美國新的 

救世英雄。根本沒有人在乎這些士兵 

真正到底需要什麼，他們缺乏什麼。 

比利突然發現原來這個世界，真的 

可以假，假的都可亂真……。 

 

他要選擇繼續追求他的愛情， 

並且永遠留在父母以及姊姊身邊， 

還是繼續在戰場上，不顧一切地與弟兄並肩作戰？ 

(註 1) 

 

 

 

 

 

 

 

 

 

 

 

 

 

 

 

 

 

                                                     圖：乙同學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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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內容議題探討 

  

一、 戰爭與愛國主義 

 

1. 戰爭  

    小說中所提到的戰爭是指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2003 年時美國總統小

布希對伊拉克所發動的軍事行動，宣稱是為了剿除當時的暴君政權以及對方

擁有大規模殺傷性的武器。但也有一說法是為了當地的石油礦產而開戰，造

成了當地死傷慘重。由以上所述，我們整理出以下兩項觀點： 

 

 戰爭的意義 

在過往人類社會，戰爭與政治緊密關聯。普魯士軍官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

是政治的延續」。以武力為手段，目的是為了迫使一方服從另一方的意圖（通常

是政治意圖或是爭奪經濟礦產），通過多次大規模對決，使敵人失去抵抗的力量，

這樣的行為就是戰爭。 

 

 戰爭所帶來的影響 

從古至今，戰爭所帶來影響可謂十分之巨大。沒有戰爭，沒有政權的推翻就

不會有現今的社會，甚至我們可能還生活在皇帝制的社會。那麼，戰爭究竟是好

抑或是壞呢？凡事都有一體兩面，從壞的角度來說，戰爭會帶來死亡以及生態的

破壞，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大約在 6,000 萬至 8,500 萬之間。美軍在

日本的長崎和廣島投下了原子彈，造成了難以估計的傷害，當地的生態環境也難

以復原。但從好的觀點去看，中國古代歷朝都會有昏君或暴君，那麼，解決的辦

法又是什麼呢？沒錯，就是發動戰爭，沒有所謂的戰爭，就不會有改朝換代的機

會。 

 

2. 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指以激發愛國情緒來進行集體行動或政治動員的意識形態，極端

愛國主義的人思想大都排外，通常只關心本國的事務，追求國家目標時不太顧倫

理限制。 

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川普，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就職典禮中強調「讓美國更

強大」、「美國優先」等愛國主義的口號，以凝聚國人對國家的認同。另外一個例

子是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事件，造成中國反彈，中國民眾群起反韓，

抵制南韓商品，兩國關係緊張，這也是愛國主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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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林恩和隊友們從前線歸來，進行了一趟從白宮到德州足球場的凱旋之

旅，接受各界的表揚，在兩個禮拜的日子裡，比利看到了許多狂熱、瘋狂的愛國

分子。他們也許是為了美國──他們心中覺得最偉大的國家而做出任何事，包括

酷刑，核武。對自己脆弱卻自大的美國心信心喊話，假裝自己是永遠的第一名，

生活在美夢、幻想之中。比利對於這些瘋狂想法有些害怕，他周遭的人們總把上

帝、國家講得非常神聖，與他的腦子裡的想法相差太多。 

 

二、 媒體包裝與運作 

 

