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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暗影               出版社：寶瓶文化 

作者：朱宥勳              譯者：Ｘ 

報告主題：捕風捉「影」──《暗影》讀後心得 

主題簡介： 

  《暗影》探討了臺灣職棒光鮮外表下的黑暗面──

簽賭風波。層出不窮的假球案讓包裝著夢想糖衣的職業

棒壇蒙上陰影。本書藉擁有超人般動態視力的天才打者

謝士臣，和熱血球迷 Fido 的視角，帶出運動世界不為

人知的複雜面向，道出夢想萌芽與幻滅的過程。我們試

圖在故事中尋找四伏的「暗影」代表的意義，對照人物

擁有的初衷，與後來的迷失，希望從中整理夢想帶來的

希望，和現實造成的絕望。 

 

報告內容： 

緣起 

「棒球」這項運動，在許多運動迷眼裡有著重要的地位，當時看到這本討論

職棒主題的書，我們便心生好奇，隨著情節推進，故事也告訴我們一些有趣的事。

雖然棒球風行於臺灣體壇，但以棒球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卻很少見，也很少作者會

把台灣職棒的黑暗面寫得那麼詳細。棒球是台灣凝聚向心力的一項運動，但在複

雜環境的壓迫下，職棒簽賭案層出不窮。我們希望能透過本書，更加了解簽賭事

件，及球員內心真正的想法。除了藉本書回顧歷年來簽賭事件，對球迷造成的傷

害，也試圖從中找到一點希望──就算職棒陰影幢幢，仍有保持初衷的人存在，

號召著堅信運動精神的球迷的心。我們真心期望中華職棒可以回歸職棒元年的盛

況，職棒簽賭的弊案從此消聲匿跡。 

棒球是台灣的國球，很多孩子的夢想是希望將來可以成為一位棒球好手，所

以從小就朝著職棒選手這條路努力，但有些選手成了職棒球員後，卻迷失自我，

在威脅利誘下，配合黑道打假球。中華職棒至今發生了五次的職棒簽賭案，揭開

除了許多職棒球員，讓很多的球迷對中華職棒失去了信心與熱情，造成台灣職棒

票房每況愈下，從前那種排隊買票，以及場場滿場的盛況已不再，球迷的多寡也

會影響球員打球的態度，球迷少，當然球賽也不如以往精彩，但為什麼中華職棒

無法杜絕簽賭案而層出不窮呢？難道真的沒有選手是抱著初衷打球的嗎？經歷

了簽賭陰影，是否還有球員、球迷願意相信職棒？帶著這些疑惑，我們決定深入

研讀本書。 

 



