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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t the dawn of 2023 

Report of a Listening Post held in online 01.13.2023 

召集人：盧盈任 

這次的新年聆聽點活動是由台灣團體關係工作小組發起，包括主持人－盧盈任

與紀錄－吳子銳共有 11 人參加（5 女 6 男；年齡分布約在 30 至 50 歲之間）。 

主持人解釋新年聆聽點的方法論，也解釋 OPUS 組織的來源與工作方向。說明

國際新年聆聽點的運作方式，以及連結、串接各國聆聽點報告的內涵。說明今日活

動的流程與分享方式。 

與會人員：廖麗霞、侯相如、徐溢謙、徐維廷、周宗成、林勻婷、盧盈任、吳

子銳、周容琳、李宗德(19:51)、林語芩(20:18)。 

 

第一部分：2023 重要印象與經驗的分享 

1. 林勻婷：比較有印象是烏俄戰爭打得很久，我沒想到會打這麼久，兩個領導人

之間似乎也有一些變化。還有伊莉莎白女王去世，當時包含我自己和身邊的朋

友，也都覺得滿感傷。再來就是台灣在年末選舉前，有很多政黨之間的對話，

或是說可能不知道算不算是衝突，以及有些不確定真偽的訊息傳來傳去，大概

印象深刻的是這些。 

2. 廖麗霞：大家好，我剛剛有稍微想一下。去年一年對我最特別跟印象深刻的是，

我其實是中年轉職涯，目前是在全職實習，我在思想起，對我來說去年這個一

整年的實習，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兼職我就在了，但兼職只會在慢性病房，

但全職就會進急性病房。個案就會是門診轉過來的，這些族群是我過往生命中

都沒有接觸過的類型和人，這對我是一種很奇妙奇特的經驗。開始跟他們工作

後，如果我沒有進精神科實習，以往我是會害怕的，但跟他們工作後，我會覺

得他們很單純、可愛，想法很直接。我覺得去年對我生命經驗有一個很大的翻

轉，是上半年我在慢性病房，下半年我在急性病房。因為也在思想起，我們用

的都是精神分析，去年一整年除了接案實習三餐睡覺外，其他時間都在看精神

分析有關的書，整個人都泡在裡面，不曉得，就是很喜歡，算是整個人沉浸在

這種狀態中。第二個印象深刻的是，我在這邊實習，中年轉職，事實上，過程

當中我的身分的轉換，從原來的工作到學校到實習，我常開玩笑說我們是醫院

裡面食物鏈的底層，這種身分的轉換，我去年都在調整和融入。第三個是去年

的選舉，是件很多、風風雨雨，可能跟我現在的身分有關，最關注的就是林志

堅跟鄭文燦的論文，以前沒唸研究所不知道，想到現在我的論文，在看到這些

政治人物的論文如此不堪，直到昨天林志堅還在為他的論文在辯白，昨天晚上

吃飯的時候朋友還問我，林志堅在用的是什麼防衛機轉？第四個是 COVID，

在第一年疫情的時候，我自己當時預估大概一年就會結束，後來第二年、第三

年，我覺得是一個對生活、環境、生態，非常非常大的影響，我本來是不戴口

罩的人，但後來不得不離口，人跟人的距離，我覺得帶給人的衝擊是很大的，

我也在看那些小嬰兒，我在想從他們出生就在戴口罩，那對他們的影響會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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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大概是這些。 

3. 徐溢謙：去年印象深刻的。國際上我有印象的，關於女王的過世，好像這個人

離我們很遠，但那一陣子新聞出來的時候，會覺得好像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另外是安倍晉三，這個人的過世讓我感覺跟台灣比較有連動，這個人跟我們的