1. 包裝與運作 

波斯灣伊拉克戰爭，媒體大肆報導死傷人數，以及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讓

美國人痛恨伊拉克。美國政府一方面極力地對在軍事奉獻的人表達感謝之意，聲

稱它們保衛美國，一方面利用媒體，鼓勵更多人從軍。 

在書中提到記者無意中錄下比利保護長官的畫面，大肆流出，也讓大家一起

對伊拉克的憎恨。政府繼續大動作的表揚比利，賜予勳章，宣導保衛美國，增加

人民當兵的意願。政府利用媒體效應，民眾因此慕名而來，想當面讚揚比利以及

Ｂ班，也讓更多老一輩的老兵產生共鳴，達到政府宣傳戰爭的成果。比利為了避

免麻煩事，所以只回答大家所期待的答案。電影公司更是見識到了民眾對軍事的

好奇心，準備利用他們的故事大撈一筆。 

波斯灣伊拉克戰爭，也是一場「媒體戰」。首次世界各地的人可以直接在電

視前看到飛彈擊中它們的目標或從軍艦上發射的實況轉播。但美國政府對新聞自

由的限制卻比越南戰爭嚴格，大多數新聞報導來自軍隊組織的新聞發布會。只有

被選出的記者被允許訪問前線士兵。採訪時，始終有軍官在旁；採訪前，必須獲

得軍隊批准；採訪後，須接受軍隊檢查。對外宣稱這些措施是為了防止伊拉克獲

得機密情報，但實際上它被用來防止暴露政治上不利的情報。這個政策是在越南

戰爭後施行的，因為在越南戰爭中，對自己政治上不利的報導，導致了美國國內

部分人士對該戰爭的反對。同時，對這次戰爭報導的即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許

多美國記者在戰時留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入擊飛彈的圖像在晚上的新聞中就可

以看到。(註 2) 

 

2. 運動賽事的中場表演 

感恩節美式足球賽可追溯至 1876 年，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決定選在假

日舉行比賽。1966 年開始，固定由達拉斯牛仔隊和底特律獅子隊在家鄉主場舉

行賽事，迎接不同對手踢館，讓感恩節吃火雞、看美式足球成為節日傳統。而二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A%92%E9%AB%94%E6%88%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1%9E%E8%87%AA%E7%94%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1%9E%E8%87%AA%E7%94%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E6%88%B0%E7%8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0%BC%E9%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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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各自邀請一人的中場表演，形成「感恩節中場秀」文化。（註 3） 

一場短短的表演就可以花掉好幾十萬美金，而且許多人只為了看中場表演，

卻完全忽略了賽事。2017 年 2 月 6 日，女神卡卡於超級盃足球賽，擔任中場表演

的嘉賓，許多不是足球迷的觀眾也慕名而來。短短 13 分鐘的表演費用約新台幣

3.2 億，吸引 11 億人口欣賞，為超級盃帶來無限的商機，這正是中場表演主要目

的之一。 

3. 媒體的運用 

    書中政府利用媒體效應，企圖將比利塑造成全民英雄，達到宣揚戰爭的重要

性。而美式足球地主牛仔隊老闆，邀請比利和隊友參加中場表演，也是希望藉由

他們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球迷觀賽，以帶動商機。短短八分鐘的勁歌熱舞，充滿

榮耀與歡愉的氣氛，但比利深深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與衝擊，也感覺到現實和

戰爭的殘酷對比。 

 

 

三、 比利的內心世界 

 

1. 久違的親情與愛情 

    比利回國之後，不是留戀著夢寐以求的短暫愛情與久違的親情，而是讓自

己平復情緒，準備迎接二次出國備戰的來臨。那麼親情與愛情，對一個軍人來

說，真的不重要嗎？ 

    在戰場上與陌生的他國軍人作戰，為了生存只能殺死對方，這「合法」的

殺人常令比利感到困惑。而將比利推為戰場英雄的「安薩卡運河」之役，也是

長官施洛姆慘烈犧牲的戰役。失去生死與共的親密夥伴當天，卻被當成英雄，

榮耀返國，讓比利內心非常混亂、難過。回到家，面對與父親的衝突及姊姊的

不諒解，讓比利再次心灰意冷。經過二週的沈澱，姊姊的親情呼喊及與啦啦隊

隊員斐森剛萌芽的愛，讓死灰的心又被點燃，生命重新獲得啟發。我們認為，

表面上比利選擇不要親情、離開愛情，但事實上他是帶著她們的祝福，重返戰

場，這就是事情的本質。 

    故事末段，男主角面對艱難的選擇時，究竟是要與弟兄們繼續戰鬥，還是要

選擇愛情與親情?最後他選擇了自己內心所想的答案：不欺騙、不違背自己的本

意。 

2. 如何誠實面對自我 

    我們的一生總是會有起落與不如意，有些人選擇用堅強的外表來武裝起自

己，其實要面對脆弱與不完美之處，更是需要勇氣。也因為揭開自己最真實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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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才能有機會變得更加強大，只要學會如何接納自己的不完美，發覺自己的

長處，一定能夠突破自我，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有些人會在意他人的眼光以及對自己的評論，聽久了，甚至會開始懷疑自己

的能力，而選擇壓抑，最後導致自己越來越不認識自己。就好比我常因得獎雀躍，

但在喜悅的背後更是要背負著同儕、老師、家長對自己所寄託的希望，認為「你

應該比其他人優秀」的刻板觀念。種種壓力加諸於身，若選擇壓抑、逃避，只會

忘記自己最真實的那一面。因此，我們需要學會如何正向思考，懂得肯定自己，

凡事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沒有得到好結果，但至少已做到自己的本分，不留

下遺憾。 

 