 2 

壹、故事 

謝士臣是台灣職棒蛇隊的明星球員，他在國小時就是少棒隊的隊員，與天才

捕手許仁柚搭檔，兩人一直到高中，都是校隊的最佳拍檔，然而，一次打擊練習

中，謝士臣因揮棒失誤，手中鋁棒重擊許仁柚的後腦，仁柚當場傷重不治。從此

以後，謝士臣便經常在場邊看見一個小學生姿態的影子，伴隨著影子出現的，是

看得見「好球帶」的絕佳動態視力。 

另一位主角 Fido，則是受到假球案衝擊、傷害的資深熱血球迷，他組織具備

不同專長的網友，共同研發了一套名為「暗影」的揮棒軌跡檢測軟體，用來檢驗

線上球員有無不尋常的揮棒軌跡，並號召職棒各隊伍的資深球迷，根據「暗影」

檢測結果，在網路上引起輿論，試圖擴大暗影軟體的實質影響力。 

透過暗影軟體檢測，Fido 搭上了謝士臣，在檢測結果中，謝士臣是擁有影響

力的明星球員中，少數不牽涉放水的人。如果謝士臣願意公開肯定暗影軟體的可

信度，提高影響力，就能對涉入假球的球員造成壓力，進而驅離簽賭陰影。為了

這個目的，Fido 與謝士臣開始私下見面，期望藉著「暗影」，給球員放心打球的

環境，也替職棒贏回球迷的信心。 

 為了普及「暗影」，Fido 請研發小組改寫程式，讓使用者更容易上手，改版

後的暗影在網路上引起廣泛的討論，每個球迷都可以下載這套軟體，用簡單的操

作方式檢測自己喜歡的球員誠實與否。檢測結果在 Fido 組織的資深球迷暗中操

作下掀起討論熱潮，暗影的影響力順利征服網路世界。 

 順應網路上的旋風，研發小組又進一步將暗影程式改版，以軟體捕捉球員的

動態視線，讓那些剛玩簽賭不久或年資不深的球員也可以被檢測有沒有打假球。

但新版暗影檢測結果，卻帶來一個驚天惡耗──謝士臣其實也打了假球！ Fido

知道這個晴天霹靂的事實時，幾乎不敢相信。 

謝士臣知道自己時間不多，便與球團討論引退，並縝密地為自己規劃了一場

「只屬於自己」的引退賽。他一生都在為別人打球，為球團、為教練、為球迷、

為隊友，卻從不曾只為自己。他想要一場以自己為唯一主角的球賽，但追求這麼

一場球賽的過程中，他已不知不覺迷失了自我。 

 不安的 Fido 拿著新版暗影檢測結果去和謝士臣對質，謝士臣為了挽回 Fido

的信任，保護自己的聲名，便與 Fido 談了條件，只要 Fido 替他隱瞞打假球的事

實，他就會在引退賽的記者會上宣傳暗影軟體，看著悔恨的謝士臣，Fido 動搖了，

最終給了謝士臣最後一次機會，但他從未料到，這個機會將為自己引來莫大的危

險。 

   引退賽記者會上，謝士臣終究沒有屢行與 Fido 的約定，Fido 再次找上謝士臣

質問，被逼到極限的謝士臣，竟以當年誤殺許仁柚的方式殺了 Fido！暗影小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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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得知 Fido 失聯，決心一起前往謝士臣的引退賽，為 Fido 做最後一件事。成為

鬼魂般存在的 Fido 與長年跟在謝士臣身邊的黑影一起看見引退賽球場裡，因為

「暗影」被串連在一起的所有朋友，努力發送謝士臣打假球的照片，並極盡所能

擾亂會場秩序，希望讓在場球迷看清楚這位表面木訥的大明星虛偽的真面目。球

場上，謝士臣也出了狀況，陪伴自己整個職棒生涯的絕佳動態視力突然失靈了，

場上找不到許仁柚的暗影，連帶以往看得清清楚楚的好球帶也消失了軌跡，處心

積慮策劃的引退賽竟成了球員生涯中最彆腳的一場比賽。被無形的潛規則操弄的

球場上，受傷的終究是球員和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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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於「暗影」 

一、何謂「暗影」？ 

  「暗影」是這本小說的命題，在書中是檢測球員打球誠實與否的軟體；是伴

隨明星球員職棒生涯的鬼影，也象徵著整個職棒環境的複雜，以及球員、球迷心

中被深深掩埋的，最純粹的夢想。我們簡單整理書中提到暗影的段落，推測暗影

可能象徵的事物。 

何謂暗影？ 

 

（一） 仁柚的靈魂 

那之後，只要我進入球場，就看得到你，你用最初出現的姿勢蹲在那些地方，

抱著膝蓋注視我……這麼多年了，你出現在每一個我去過的球場裡，始終是一個

小學生的樣子。（p.22~23） 

  而在那次之後，我才繼承了你的部分，從此成為一個完美的打者。 

  在那比光還短的一瞬間，棒頭與頭盔就像是通了一道電流過去一樣。我有些

什麼永遠地被你帶走，換得了某些永遠在我身上的東西。 

  我曾經想，我要打到你的這雙眼睛閉上為止。如果你選讓我繼續看得見好球

帶，那就說明我對你責任還沒有結束。（p.133） 

謝士臣在高中校隊時，在一次打擊練習的意外中，以鋁棒擊中好友許仁柚的

頭，造成好友死亡。自此以後，仁柚的影子就成了謝士臣職棒生涯中揮之不去的

陰影。打擊意外後，謝士臣常在球場中看到一個身形與小學時期的仁柚非常相像

的影子，伴隨影子出現的是超能力般的視力----謝士臣發現自己看得見精準的「好

球帶」。這個影子跟隨謝士臣打遍職棒生涯的大小比賽，幫助他成為首屈一指的

職棒明星，而謝士臣也不忘自己和仁柚共同的夢想，總是在每一次的採訪中提到

仁柚的故事，彷彿背負著許仁柚的名字，和他一同走完來不及實現的人生。 

 