社會和國際局勢的改變，相對女王來說更有感覺。再來是烏俄戰爭，過去這一

年，烏克蘭這三個字，從過往談到烏克蘭只會聯想到女星或是漂亮的女性，但

後來變成高濃度的出現在眼前，烏克蘭也會被放在跟台灣一起比較，感覺很強

烈，一談到烏克蘭好像就會反射出來談到台灣，以及台灣跟中國的關係。戰爭

讓我很有感的也是，戰爭跟我的民生，什麼都在漲價，當然通膨影響因素很多，

但過去這一年真的感覺很強烈。再來疫情第三年，開始有點小小的疲乏，不像

以前那樣害怕，不過的確也好像真的是比較沒有前一年那樣貼身的生存威脅，

今年跟疫情有關的我自己覺得變得跟社會層面的感受比較有關連，像是相關政

策、政治人物的攻防。談到疫情中的死亡事件，最有感受的是有上新聞的，小

朋友的過世。另外就是研究生跟碩士論文，剛剛夥伴只提了兩個人，但回想過

去這一年因為選舉，跟論文有關的被拉出來的有一大堆，會有一種感覺是，除

非確定自己不參選，不然就不要寫論文。另外就是有一種感覺是，怎麼連學術

都不能相信？我有一個個人感受是，對這些事件，跟政治、學術、社會有關的，

讓我有一種價值混亂，好多事情需要重新看待或定位的感受。不管政治、疫情、

不同國家的政治人物來訪等等，感覺到焦點從國內被引到國際去，去感覺國際

眼光如何看台灣，也從這種轉換中思考我們自己如何看台灣。 

4. 盧盈任：安倍的過世。好不容易可以去日本旅遊，像是去日本的時候在護衛可

以不戴口罩，覺得好像終於可以不用隔著一層東西，好像生命充滿希望依樣。

去日本這件事也讓我充滿罪惡感，因為我在公家體系工作，我在很早之前就報

名要參與選務工作，但在前三個月知道可以出國，在安排行程的時候就忘了要

參與選務工作，我才赫然想到選舉當天我在日本，只好取消掉選務人員的工作。

選舉當天晚上我在日本吃燒肉，我也沒辦法安心吃燒肉，關於選舉結果以我的

政治立場來說是有點遺憾的，但這也是民主的一部分，也就只好接受了。 

5. 周容琳：大家好，我分成我的私事和社會事件。我在去年中以前還是兼職實習

心理師，七月開始是全職實習生，我在六七月的時候面對上一屆的泉質實習生

的離開，花了滿多時間在處理分離，七八月加上我們一些人會當幹部，就覺得

有責任在身藥管理，所以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在調適(同單位)。社會面向有幾件

事情，我是不喜歡戴口罩的。跟第一波疫情相比，我當時還沒打疫苗的時候，

又要上班，我是很焦慮的，裝備都穿得很齊全，到後來已經打了第三季，我就

覺得沒有什麼了，甚至有的時候我也不會戴口罩。不關乎我贊同什麼政黨，但

後來我有點生氣，因為我有看運動賽事，奧運、世足賽等等，我看到國外觀眾

球迷，都沒有人再戴口罩，到了 2022 下半年口罩政策放寬太慢，沒有跟上歐

美主流或是剛剛友人分享的日本。這個不滿我不覺得是針對政黨，而是針對政

府的政策。談到北京冬季奧運，因為台灣不是下雪的國家，參加也不是志在得

獎，的確會有點羨慕那些有高緯度冬季運動的國家，那些是我們在台灣體驗不

到的。再來是世界盃足球賽，我從 2000 年開始接觸足球開始看世足，我就看

到有些時代的交替，球星可能這次是最後一次比賽了，這些人陸續退役，也會

讓我滿感傷的。他們其實才 30 幾歲，對我們心理師職業來說可能才剛要起飛，

但他們運動員已經是老將了，也會想到小時候看到網球明星的比賽，也想說未

來可以去看他們比賽，但沒想到他們現在已經要退役了。再來談到安倍的遇刺，

一開始我以為是假新聞，後來發現是真的，也讓我想到甘迺迪被刺殺，想到國

家的重要人物被刺殺，會造成國家的動盪，也想到安倍這個名字過去幾年常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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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但過世了會覺得好像有點哀傷。關於英國女王，都有線上的直播，24 小