參、 延伸議題探討 

 

一、 投身軍旅的抉擇 

 

1. 鄰近國家兵制 

 

    兵制大致上有兩種：募兵制與徵兵制。募兵制也稱志願役，符合條件的人民

志願投入軍隊，以軍人作為職業。徵兵制則是符合一定條件的國民，均須強制性

加入軍隊服役一段時期。徵兵制通也有與募兵制一起實施，稱為「募徵並行 制」。

以下是各國兵制的比較： 

      

美國 採募兵制，提供軍人較高薪資，有豐厚福利及深造機會。 

台灣 目前採用徵兵制與募兵制併用，計畫在 2018 全面改為募兵制。 

中國 法律規定的是徵兵制，但為了減少軍隊人數，實際沒有真正實施，目前

施行義務與志願兵相結合的政策。在香港及澳門的中國公民，不須、也

不能加入任何解放軍部隊或參與其訓練，所以港、澳地區既無徵兵制，

亦無募兵制。他們的軍事防務則是由中國派去的解放軍隊負責。 

日本 二戰前實施徵兵制，戰後日本憲法禁止義務徵兵，在 1950 年改成募兵

制。 

南韓  採徵兵制。南韓男生高中畢業後若沒有考上大學，會馬上收到入伍通

知。大學生一般會在大二時辦理休學。  

北韓 採徵兵制，服役時間長，普通役要十年。  

(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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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募兵制與徵兵制並行是最好的辦法，因為較能符合國家目標的軍隊

人數，將軍隊的效益做到最大的發揮，同時也能夠讓那些有興趣當職業軍人的民

眾，願意一展抱負，從軍報國。 

 

2. 台灣人為什麼不想當兵  

 

 我們歸納出以下原因： 

I. 軍隊的腐敗形象：近年來軍隊負面新聞非常多，影響了台灣人民對於國軍的

看法，重創軍隊形象。譬如: 2013 年的「洪仲丘事件」，懷疑遭欺凌、虐待

而引發社會關注，讓許多人對當兵產生恐懼；軍官耍特權的「阿帕契事件」，

讓大家看見軍中腐敗的一面；空軍清泉崗基地爆發毒品丟包案，重創國軍形

象，大大破壞軍隊名譽。以前，當兵被大家認為是英勇、愛國的榮耀行為，

但現在的年輕人不覺得當兵是件榮耀的事情。 

II. 軍中的訓練切合現實需要嗎? 對現在許多年輕人來說，他們並不覺得有必要

當兵，甚至認為只是浪費時間而已。進入軍中不覺得自己學會了什麼，不知

道有何目的？ 

III. 台灣少子化，許多家庭都只有一個孩子，如果全面實施募兵制，父母大多不

支持孩子進入軍隊。 

IV. 以前考不上大學或家境不好的年輕人，會選擇從軍，但現在人人都可以讀大

學，而家境不好的人能選擇警察或消防員的工作，因為福利待遇比較好。 

 

 我們認為要改變台灣年輕人不願從軍的想法，可以從下列幾點作改善： 

I. 調整軍紀、保障人權、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待在軍隊覺得很安全，才會對

國家全心全意的付出。 

II. 重視每個人的專才，軍中也需要政治、科技、財經等人才，給予學習機會，

將來回到社會也能學以致用。 

III. 提高軍人薪資、福利，讓年輕人安心從軍。 

 

3. 竹籬笆外的春天，台灣的退伍老兵 

 

   從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到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老兵們在青少年階段因不同的

理由走上戰場：有人在烽火連天中莫名其妙被迫從軍，或在家中被陌生的軍人不

分青紅皂白，強行擄走帶入軍隊，剎那之間命運就被決定。顛沛流離，經歷生死，

親人永隔數十年，他們如何走入一個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台灣社會？有位名



13 

 

