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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非法智慧                        出版社：民生社報 

作者：張之路                          譯者：無 

報告主題：科技的進步與濫用 

主題簡介 

    隨著時間齒輪的轉動，科技愈來愈發達，讓我們的生活比以往便利，甚至在

未來，科技有可能凌駕於人類之上。科學家曾多次想像，倘若機器人有了自己的

想法、人類再也無法控制科技，地球又會變成什麼樣子？或許，人類會被機器取

代；或許，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我們無法準確預測未來，也無法阻止科技的進

步，就像愛迪生發明燈泡前，有誰能確定在未來，家家戶戶即使在黑夜中也燈火

通明；就像貝爾發明電話時，有誰能把握在之後， 幾乎人人皆擁有手機呢？既

然如此，面對現今日新月異的科技，我們應當保持正面的心態，不要成為科技的

奴隸，更不要濫用科技。 

    張之路的《非法智慧》便帶出了這個道理。書中陸翔風教授為了讓兒子陸羽

成為天才，偷偷地在他腹腔內植入晶片，卻沒想到晶片遭人暗中控制，最後是靠

著桑薇等人的努力，以及郭周的駭客技術，「七星瓢蟲」事件才暫時落幕。《非法

智慧》中，科技猶如雙面刃，將夢九中學的一切用得天翻地覆，但也是因為科技，

陸羽等人得以獲救；而「七星瓢蟲」實驗儘管帶來傷害，用於治療病人上也頗有

成效。看完本書後，我們更應探討為何科技進步得如此神速？為何科技的濫用給

予我們這麼大的傷害？在現實中，又有哪些科技類似「七星瓢蟲」，一個不慎便

會帶來巨大的傷害？ 

 

報告內容 

前言：非法智慧中的七星瓢蟲—科技 

    「七星瓢蟲計畫」的研究目標是把微電腦晶片與人類的「第二大腦」融合，

創造出「新新人類」。「第二大腦」位於腹腔內，是消化系統內的神經系統，會讓

人產生情緒變化，卻不具有思維功能。而陸翔風教授發現，如果「第二大腦」能

向正常大腦發出指令，被控制者的思維、舉止等會發生改變。「七星瓢蟲」的功

用便是把龐大的資料放到「第二大腦」，藉此刺激正常大腦。 

    雖然是出自於私心，陸教授利用腦性麻痺的病人做研究，不顧病人安危且沒

有依照標準程序，但是被植入晶片的病人皆有轉好跡象。假使「七星瓢蟲計畫」

往這方面持續發展，想必有朝一日會成為醫學界的一大突破。可惜人的慾望總是

無窮無盡，科技也是因此遭人濫用。望子成龍的陸教授最後將晶片植入兒子陸羽

的身上，原以為萬無一失，卻沒想到「七星瓢蟲」被助手姜地和神秘金主加上「無

線網路接收器」，並輸入了各種錯誤的「檔案」。科技在正直的人手上，可以造福

更多的人；在心存邪念的人手上，可能讓整個社會變得動盪不安。科技在不同的

人手上會產生不同的樣貌，「七星瓢蟲」在書中便隱藏了這樣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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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像出來，《非法智慧》一書中，腦性麻痺的病人因為「七星瓢蟲」而

重獲新生，感謝這項計畫；桑薇等人則為此痛失親朋好友，想要竭力將這項計畫

消滅。「七星瓢蟲」事件雖已落幕，但想必在桑薇等人心中，已留下了不可抹滅

的烙印，就像科技與我們的生活早已變得密不可分，想切也切不開。 

 