時的直播等等，我會覺得不太能理解，我不是他們的國民皇室對他們的意義是

什麼。我知道日本隊皇室有兩極的聲音，我不曉得英國，但似乎褒貶都有，一

方面覺得要花錢供養，一方面會覺得很哀傷。我當時看英國直播美國直播，動

輒四五十萬的觀眾，我想說，好像好多人關注這些事情，但我很難體會他們的

感受。 

6. 侯相如：謝謝剛剛的分享，我一下子想不起來去年發生什麼事。以我自己生活

來說，去年上半年我還是學生身分，下半年回到職場，要同時當學生跟工作，

時間安排變得壓迫，但也變得比較規律，沒有想像中恐怖。另外就是關於

COVID 的感受和想法，印象很深的是去年台灣開始出入境管制放寬，當時看

到許多往宏瘋狂飛出國，我心中滿是羨慕，也感覺到他們對自由，還有終於可

以過自己的生活的感覺，有一種希望感的出現。對於 COVID 的出現，好像有

一種被影響，會友一些要放鬆，抓太緊的時候，對身邊的人對工作的要求，大

家都很難喘的過氣。國際部分我覺得好像去年一整年，美國台灣大陸日本幾個

國家的各種新聞變化，我覺得都隱藏一種角力和焦慮在裡面，向剛剛有講到的，

安倍的過世，會去擔憂接下來的主事者是怎麼看待對台灣的態度，以及像是裴

洛西訪台，又各種的訪台。中國去年就是二十大，還有世足賽時期的白紙運動，

有點像是遇到疫情管制的一種極限，看到國外已經可以慢慢開放，反觀大陸國

內的風險管控嚴格，就也會默默的幫白紙運動加油，在想有沒有可能人民的聲

音可以被聽見，在那種政治局勢下，政府慢慢可以讓步。相對回 COVID 的國

際事件，韓國梨泰院的踩踏事件，真的也是大家關太久，需要喘口氣，像是剛

剛夥伴們都有分享到的疲憊的感覺。向我自己打到第三劑疫苗，我會覺得應該

就好了吧，但到了今年，其實出入境放寬，疫情變化又開始，又會開始去想是

不是要去打第四季，是不是提供更多的保護。還有兵役的事件，也是在台海的

政治局勢下發展出來一個很重要的政策，這當中也是各種感慨，一方面會覺得

自己國家自己保護，一方面也會覺得，大家好好生活不好嗎？一定要搞成這樣

嗎？加上兵役討論上也會討論到男性跟女性，兵役部分也是以男性為主，女性

要不要當兵這件事情大家怎麼想，這是很值得思考，但世界和政治的變化好快，

好像又給不了足夠的時間去醞釀和回應。這是我對去年的想法。 

7. 徐維廷：想到去年台灣對於口罩怎麼帶的規定，以及疫苗的施打，都是滾動式

修正。許多變化性的調整，以及高端事件等。也想到去健身房要戴口罩的政策，

怨聲載道。還有公發口罩和口罩實名制的部分，不確定是不是去年，直到去年

底，開始撤銷體溫監控、口罩政策等。我九月入職的時候，學校還有圍欄限制

出入，但直到十月十一月就把圍欄撤掉，後來我也慢慢把口罩摘下來。大家提

到九合一選舉，大部分民眾，大部分人的聲音轉為藍色，也在思考大家的想法。

另外讓我覺得匪夷所思的是陳時中從未服部長轉成市長候選人，我也理解他的

辛苦，但關於這個轉折我也沒想通。另外關於台灣農產品出口大陸受阻，我們

島內也努力消化，或是外銷到別的國家，也讓我聯想到這幾年拜疫情所刺，我

們也沒有了大陸觀光客，對觀光業衝擊很大，但我想對島內人來說，比較自由

自在，這幾年島內旅遊也蓬勃發展。也很開心看到台灣觀光業的繁盛。還有印

象的是裴洛西來台灣的飛機，號稱全世界最多人追蹤的飛機，最終的目的地驚

嚇了很多人。也想到大陸的飛機騷擾，台灣的飛機頻繁起飛。剛開始很長的沉

默，也會讓我聯想到去年，像是要去討論 2022 年，有一種很卡的感受，像是

很開心他過去了，但又好像有什麼，我自己還在思考。 

8. 周宗成：我很喜歡這個聆聽點的活動，我在聽的過程一邊也在回顧，一邊也在

問自己 2022 年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印象深刻的，一邊聽大家的分享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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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好像剛過的這一年有個重新的回顧。我覺得去年跟在之前的疫情之下，變化