叫李師科的人，退伍後在 1982 年的 4 月 14 日，犯下台灣第一起蒙面持槍銀行搶

案，震驚當時台灣社會，之後他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槍決身亡。當以為戰爭結

束而選擇離開軍隊，另一場更為艱困的人生戰役才正要開始，這是他們無法理解

的事。 

    當年奉行「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指針，官兵全面

禁止結婚，開放結婚後有些人單身住進榮民之家，晚婚或有眷屬來台的則被安置

在竹籬笆內的眷村，他鄉變故鄉。許多當初被軍隊「抓伕」、「抓兵」來台的榮民

伯伯，由於出身低微，因自卑而獨居生活。戰爭結束數十年，戰爭帶來的傷害和   

影響卻未完全停止。(註 6)(註 7) 

    歷史的傷痛造就了裂痕，2016 年 6 月，一名自稱「公民記者」的女子洪素珠，

在臉書自爆他在高市二二八公園採訪老榮民的影片，片中不斷辱罵拄著助行器的

老榮民是「中國難民」，引起全國憤怒。 

    雖然看似對立，但在這座美麗的寶島上，仍然處處充滿著包容與愛。我們看

見有些退伍榮民靠著記憶中家鄉菜的味道，開餐館賣故鄉料理。我們可以推廣眷

村文創，讓更多人認識並喜愛眷村文化。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退伍老兵多已

凋零，感念他們曾經對這片土地開山鑿路，不計回報的付出，我們應該用更多元

平等及尊重包容的心來善待老伯伯們。 

 

二、 媒體包裝與運作的影響力  

 

    知名韓劇《太陽的後裔》播出後，大幅提升南韓軍隊形象，刷新報考特種兵、

軍官人數，錄取率從 27.8%降低到 18.2%。日前我們國防部也編列一千二百八十

萬元預算，打算仿效南韓製播形象連續劇，目的是希望透過影片，重塑國軍保國

衛民的形象、彰顯國軍戰力、宣揚國軍募兵轉型及國防自主政策，由此可見媒體

包裝的重要性。 

    平常我們會因為新聞幾秒鐘的報導，一張平凡的照片，一篇短短的文章，一

部再普通不過的影片，而引起廣大的迴響。例如：蘇迪勒颱風肆虐，位在台北市

龍江路的兩個郵筒卻成為了「歪腰郵筒」，原是個小災情，經過媒體導向為趣聞，

竟引起大批民眾爭相北上拍照打卡，造成交通大混亂及髒亂，影響附近居民的日

常生活。 

    另一個例子是前陣子，演員王大陸出席南韓 MAMA 音樂盛典擔任引言人及

頒獎人，沒想到說到最後卻脫口一串語焉不詳的中文，「在這個舞台上會給你們

帶來各位滿滿的大！平！台！」。據《三立新聞網》報導，主辦單位提供給他的

致詞稿裡寫著「這個舞台將成為各位回憶美好初戀的一個平台」。王大陸只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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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而口誤，卻成為今日的流行語，由此可知，媒體傳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註

8) 

現在大眾媒體，其中色情、暴力，各種怪力亂神的現象非常多，網際網路十

分地發達。媒體常常會帶動風向，用主觀的見解影響民眾的認知，改變我們對事

情的看法，造成一種「跟風」的現象。我們認為有些媒體報導的並非事實真相，

常常使用「標題殺人法」以吸引民眾注意，卻曲解醜化了事情的本質，反而引起

部分民眾的反感。因此我們更要懂得如何去明辨是非，而非一味的盲從媒體所給

我們的資訊。 

 

 

三、 軍隊的存在與貢獻 

 

1. 存在 

    在現今這個進步的社會，軍隊的存在價值一直是一件備受質疑問題。有一派

的人認為軍隊不需要存在現今這和平的社會，畢竟不太可能發生戰爭。軍隊的存

在反而成了一種負擔，軍紀敗壞，軍中的長官的官威凌駕於專業，不知道如何去

變通。或是資料造假非常嚴重，軍中醜聞不斷，例如 2013 年 7 月發生的洪仲丘

事件，讓大眾及媒體關注到軍中的情況，也爆出軍中有虐待的情形，造成國軍形

象敗壞。 

    也有人認為軍隊是需要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是為了緊急情況應變而待命

著。每當有受災地區，軍隊能夠立即給予支援協助。 

     至於軍隊是否該存在著呢？以現有的情況來說，我們認為現今的社會是需

要軍隊的。不僅僅是為了協助救災，同時也是為了保家衛國而存在的，儘管現在

已少有戰爭發生，為了預防萬一在未來的某一天發生了戰爭，能夠保衛國家人民。 

2. 貢獻 

    因為時代在進步，戰爭發生的機率大大降低，國軍的貢獻也轉為不同方面的

協助。現今以救災、救援為主。颱風天、地震時，每當有地區遭受天災，傳出災

情，國軍總是能夠即刻給予支援，將傷害降到最低。雖說在平時感受不到，但其

實他們在背後默默地給予我們保護，有危難時，它們總是能夠使我們感到放心。

感謝有它們，大部分的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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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調查 