壹、書籍簡介 

一年前，女主角桑薇發生意外，得到了夢久中學學生陸羽的幫忙。一年後，

桑薇考上了之前幫助她的學生陸羽同一間學校，她發現在她心目中那個優秀的男

孩陸羽改名為梅山，還與之前判若兩人。陸羽的父親是醫學院腦外科的專家，當

他的事業正輝煌時，卻死於爆炸，而陸羽的伯父也突然從這座城市中消失。在這

個時候，女主角桑薇身旁的同學也發生了奇怪的變化：衣領上出現了「七星瓢蟲」

的圖案，有些人的成績突然變高了，有的人在做了一個怪夢以後，也變得莫名奇

妙了。桑薇認識郭周後，得知了事情的始末，發現陸羽的父親還活著，並揭穿了

有心人士的陰謀。透過陸翔風的研究與郭周的駭克技術，全部受害者的「七星瓢

蟲」都成功取出，但是郭周被槍殺，受指使者也在監獄被迫自殺。書的結尾留下

了二句話：「陸教授，人的慾望是永無止盡的。」「請你再加上一條，還有那些極

端的個人主義者。」 

 

貳、專題議題分析 

一、故事內容 

  １、角色分析 

    陸羽/梅山： 

      陸羽原本是一位陽光型大男孩，學業成績不理想，其他表現均優異，因

父親陸翔風教授的野心而遭人陷害，學業成績突飛猛進，但是變得冷淡，忘記了

一切，直到桑薇和郭周把他救回來。仔細探究的話，是因為旁人對陸羽的期望太

深，才導致「七星瓢蟲計畫」的產生。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昧地強求是徒勞無

功的。被植入晶片後，改名為梅山的陸羽看似達到了眾人的期望，實際上則失去

了自己的本質。 

    桑薇： 

        個性內向，曾被陸羽幫助過，得知陸羽在夢九中學讀書，於是考進夢九

中學。在危機時刻利用冷靜與機智，突破自己的弱點，救回陸羽。桑薇的單純善

良使她不顧自身安危涉險救人，難能可貴。如果沒有桑薇，夢九中學的學生可能

無法獲救，也有可能得犧牲更多的人。 

    陸翔風： 

        是個有滿滿父愛的父親，望子成龍卻用錯方法，最後利用自己對這項實

驗的了解，救回了陸羽。對孩子有所期待乃是人之常情，但過分的要求便是揠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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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長，害了孩子也傷了和氣。他是書中最神秘的人物，從一開始的詐死、假冒身