（二） 複雜的職棒環境 

Fido 第一次帶著「暗影」的測試結果與謝士臣碰面時，謝士臣正因腳傷在家

休息，聽完 Fido 與 BOL 組織的理想後，他曾說自己會支持所有能讓他好好打球

的事物，並語帶暗示地指了指自己的腳，說職棒球團會讓傷兵休息，但媒體會知

道的休息時間長短與傷勢情況可能和實際上不一樣，最後看著全家福照片說：「我

還有家人。」這些話似乎暗指球團內部存在許多看不見的陰影，而陰影控制著整

個職業棒壇。 

那時候我入行才三、五年，第一次遇到大案子。有一支球隊先是被掃掉一半

球員，另外一支雖然沒有任何人被舉發，過兩個月卻自動解散。我問過林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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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我別管，這不是我們這一掛的事。據說是兩支球隊的主子有什麼仇殺糾紛，

死了幾個重要的幹部，吃虧的那一方就動用影響力，安排了個年輕氣盛的檢察官

進來。這個檢察官新手上路，也沒疑心怎麼自己輕輕鬆鬆就發現好幾條罪證，像

拎粽子似的一抓一大串，從此聲名大噪……（p.182） 

  謝士臣進入職棒後不久就發現這個圈子有著複雜的利害關係，為了在棒壇站

穩腳步，他學著適應環境，甚至隨波逐流，利用看得見好球帶的視力巧妙地控制

比賽，協助組織放水。棒球對謝士臣而言是熱情，也是對昔日好友的一份義務，

為了過去的朋友與自己，他不想放棄待在職棒的機會，但要能在棒壇混口飯吃，

就必須配合環境的風氣欺騙攝影機、欺騙球迷。鏡頭拍不到的地方，觀眾的眼睛

不在的地方，處處是操弄純真夢想的陰影。 

 

（三） 心底的初衷 

油門催動，風把汗黏在有上的衣服吹開，眼角恍然看到有一個蹲著的孩子，

抱著一副對他來說略顯巨大的棒球手套。車子迅速滑過，畫面被速度割碎帶走，

來不及看上第二眼。但 Fido卻很快、很篤定地想：那稍縱即逝的殘影一定就是

他自己。----那個長久以來，一直抱著棒球手套，深深蹲在心底某處的孩子。

（p.150） 

  故事中，那個小學生姿態，戴手棒球手套蹲在場邊的暗影，是許仁柚過世之

後出現的。謝士臣最懷念的棒球時光，是小學時和許仁柚半夜偷偷跑到球場丟球

的時候，也許那時候暗影的形象就留在謝士臣心裡了，所以影子的外貌並不是意

外發生時的高中學生，而是更小的小孩。看得見這個擁有初衷的小孩的人，不只

謝士臣一個。Fido 第一次拿著初版暗影檢測結果去找謝士臣，滿懷著對職棒重燃

的信心離開時，也看到了那個孩子，他相信這個孩子是自己深藏心底，對棒球的

熱情。或許看得見影子的謝士臣，心裡仍記得小學時玩球的快樂，只是長大後面

臨的環境太複雜，才讓現實的黑影逐漸吞噬了住在心底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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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的迷失 

  現實的複雜，讓身處其中的人們迷失自我。以職棒為背景，迷失的是球迷、

球員。諷刺的是，那個舞臺原本只屬於最乾淨的夢想。在「暗影」軟體誕生後，

Fido 和謝士臣的生活都發生了微妙的改變，這些變動突顯出他們對自己的矛盾，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段文字發現他們在大環境下的迷失。 

 

（一）Fido 的迷失 

站在這座城市最熱鬧的中心，感覺這一整個世界和棒球一點關係也沒有。他

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所有的經營都是一場幻覺：真的有人關心他所關心的事情嗎？

這真的會改變什麼嗎？謝士臣剛剛所說的話還在他的腦袋裡想著，這讓他感到更

加疲憊了。（P.199） 

 