    比利林恩一開始從軍的理由，是藉此來減輕罪行，並非愛國情操驅使他投身

軍旅，但在經歷一連串的探索後，他終於找到自己的方向──重新回到戰場。我

們製作這份問卷調查的目的，是想了解桃園國中的男同學們對於從軍的想法，在

目前沒有戰事的台灣，會不會有人像比利一樣以保家衛國為職志?也對軍隊是否

需存在，提供見解。 

    調查民國 91，92 年次服役意願（製作問卷調查表） 

    調查對象：本校八年級男同學共 306 人。實際收回 240 份問卷表。 

    調查日期：106 年 2 月 22 日 到 106 年 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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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有當兵的意願？原因？   □是  □否 1-1.選擇「是」的原因：□很帥氣  □保

衛國家  □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                     □訓

練體能 □其他 (可複選) 

 
 

說明: 

發出 306 張問卷，實際收回 240 張，回

收率 78.4%。有當兵意願的有 90 人，沒

有當兵意願的有 145 人。 

說明: 

有當兵意願的人，以訓練體能為主要考

量，其次是保衛國家及學習團隊合作。 

 

1-2.選擇「否」的原因：□太辛苦  □覺

得對未來沒有幫助，浪費時間 

                     □對兵器的使用感到恐懼 □其他 

2. 若無意願，政府需做甚麼改革才會讓

你有意願？□提高當兵薪水  □提供社

會福利  □其他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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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不願意當兵的，有 55%的人選擇太辛苦

這個因素。 

說明: 

所有人當中，有 52.7%的人認為提高當

兵薪水，就願意當兵。 

3.若有意願，你會想要當多久的兵？   

□1 年  □1~2 年  □2 年以上 

4.你會害怕打仗嗎？原因？    □會  □

不會  □不清楚 

  

說明: 

所有人當中，有 64.4%的人願意服 1 年

的兵役。 

說明: 

所有人當中，有 130 人會害怕打仗。 

 

4-1.   選擇「會」的原因：□怕因此喪命、

殘廢 □失去同袍 □害怕被敵人俘

虜、凌虐                     □害怕永遠看不到家人 □

其他（可複選） 

4-2.選擇「不會」的原因：□為了國家

榮譽 □為了領取獎金                    □為了證明自

己是男子漢 □其他（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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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所有人當中，害怕打仗的主要因素是怕

喪命及永遠看不到家人。 

說明: 

所有人當中，不怕打仗的主要因素是為

了國家的榮譽。 

 

 

5.  在洪仲丘事件後，你會害怕當兵嗎？

原因？ 原因：□不想成為下個洪仲丘 

□害怕軍中制度沒人權 □其他 (可複

選) 

6.當戰爭來臨時你會怎麼做？□   落荒而

逃 □積極奮戰 

 
 

說明: 

在洪仲丘事件後，有 92 人怕當兵，佔比

38%，主因是害怕軍中制度沒人權。 

說明: 

所有人當中，有 69.2%的人願意積極奮

戰。 

8    .若想要當兵，你想要當到多高的官

職？□班長  □連長  □士官長 

 

 

 

 

 

 

 

 

9.你最害怕遭遇的當兵生活?□無法適

應團體生活 □思鄉之苦 □體能無法

應付軍中生活 □害怕學長制太重而被

欺負 □沒有自由 □其他(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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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所有人當中，以當班長為官職選擇。 

 

說明: 

所有人當中，以體能無法負荷及沒有自

由，為最害怕遭遇的當兵生活。 

 