分到開誠布公，不只瞞天過海，還讓這本書更加戲劇化。 

    郭周： 

        是一個頂尖的駭客，為了自保不惜被叫做「白癡天才」，最後運用高超

的駭客技術救回陸羽。郭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在事情不明朗時能屈能伸，足

智多謀的他也擁有自己的執著，勇於為朋友犧牲。在現實中，這種人已經十分少

見。 

    姜地： 

        一個被欲望沖昏頭的人，因而被控制、陷害。姜地這個角色可以帶給我

們很大的省思，並警惕我們不要貪小便宜，陷害其他人，所謂「世上最大的敵人

是自己」，姜地其實是自己的貪心害死了自己，惡有惡報。 

    段夢：  

        能分辨是非善惡，臨終前將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了桑薇等人。段夢一開始

的決定，跟大多數人相同—不去淌那道混水，悶不吭聲的繼續生活。可是她過不

了良心那一關，終究決定全盤托出，放下心中的大石頭。看似簡單，其實需要極

大的勇氣，若不是知道自己命在旦夕，段夢也可能說服自己繼續痛苦地沉默下去。 

    神秘人： 

        一個邪惡的角色，為了控制整個社會，利用姜地的慾望和晶片，控制陸

羽等人。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但是用錯方法。如果他將自己的才能用在造福人

群，肯定會成為名留青史的天才。 

  2、情節安排 

一開始用陸教授與神秘人的對話點出計畫後，就從桑薇的角度去看，可以讓

我們明白桑薇是重要角色，如果她沒有發現不對勁，就不會有後續發展。桑薇發

現怪異，並從郭周和段夢口中知道七星瓢蟲和陸羽的事，延伸出後面的故事。 

郭周故意裝作「白癡」，後來才承認自己是一個厲害的駭客，並助桑薇一臂

之力，恢復大家的記憶。如果本書由郭周的角度敘寫，肯定會減少一些懸疑感和

波折，較為單調。而給予劇情相同效果的人物還有一位，就是陸翔風教授。陸翔

風教授的詐死只是要躲避神秘人和姜地，進入夢九中學教書則是關心兒子，在不

得已的情況下，他才暗中請郭周侵入檔案中的晶片，讓大家恢復記憶。 

段夢這個角色，也是影響劇情起伏的一大關鍵。她透露消息給桑薇，讓他們

得以知道內情，或許不知道內情也能成功，可是，不知道的話，整項任務會變得

更加艱鉅，甚至無法成功。 

並非所有人都是快樂結局，郭周與段夢死了，顯示出神秘人的強大與滲透

力；《非法智慧》的情節安排緊湊，而且充滿懸疑和緊張，讓人宛如身歷其境。 

  3、人物關係 

  ．陸羽/梅山：男主角，郭周的同學，陸翔風的兒子，幫助過桑薇。 

  ．桑薇：女主角，接受過陸羽的幫助，郭周裝傻時的同學。 

  ．陸翔風：陸羽的父親，曾假扮為夢九中學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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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周：知名的駭客，陸羽的同學，段夢的學生，裝傻時成為桑薇的同學 。 