Fido 帶著新版暗影檢測結果去質問謝士臣，謝士臣為搏取信任，聲淚俱下說

自己悔不當初，並求 Fido 給他機會，Fido 一方面對謝士臣抱持懷疑，一方面又

不願面對曾經堅信的球員欺騙自己的事實，迷惘的他，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

猶豫讓他想要逃避任何事物，不願正視錯信謝士臣帶來的挫敗感，也懷疑自己的

理想在他人心中是否一點也不重要，既然長久以來努力想促成的結果沒有價值，

那堅持的信念是否也沒有任何足以改變環境的價值？ 

也許這時的 Fido 很需要安慰。他需要一些篤定的聲音，讓他找回原本的信

心，去相信自己堅持的一切終究會有回報，猶豫使人脆弱，最終，小組成員聽了

謝士臣自白的錄音後，選擇相信他最後一次。 

謝士臣之於這群被背叛過的球迷有如汪洋裡唯一的浮木，抓緊了，就無法輕

易放手，但盲目地信任，終究讓他們深陷被操弄的陷阱。 

 

（二）謝士臣的迷失 

你好像從來沒有懷疑過我，除了棒球以外就沒有第二件事。但我不是這樣

的，從一開始就不是。或許曾經被你迷惑了幾年，讓我自以為也是、必須是這樣

的人。（P.221） 

 

與許仁柚共同練球的歲月，謝士臣享受著棒球帶來的純粹樂趣。在那些夜晚

偷溜出來練球的日子、毫無顧忌玩球的日子……暗影提醒著他，曾有那麼耀眼的

夢想。 

但經歷了職棒界的風雨，謝士臣卻連熱愛棒球的初衷都動搖了。他懷疑自己

其實根本不愛打球，也沒有棒球夢，只是被暗影、被許仁柚的回憶迷惑了，他不

知道自己曾不曾擁有過純粹的夢想。當 Fido 拿著新版「暗影」檢測報告找上他

對質時，他聽到長久以來陪伴著自己、總是不發一語的黑影說話了，黑影口中的

話語和 Fido 一樣，在呼喚他最後的良知，然而他逃避回應，錯過走回正軌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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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機會。自此以後，謝士臣與黑影（打球的初衷）分裂，他否定過去那個背負著

自己與仁柚夢想的謝士臣，轉身投入真正的陰影，只為策劃一場讓自己名留青史

的引退賽而活著。 

 

故事中，兩位主角在光與暗之間掙扎。步入社會之前，他們心裡都有最乾淨、

明亮的光，雖然這道光終究纏上了現實的暗影，在面對現實困境的每個當下，他

們心裡仍有選擇權。字裡行間，我們仍偶爾看見兩位主角選擇了保有信念的光

亮，或沉淪黑暗之前，對燦爛過往的懷念。 

 

三、失落的初衷 

（一）Fido 的初衷 

等待回信的日子裡，Fido發現自己越來越像球迷時代的自己了。(p108) 

 

他做他能做的，想做的。好久好久沒有這樣了，那些曾經提早三小時進場看

賽前練習的日子，在重大比賽之後，和大家一起簇擁在球員巴士旁邊歡呼或掉淚

的日子。那些日子到底還能不能回來呢？Fido一直等，一直等，已經等了這麼

多年，他有權放縱自己一次吧。(p215) 

 

雖然曾被信賴的棒球世界欺騙，銘記假球案帶來的打擊，Fido 卻沒有選擇封

閉自己，反而開始尋找跟他一樣還相信職棒裡仍有「乾淨」的球員存在的夥伴，

一起研發「暗影」軟體。面對被自己投注熱情事物的背叛，他反而懷抱著不願放

棄的勇敢，相信職棒世界的可能性，並把失望轉為力量，積極用自己的方式，試

圖改變職棒生態。 

當他的夢想第一次被謝士臣出賣時，萬念俱灰的他在打擊練習場遇到了真正

誠實，且兼具實力與理想的打者張勝元，他便放下被背叛後撐起的武裝，順著自

己的心意，「任性」地衝到了最近的體育用品中心，買了顆最貴的紅縫線球，請

張勝元簽名。他緊緊地將那顆久違的、以普通球迷天真卻純粹的熱情要到的簽名

球握在手中，那種感覺像是回到了從前無憂看球、無慮相信夢想的日子。找到張

勝元的 Fido，彷彿也找回了曾經熱血的自己。重建純粹的感動，那就是 Fido 研

發暗影的目的。 

 

（二）謝士臣的初衷 

投手丘前也是一面鏡子嗎?他的表情也會是我的表情嗎?清仁國小到民和高

中的主力左投謝士臣?當他把視線和肩膀對齊我的好球帶時，想像的是誰的手套

在那裡接住他?這麼一個還沒有心思的孩子──遲疑間，我出手慢了，竟然把他



 8 

的球打成倒懸至後方的界外球，落在網子裡。但就在我剛才反射的回頭去追球跡

時，看見了你。你還會在哪裡呢?你就蹲在你一向在的地方。沒有護襠，沒有手

套沒有面罩，像是一個誤闖球場的尋常孩子，蹲在應該沒有捕手的山洞裡。(p162) 