結論分析： 

1. 不願意當兵的同學，佔全體同學的 60%，但根據第 2 題的提問，若提高薪資

待遇，不願意當兵的同學中有 52.7%的人就願意當兵了。這顯示：當條件調

整，結果就會有所不同。 

2. 在第 4 題中，有 55%的人害怕打仗，但在第 6 題中，面對戰爭有 69.2%的人

願意積極奮戰，顯示大部分的人與比利一樣，有保家衛國的想法。 

3. 在 55%害怕打仗的人當中，有人怕軍中霸凌，也有人像比利一樣，擔心交不

到女朋友。 

4. 在 44%不怕打仗的人當中，有人嚮往開坦克車，可以合法使用刀槍及合法殺

人。也有人因為不知道該何去何從而選擇上戰場。 

5. 在開放題中，認為或看到軍隊的貢獻是什麼?大部分的回答是：保家衛國、

救災、運送物資、協助清理家園……等，也有人寫道；國慶日閱兵，這可視

為媒體包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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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 

 

甲同學 

    看完這本令人感動的小說之後，覺得當初男主角去當兵的原因挺勇敢的。為

了幫他姊姊出一口氣，直接奮力砸壞她未婚夫的車，然而為了讓罪刑減少些，毅

然決然地選擇了從軍。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那場戰役，主角的長官差一點就要被敵

軍擄走，但是他奮不顧身衝向前與敵軍戰鬥，雖然最後長官還是去世了，但他守

護了屬於軍人的榮耀。 

    主角因恰巧被新聞捕捉到擊潰敵軍的勝利鏡頭而一夕之間爆紅。但我覺得諷

刺的是，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歷經了多少煎熬，看著自己的同袍戰死，冒著生命

的危險上戰場。就好像主角所說的「這感覺其實滿怪的。有人來表揚你這輩子最

慘的一天。」表面看似光榮，但也是付出巨大代價所換取的。如同我們平時看到

那些光鮮亮麗的人，他們背後的辛酸又有誰知呢？ 

    到了故事尾聲主角要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究竟是要與親人和愛人過著安逸

的生活，還是回戰場與弟兄繼續戰鬥？若是我這種一般人，肯定會選擇逃避，過

安逸的生活。但主角恰恰相反，最後他誠實的面對了自己心中的答案，而非避重

就輕。如此瀟灑堅定的作風是最令我欣賞的，我也該試著用開放的思維，仔細探

究，追崇自己心中的答案。  

   

乙同學 

    看完了李安改編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一時興起的拿起原著小

說來閱讀，發現雖然是同樣的故事內容，但故事過程中兩邊所著重的觀點卻不太

相同。在原著小說方面，作者著重的是Ｂ班軍人憎恨受到過分誇大的表揚，讓他

們回憶起在戰場上廝殺、槍彈雨林的場面⋯⋯而在電影裡，導演則是著墨於戰爭後

帶給軍人的心理創傷。關於這點，我比較喜歡在電影中的看法，因為這種心理層

面的傷害，是一般人無法體會的。跟著電影鏡頭的腳步，我們會發現，比利常在

夢境裡夢到一些打鬥場景而驚醒；一些軍人在中場表演時被煙火嚇得蹲下身來，

以為是炸彈來襲。大家沒有注意到這些心理層面的訊息，政府繼續大肆渲染戰爭

的重要，讚揚、徵兵，媒體人士繼續大量宣傳準備拍攝電影，卻完全不知道軍人

失去兄弟背後的心酸。 

    比利的故事讓我想起一則往事。記得小學的一次班級賽跑，比賽在即，同組

與我實力相當的同學忽然尿急，因為我擔心影響賽程，所以鼓勵她稍作忍耐，沒

想到跑步到半程，她竟然尿濕褲子，不知情的我全力以赴抵達終點，接受全班同

學的喝采。一回頭，只見她紅著眼眶，滿臉通紅的慢跑到終點。回教室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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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悄悄訴說她的窘態，我的快樂瞬間崩潰瓦解。跟比利的壯烈相比，我的故事

顯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但獲得的褒揚，卻是因為同學的犧牲才換得的成就，我的

心中充滿愧疚。在事情的背後，往往藏著不為人知的因素。 

    比利最後的抉擇說明了他的勇敢及忠於自我，回歸到事情的本質，展現他不

因利益而被誘惑的真性情。這本書讓我瞭解了軍人的風骨，下次看到軍人，要感

謝他克服戰場上的恐懼，感恩他無怨無悔地對國家及人民的付出。 

  