  ．姜地：陸翔風的助手。 

  ．段夢：姜地以前的妻子，夢九中學的老師。 

  ４、結局討論 

    《非法智慧》的最後，夢九中學被植入晶片的學生皆恢復正常，「七星瓢蟲

計畫」被迫中止，遺憾的是，無能挽回郭周等人的性命。我們認為陸羽恢復正常

是一件很重要的部分，因為陸羽假如沒恢復正常，可能造成死亡，或被父親的助

手姜地與陌生人陷害，後果不堪設想。桑薇等人阻止研究計畫也是一大重要的部

分，若是沒有阻止成功而使研究計畫完成，雖然各行各業會多出許多菁英，可能

因為競爭，讓各行各業越來越好，但到達某個極限的時候，就會一夕之間變成惡

性競爭，甚至造成死亡。  

二、書中”七星瓢蟲”的象徵 

  1、象徵科技的進步 

    回顧早期的台灣，分隔兩地的人若是想要傳訊，得準備紙筆、信箋及耐心，

投遞滿滿的信念到郵筒後，事件落了一段時間，才能姍姍來遲的傳到對方手裡；

往後推，新世代的 BB call從數字符碼進化到文字；而後，更可遠距離通電，過

不久的現今，發達的程度，甚至達到了電機也擁有一些我們望塵莫及的智慧。於

是，日漸躍進的科技也漸漸與各行各業交融，把全世界梭織在一起；慢慢的，這

種便利使得分支出現：醫療的風險降低，投診的患者得以放心；工廠的專業有了

量產的機會，產品研發或支持者，都可隨之而獲得肯定；心懷慈善的一群公益者，

網路對於這些人，簡直是推動他們信念最有利的助手，深入偏山提供資源，絕對

不是問題了。 

    人類求新求變的認真精神，使得科技不斷脫胎換骨，這份成果，反過來影響

了社會，從研究室內的專業機器，到俯拾即是的公共電話亭，貼近現實的設施隨

社會繁忙步調演進，轉而服務的對象多半在更實際的用途上。因此，瓢蟲被增添

各種功能，不但輕薄，還乘載著諸多科技密碼，為人類推進世界的路上，豎立一

塊新的里程碑—人類及他們的發掘間，多了一種互動的關係。 

  2、象徵科技的濫用 

    不過，一塊石頭可被當作墊腳石，也可能淪為磨刀用，被作為實踐陰謀的有

力武具，「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我們因為各式各樣需求，而一步一步，發覺愈

來愈便利的科技，有些確實發揮了他們所被賦予的期望，以及社會上有求之士的

需要，造福大家。人類的履行夢想的能力的確驚人，這份創造力卻也是一枚原子

彈，當它泅游在美好的創新思緒裡，很快的，一項得力助手就可被任何企業採用，

化身讓社會更上一層樓的推手。 

    然而若是淪為有心人的行事指標，結果就不是三言兩語能道盡的，敲詐勒索

等最平凡出現的事故，金錢就是幫助事件畫下休止符，有能力挽回的關鍵；但七

星瓢蟲這類的非法智慧，已經控制了人的思想，被鎖定的測試者，讓區區一塊晶

片給啃食地體無完膚，如同一具魁儡任人操弄，可不是幾枚銀兩就能打發，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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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的事情，不僅威脅著社會，它們為那些別有用心的研究者達成目標，回過頭

來，卻也造成不少的傷害。開發是使生活更愜意的重要元素之一，過於迅速的發

展同時也得提防隱身各處的勢力。如此一來，便利的生活機能與和平社會治安，

才可以並行不悖。 

    非法智慧，在科學中算是很大的進步，或許能培育出更好的物種，但，真的

好嗎？像複製動物，在科學裡的確是一大建設，它打破了哺乳類除非必要，不行

無性生殖的概念，於是有人動腦筋到人類身上，如果複製得出人類的話，在醫學

上也會有很大的震撼―如果罹患癌症，那是否可從「複製人」身上取出器官，移

植到「本尊」身上，可是，如此行的話，「複製人」只是「工具」，他們也是「人」

啊！ 

    回到本書，姜地等人把晶片植入陸羽的「第二大腦」以刺激大腦讓人變聰明，

但是這並不正常! 而且只要動一些手腳，就會變得更可怕，就像姜地把錯誤的資

料植入，讓人失憶，令他們能替他做事，導致陸羽與其他人變得怪異，破壞社會

秩序。如果現實世界發生這種事，後果恐不堪設想。 

  3、延伸議題—人類與科技間的束博 

 科技日新月異，新產品逐漸以貼近我們生活的姿態問世，人類與科技，彼此

間就像母親與孩子的關係，有著一條聯繫，使彼此相互成為對方更進一步的推

手，相互啟發，又雙雙得利，這樣一種聯繫，是我們合作的象徵；如果，它不只

是互利工具，而成為牽絆，會有什麼新火花產生呢？事實上，用不著大家費心臆

測，它在無形中也默默束搏起二方，負起督導的責任。電器真的堪稱我們生活中

的大恩人，勤勞的以行動展現他們存在的價值，四下無人，它以自身的存在，抑

制梁上君子的不法之念，人們熙來攘往，它位處高處紀錄城市的每一步動靜，科

技由人類所發展，我們投入大量心血在內，也交由它來督導可能存在的，圖謀不

軌之心。那麼，人類也會牽制科技的發展嗎？人類或許無法操控科技的發展方

式，無法決定進步的速度是快是慢，至少，它邁進的方向可以由我們決定，我們

可以選擇像姜地，以高科技控制他人，或站在郭周這一邊，善加利用駭客技術，

化險為夷。人類及科技間的聯繫會永久存在，因此，互相引領推動世界才是首要

上策。 

 

參、延伸討論 

一、與倪匡的《後備》之比較 

    倪匡的《後備》主要述說友人意外瞧見從勒曼療養院逃脫的複製人，主角卻

不以為意。五年後，主角得知友人的死訊後想起此事，決定潛入勒曼療養院調查

友人死因，並發現許多重要人物來到此地醫治，而報酬十分龐大。經過一連串事

件後，主角知曉了勒曼療養院是製造複製人的研究基地，利用「無性繁殖法」培

養複製人，作為世界上重要人物的後備，藉此提供後備器官作更換使用，收取巨

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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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智慧》與《後備》剛完成時，所描述的內容都是當時科技無法達到的，