 

從十歲起，我和你就是在這個時候玩球的。玩球，而不是練球。其實我們本

來就是隨便什麼空地就自己丟著球玩的，不需要暖身開始，也不需要收操結束，

那些螃蟹步腹背肌之類的鍛鍊更是純屬多餘。嫌玩不夠，兩人就半夜溜出宿舍，

自己找地方丟接球打球。晚上這樣亂丟亂打一陣會比較開心。從小就是白天練球

到太陽下山，晚上在自己偷偷摸摸去玩球。但奇怪的是──或許這樣就是你其實

一直都在的證明吧──，無論我那一天精神怎麼樣，晚場打得有多恍神，我就是

會在這個時間進入一種神智清明的狀態。直到這一兩年，直到你開始出現在我身

邊之前，我就是這樣一個人走進這裡，靜靜地待滿我們的玩球時間。(p184、185) 

 

每一次謝士臣回想那些和許仁柚一起「玩球」的日子，他就像回到了當初懷

抱著夢想，相信著努力，一步一步向前進的自己。那段時光裡的他非常快樂、純

真。每次接觸棒球的感覺，都和伴隨壓力的「練球」不同，而是更自由自在、隨

心所欲的「玩球」。 

然而這些快樂、純粹的美好片段，全都隨著長大，不得不埋在心裡最深的地

方。他一直以許仁柚的名字、暗影的存在來提醒自己為了什麼而活，他要帶著當

年好友未能完成的夢想，在職棒世界中留下屬於他們倆的名字。故事前半段的謝

士臣，縱使身處複雜的環境，也不曾忘記約定。當他與少棒投手許佳安搭配開球

時，少年的身影讓他想起了自己最初的模樣，想起努力向前邁進的自己和許仁

柚，還有那段兩個人半夜跑到球場玩球的單純時光。看得見影子的他，心底一定

有著過去的小小夢想。 

  

四、結論 

故事中的「暗影」可能有許多涵義，它可能是黑暗的象徵，也可能是深藏心

底的初衷，要面向哪一種「暗影」，端看自己的選擇。投入現實利益糾葛，讓黑

影吞噬生活，成為迷惘活著的個體；抑或轉身面向遺忘許久的初心，即使粉身碎

骨，也對理想深信不疑。光芒投下的地方必存在陰影，也許我們終究像故事主角

逃不出糾葛，但同時也相信，暗影的終點一定找得到最初的夢想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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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暗影》與《魔球》的比較 

 

 

 

 

 

 

 

 

 

《魔球》簡介 

比利．比恩少年時是五項全能棒球員，踏入大聯盟時，他才發現自己的渺小，經

歷挫折的他改變夢想的形式，轉任球隊經理。他發現了聯盟選秀生態的不平衡，

決心用自己的方法帶領球隊，以棒球經濟學演算的科學數據組成隊伍，經過長期

訓練，隊伍竟為比利拿下二十連勝，他的成功連帶改變了整個聯盟的棒球生態。 

 

本書中，謝士臣的上司林杏南配合球團潛規則簽賭；《魔球》裡的比利卻用

了好多方法，才讓球隊的支出和收入達到平衡，並拿下好幾場勝利，兩位教練的

信念、指導方法不同，隊伍風格也大相逕庭，我們列出以下三個小主題來比較林

杏南與比利的差異： 

 

一、目的： 

對林杏南而言，比起勝利，他更重視金錢與個人安全。場上的輸贏僅是

金錢流動的一部分。類似事件在台灣棒球的歷史上也曾出現多次，從書中提

供的線索，不難推斷林杏南在場上選擇了與幕後勢力同流合汙。 

 

 

 

 

比利的最大目的則是贏球。他用勝利去吸引更多球迷、取得贊助，讓自

己富強，並用這些錢來建設球隊，資金流動透明，規劃也較長遠，對球隊經

營有好的幫助。 

 

 

對林杏南而言，比起勝利，他更重視金錢與個人安全。場

上的輸贏僅是金錢流動的一部分。類似事件在台灣棒球的歷史

上也曾出現多次，從書中提供的線索，不難推斷林杏南在場上

選擇了與幕後勢力同流合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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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球隊的方式不同： 