丙同學 

    一開始其實對這本書並沒有產生甚麼太大的興趣，一個偶然的機會，因為朋

友的推薦而接觸到了這本書。這本小說不僅令人感動，而且也充滿了作者的諷刺

意味。比利在戰場上的片片斷斷都讓我非常感動，他為了長官而奮不顧身的向敵

軍對抗。作者利用這本書來傳達：當時小布希政府用媒體這個工具來宣傳伊拉克

的戰爭是正確的，為得到他們想要的利益來找藉口，讓對戰爭不了解的一般人認

為戰爭是神聖的，讓他們給予支持。 

    大家都不知道比利與兄弟們在鬼門關前轉了多少回，不了解他們在打仗之後

的後遺症。在故事的尾聲，比利遇到了難題，該回到戰場還是家鄉?雖然離開戰

場就代表可以舒舒服服的過生活，不必辛苦的奮戰，而且也可以得到夢寐以求的

愛情。最後，比利勇敢的面對心裡真正的答案，選擇了戰場。我學到了要有勇氣

說出自己心裡真正的答案。像比利般隨著自己真正的想法，不受外在影響。勇敢

地去逐夢，這是這次專題報告教會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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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延伸閱讀 

         李安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一、 人物簡介 

  

 

比 

利 

・ 

林 

恩 

 

故事主角。十九歲的美國大兵。 

比利的姊姊因為一場車禍，全身是傷，未婚夫因此取

消了婚約。比利為了替姊姊復仇，砸了姊姊未婚夫的

車，犯下重罪，需藉由當兵來減輕罪行。在一位記者

從伊拉克帶回一部比利為了保護長官勇猛開槍攻擊敵

人的影片之後，比利一夕之間成為全美的英雄。這一

切都來得太快，而這陣子發生的事情，讓他發現一切

都是假象也對自己的抉擇產生了懷疑。 

個性： 

冷靜，勇敢，謙遜，講義氣，看不慣高級人士的操控，

擇善固執。 

 

 

凱 

瑟 

琳 

・ 

林 

恩 

比利的姊姊。 

從小就是人生勝利組，有著漂亮的外表，優秀的學歷，

是出色的交往對象。但因為一次嚴重的車禍，背負沈

重的醫藥費，未婚夫選擇離棄了她。比利也為她     

打抱不平，犯下重罪，被轉送至伊拉克前線軍隊，隨

時都有可能傳來死訊。這讓所有優勢都遠離她，這樣

悲慘的結局，讓她產生了憤怒、自責無能為力的複雜

情緒。 

個性： 

聰明，從溫柔可人變得敢說敢嗆。 

 

 

 

亞 

伯 

特 

 

 

Ｂ班的經紀人。 

獲得Ｂ班故事的經紀權，積極的想把他們在伊拉克的

所見所聞拍成電影，賺大錢。但永遠無法和別人成功

談出個所以然來，都以「可能性」來回答Ｂ班的疑問。 

個性： 

說過的話和做出來的事大相逕庭，不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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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衛 

・ 

戴 

姆 

班長。 

總是提醒Ｂ班不要喝酒，能以幽默的話語將人驅離，

極力的為每個人爭取製作電影應有的利益。 

個性： 

性格幽默。 

 

 

施 

洛 

姆 

 

在一部廣為流傳的影片中被比利保護的長官，但還         

是不幸死於那場伊拉克戰爭。生前常告訴比利一些人 

生大道理，也常介紹書給比利，就像比利的老師，其

言行深深影響著比利。 

個性： 

很會指導、照顧、影響他人。 

 

 

 

斐 

森 

・ 

索 

恩 

女主角之一，女啦啦隊的隊員。 

基督徒，和比利在記者會中初次見面，他們一見鍾情，

斐森對比利的遭遇十分同情。 

個性： 

善於關懷他人。 

 

 

 

 

二、 李安的超真實未來 3D 視野 

 

    台灣之光李安所執導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這部電影敘述的方式

是以比利參與活動進行中，不斷分神想起戰場片段的真實來對照球場現實的虛

幻。作者班方登告訴李安，愛怎麼拍就怎拍。李安說：「我想創造一個前所未

有的逼真效果，讓人體驗什麼是真正的臨場感，每秒 120 格的流暢程度，就像

真實世界一樣。」透過高科技拍攝，帶領觀眾進入一場全新的視覺體驗：槍林

彈雨的戰場，子彈呼嘯而過，人物的生死搏鬥，中場演出的熱力四射和煙火絢

爛，置身戲院仿佛身歷其境，透過影像反思人們對於戰爭的觀點及批判。(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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