而如今人們已可創造出複製生物，《後備》中提到的複製人則因倫理道德等問題

無法實現。由此可見，《非法智慧》中的「七星瓢蟲」在多年以後，或許真有可

能被發明出來。二本書相似的地方還有一點，就是運用書中科技所創造出來的「人

類」，其實有著自己的思維舉止，卻更容易被有心人士利用，而他們的人權往往

會被忽視。正因如此，儘管科技的發達已經足夠創造複製人，這項實驗依舊充滿

爭議，等到「七星瓢蟲」被發明出來後，這個技術能否訴諸於世也是一大難題。 

    《非法智慧》與《後備》中的科技所造成的問題儘管相似，二者之間依舊有

所不同。 「七星瓢蟲」是為了把人改造的更好、接近理想；「後備」則是要延續

優秀人才的生命。想必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擁有「後備」，而非被人用晶片改造

吧！放眼現在，我們應該要做的是，接受人無法十全十美，也無法長生不老，才

能活得更加自在。 

二、電影《神鬼駭客:史諾登》男主角與郭周―駭客 

    最近看過一部電影，片名叫做《神鬼駭客:史諾登》。這部電影是描述駭客史

諾登憶述 2004年，他加入了美國陸軍接受基礎培訓，卻在培訓期間跌斷脛骨，

被迫退出，於是他申請到中央情報局工作，並在 38分鐘內完成刪除並重建網路

的動作，突出的表現讓人印象深刻。史諾登接受了 NSA在日本的工作，後來才得

知並醒悟自己的工作間接幫助了政府致命地攻擊其他地區，不想淪為政府工具的

他，將那些資料散播出去。最後，他的護照被美國政府撤銷，迫使他無限期地留

在莫斯科。他最終獲庇護三年，米爾斯稍後會合他，而他則繼續他的行動。 

    駭客史諾登和書中郭周一樣，都並不想拿自己的駭客技術害人，這一點很難

能可貴，有些駭客會不斷植入病毒，讓你的電腦癱瘓，然後再去做壞事，或勒索

你，不給錢就散播你的個人資料，非常不道德。史諾登和郭周不一樣的是，史諾

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幫了美國政府發出攻擊性的檔案，以至於美國政府如此強

大。但郭周是運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並且是自願的，而非不知情。 

    無論是這部電影或是這本書，裡面的「駭客」看起來都是好的，但反過來看，

如果哪天他們想要做壞事，便能對任何資料做出更改，竊取個人資料、國家機密，

甚至是將晶片植入人體!因此，駭客在科技世界裡就像是腫瘤，可以選擇造福社

會，也可以控制所有科技產品，進而控制人。相信隨著科技的普遍，駭客的猖獗

將會越來越嚴重。 

 

肆、總結 

    科技的本意是希望人類的生活能與它相輔相成，共同創造完善的社會。但是

如果科技被有心人士利用，盜取別人的個資、財產……，甚至是危害到生活，這

樣就與它的本意背道而馳了。有些人想要出類拔萃，想要更聰明，想要無所不能，

於是利用科技來增強或實踐自己的願望，若是有人意圖不軌，科技就會引發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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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科技帶給我們正面的影響：大部分的人都是使用科技的便利性，讓自己跟

家人或朋友之間連結的更密切，工作更順利；利用地球上的資源改善生活，使科

技進步、生活更加便利；世界變近了，要去哪裡都方便，天涯若比鄰；也帶給我

們負面的影響：過度利用自然資源，又忽略環境保護，產生各種環境污染問題； 

少數的人利用科技來侵害別人的隱私，在網路上迷失自我。  

    面對科技，一步成大錯，因此我們更應該善用它。對於科技，應從低耗能．

低污染．不破壞環境．不傷害生態系．盡量使用可再生資源．不侵占他人資料，

這幾個原則上，來使科技進步。 並要時刻提醒自己，科技不應該主導支配人類

生存的發展。人類必須學習如何運用科技而同時兼顧生態環境平衡以及文明文化

資產均衡發展。 

    《非法智慧》中的一切都只是想像，但萬一哪一天真的成真了，我們又沒做

好萬全的準備，那可就世界大亂了。科技進步對人類到底會有什麼影響，讓我們

繼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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