 

林杏南的球隊在敵方放水時，可以毫不費力贏得比賽，相對的，在「上

面」要求放水時，也得犧牲勝場，最終成為惡性循環，球員在這循環中會變

得更弱，球迷自然減少，最後球隊收入就無法支撐球員薪水，僅能繼續依賴

簽賭存活，或解散。 

 

 

 

 

 

比利運用與當時聯盟趨勢不同的方法來經營球隊，當時的球隊普遍用球

員的年齡、外貌、個性和能力來組成隊伍，但比利卻用科學數據去搭配成員，

他的成功讓新方法取代了傳統選秀方式，改變了整個棒球體系。 

 

 

三、對棒球的熱情： 

 

在複雜的簽賭世界打滾以久的林杏南，也許早失去對棒球的熱忱，僅僅

追求在大環境下明哲保身，賺進穩定收入。身為球隊管理階層的人隨波逐

流，風行草偃下，也削弱了球員的熱情，對球隊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比利經營球隊的初衷，是為了完成小時候未能實現的夢想，他為聯盟帶

來的改變，讓後來的人看到不一樣的棒球。他對棒球的熱情跟 Fido 很像，

是熱情促使他完成「暗影」，兩個人都對棒壇做出了貢獻，Fido 推廣「暗影」，

讓人們知道誰在打假球，比利是改變棒球生態，使棒球擁有更多可能性。 

 

 

林杏南跟比利用不同方式指導球隊，球隊最終發展也呈現強烈對比。林杏南

的隊伍因簽賭而籠罩陰影，表面光鮮亮麗，實則氣數已盡；比利的隊伍雖然沒有

得到冠軍，但他們打破世界最長連勝紀錄。這證明了做任何事都要步步踏實，不

忘初衷，從零到一，使結果如願。 

林杏南的球隊在敵方放水時，可以毫不費力贏得

比賽，相對的，在「上面」要求放水時，也得犧牲勝

場，最終成為惡性循環，球員在這循環中會變得更

弱，球迷自然減少，最後球隊收入就無法支撐球員薪

水，僅能繼續依賴簽賭存活，或解散。 

 

 

在複雜的簽賭世界打滾以久的林杏南，也許早失去對棒球

的熱忱，僅僅追求在大環境下明哲保身，賺進穩定收入。身為

球隊管理階層的人隨波逐流，風行草偃下，也削弱了球員的熱

情，對球隊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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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訪談資深球迷 

 

受訪者：邱旻暄。 

 

楊梅國中慢速壘球

社。楊梅地區慢壘 

球隊友誼賽打擊

王，職棒忠實球 

迷，球齡七年。 

 

 

Q1. 書中的 Fido 曾對棒球懷有熱情，但假球案使他深感失望。對照職棒也曾有

類似事件，職棒簽賭曾對你的信心造成什麼影響？ 

 

A1. 自從中職簽賭案爆發之後，到現在也快十年了，記得有天早上起床看到新聞

中大批兄弟象隊球員進入警局、銬上手銬的樣子，其實當下我蠻錯愕的，因為自

己當時才剛接觸棒球不久，那段時間，我都一直在想：「這球主審判三振？！該

不會他收錢吧……」假球案就像是一場地震，後續給球迷帶來的種種疑惑，就像

是地震過後，我們都怕有海嘯或餘震的感覺，總之就是會讓球迷失去一種安全

感，產生不信任感。不過，過了幾年之後，球迷大部分都已經走出陰影了，中華

職棒又回到以前的熱鬧了。 

 

省思 1 

簽賭案隊球迷的打擊其實很大，從簽賭案後各場比賽的統計人數就可略知一

二。假球案層出不窮，多少球迷因為事件爆發，漸漸對職棒灰心，有些球迷甚至

打算從此不關心職棒，更不可能進場看球，這對職棒未來的發展會是很大的困

境。球迷經過多次信心摧殘，對支持的球隊已嚴重失去信心，對棒球賽事冷漠，

肯定影響球團的經營，延伸到球員的信心，接著更可能會影響整個聯盟的生存，

如此，職棒將會陷入惡性循環中，難以翻身。例如 2010 年的新球季「320 象獅

天母開幕戰」預售票首賣，即嚴重受前一年黑象事件假球案的影響，一天下來只

賣出近 2000 張，遠遠不及 2009 年開幕戰預售的一半。以往，開幕戰一向是中華

職棒年度票房的風向球，球迷出走現象空前，給了各球隊一記當頭棒喝。 

 

Q2. 就算經歷假球背叛，Fido 發明「暗影」的動機、剛認識謝士臣與張勝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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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普通球迷」的熱情，證明就算失望，仍有繼續懷抱希望的動力。你還記得當

初為什麼喜歡棒球嗎？什麼因素讓你能在簽賭陰影之後，還能重拾對棒球的熱

情？ 

 

A2. 我自己會看棒球是因為舅舅的關係。記得有一天突然在路上看到穿整套球衣

的大哥哥，我便馬上問舅舅，他們是打什麼球的？他回答：「棒球」。之後我就天

真地請舅舅教我打棒球。過了幾天，舅舅買了兩個手套，還有一顆棒球，告訴我：

「來吧！我們來練習。」那時投球遠度連五公尺都還不到的我，天真的以為自己

可以投快速球、長傳，但那次之後，我的信心大受打擊，於是就哭著回房間打給

朋友。朋友告訴我：「別擔心啦！明天早上換裝到球場，我來當妳的教練。」隔

天一早，雖然訓練快累死人，但我真的進步了很多。於是，我漸漸真的愛上了棒

球。過了幾年，2013 世界盃棒球賽，簡稱 WBC，在中華隊對上日本隊的比賽，

讓我對台灣的棒球魂又回來了，雖然比賽結果我們只止步於八強，但從台中洲際

棒球場打到東京巨蛋，看到球員的熱血與努力，相信我們中華隊的球員也盡了很

大的力氣、吃了不少的苦，對吧？背後有我們這群棒球心像火焰的球迷們，相信

球員一定很感動，從經典賽之後，我的心又回到了中華職棒上。 

 

省思 2 

2013 的世界盃棒球經典賽，讓許多球迷對台灣棒球重拾信心。這場比賽，

雖然最終止步於八強，但看到球員們在場上奮力地戰鬥、揮灑汗水，充滿運動精

神的表現，讓球迷彷彿看到了過去的光采，紛紛關注賽事，甚至進場為球員們加

油打氣，在此之後，許多球迷漸漸恢復了對棒球的信心，也洗刷了長久以來的汙

點，讓球迷回到球場上，與球員一同努力。 

 

Q3. 對照書中 Fido 和暗影小組最後的下場、謝士臣初見 Fido 時說過的「我也有

家人」，以及他心裡「我是為了錢」的自白，可以看出球員面對威脅利誘難免陷

入為難。如果換個立場，面對威脅利誘，你會選擇隨波逐流，或堅持信念？要用

什麼信念堅持自我？ 

 

A3. 我打棒、壘球有兩年多了。我想，如果有一天自己遇到利益誘惑，我一定要

告訴自己，今天我穿上隊服，就是為球隊而戰，戴上手套，也是為了球隊，接的

每一顆球，也都是為了球隊，每次的衝刺跑壘，也還是為了球隊，你站在球場上，

就要告訴自己是為了自己的球隊而戰！應該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被利誘吸引，

也不做任何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團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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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 3 

職棒簽賭事件在全球各地都發生過，比起回顧事件，我們也能對照其他國

家，檢討台灣職棒簽賭案更深層的問題。 

台灣在 1995 年後，發生過很多起簽賭案，美國在 1919 年時也有一起「黑襪

事件」。 

當時的白襪隊是美國代表隊，因為戰績優良，被看好能獲得世界冠軍，但是

當時白襪隊的老闆太過吝嗇，不但把薪資壓低，甚至扣壓選手的獎金。白襪隊八

名球員，因為遭受不平待遇，被黑幫誘惑，答應配合在比賽中放水，但操作過於

明顯，很快地，檢察官和其他相關單位就開始調查，並查獲涉案的六個球員。 

此事件後，聯盟為了杜絕類似的簽賭案再次發生，設下球員最低薪資，讓財

務流動透明化。並加入退休後的終身獎金制度，讓球員可以不必擔心經濟問題，

而且每個球員都有保鑣，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如果台灣的棒球也能做到那樣，

確保球員的經濟和安全，也許就能用真誠的比賽，讓球迷都回到球場，重回過去

繁榮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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