與不同在於，我記得我的第三季與第二季疫苗相隔七八個月，我拖到好像如果

不去打的話，工作遇到的人會有風險，但我第二季的莫德納疫苗反應真的太強

烈了，強盜我覺得如果我沒吃普拿疼，我隔天會醒不過來，所以到了我身邊的

人都要打第四季了，我第三季還沒打，我只好選了一個副作用應該沒那麼強烈

的高端。有趣的是，今年的疫情，好樣也面對環境的變動，我心裡好像只有一

個很小的渴望，就是平安的度過今年就好了。剛剛大家也提到八月份裴洛西的

訪台，那架特別的飛機線上有超過五十萬人在追蹤，但問我在追蹤什麼呢？或

許好像在前幾天我們在工作結束之後，就感受到一種微妙的氛圍，我們在討論

如果真的戰爭了，你要選擇作戰還是自殺還是關在島上不管怎樣都不離開，就

會聽到原本一起工作的夥伴，大家想法都不一樣，也有人發明出我既不想參與

戰爭，也不想收到屈辱，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讓我不要受到屈辱而死，所以在

裴洛西來台的晚上到隔天凌晨、白天，我覺得好像有一種在等待，也有一種隨

時在問自己，如果戰爭出現了，我的準備是什麼？或許在不同的國際政治局勢

之下，我們也救活了過來，到現在我們現在還可以在現在一月十三號有一個線

上的聆聽點。我在想活在這個島上的人，我們每個人都在發展一個怎麼跟自己

的焦慮共處，有時候焦慮小一點有時候大一點，有時候我們就是要想，家裡門

口擺了一個大冰箱，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搬走。在生活和工作上就是慢慢讓自己

在面對一些訊息的時候，慢慢讓這些訊息不會干擾到自己和影響到自己，所以

在關於心理、親子教育、養生這些書，比如說線上的課程理科太太，他的新聞

大概也是在這個心理輔導助人的行業裡掀起話題性，我就在想什麼原因會讓人

特別關注會想去買這種課程。你也市場來說，那個課程真的有人買，還賣不少。

私底下我們也會開玩笑說，市場性是很重要的，但也會跟每個人都有關，所以

在面對生存的焦慮、面對個人的焦慮，大環境的國家跟政治的焦慮裡面，怎麼

找到一個安身知道，我覺得這是比較深刻的，但也感受到，相較於 2021 年來

說，受到疫情跟疾病的焦慮的確是變小了。 

9. 林語芩(20:43)：訊息發言詢問現在是否是想講就講的參與模式。侯相如訊息
回應肯定；廖麗霞訊息回應肯定。聽了前面幾位的分享，我覺得去年不是疫情

的一年，2020 才是疫情的一年，所有事情呈現一種不安、悲慘。2022 年讓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開始真正去認識中國這個國家。去年我是失業的一年，沒有

工作、在家裡，準備考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軍演事件，我發現軍演事件給我

的衝擊大過於疫情給我的衝擊，因為我是個會用 FB 到處留言，新聞底下留言

的人，但是我到現在都還有一個很衝擊的點的是，軍演事件那個時期，我發現

我追蹤的一些新聞媒體，下面超級多簡體字的留言，他們留言我看得不舒服我

就會回復，我的回覆也很不客氣，這狀況持續一段時間，當我回復別人的不好

的留言的時候，我的情緒也是受影響的。我記得我後來用一種溫柔的方式，回

應那些可能真的是中國的國民的人，那些到處針對台灣處境的人，我發現如果

你很兇地回復他，可是你很溫柔地回復他說，既然你覺得我們是同類人，那你

至少也要尊敬一下這樣子，但我覺得他們好像不懂什麼叫做尊重尊敬，不管我

用什麼方式回覆他們，他們總是可以用更壞的方式回應你。我還跑去大陸的論

壇，說他們很熱衷於看台灣的選舉直播，我也去他們的論壇留言說我也很想看

二十大的直播，他們在下面留言說有什麼好看的，都是通過通過通過。獎回來

令我最擔心的就是台灣的新聞媒體，我分享一部分，當太陽花事件的時候，我

記得我所念的研究所的學校，他是第一個發起罷課的學校。到了去年的軍演事

件，不管事台灣的政治，或是中國的威脅恐嚇，都是一種我不知道如何形容的，

你感覺到被威脅，但我不懂的事，我的同溫層只有我一個人在討論軍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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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到的是資訊站其實滿嚴重的，一種文化的侵略應該是被嚴重的對待，因

為現在的戰爭不能以真槍實彈來看到這件事，你要去想當我們的文化和語言被

入侵的時候，你要有所警覺，當一個語言、文化沒有人在去遵循的時候，你往

後二十年，文化和語言真的是會消失的。資訊戰讓我很擔心的是，我發現台灣

的媒體使用中國的語言，我發現台灣媒體很愛報導中國的新聞，如果是很大的

國際性的中國新聞就算了，我最擔心的是台灣的媒體開始報導中國的無聊事件。

像是台灣媒體報導中國的新聞，有一隻羊掛在電線上面，我不懂的事台灣媒體

為何要去報導這種事情？台灣媒體也常用一些聳動的標題，點進去看是中國山

西的新聞，這跟台灣有什麼關係？我覺得媒體被滲透非常嚴重。另外我想講的

是數位中介法，因為我自己是了解台灣這部法律是抄歐洲的一些法規，歐洲國

家如果有意識到資訊傳遞和文化侵略的嚴重性，他們做出相對應的法規，我永

遠都記得，新聞一出來的時候，所有人都反對，我自己是相對中立的，但是規

範的範圍、方式都應該要被討論的，但我不曉得為什麼台灣的民眾不想去討論。

可能是台灣的人民崇尚的自由、民主，但可能台灣的人民可能沒有意識到說，

要侵略你的國家，他也去使用自由民主去侵蝕你的自由和人權，我也不知道要

如何講這個事情，我只能默默自己擔心。就是數位中介法、資訊戰、軍演，是

我 2022 年印象最深刻現在也在擔心的是。我現在開始了解中國政府，我開始

了解他，我也開始好奇他，我想去玩玩看，一些景點等等，我會想要過去，我

會想要去感受一下那種高壓，享受一下被高壓統治的感受，再回來台灣，會有

不同的想法之類的，我覺得也很棒啊。中國也很多美景，要去感受看看。 

10. 徐溢謙：剛剛談到白紙運動和台灣的口罩。白紙運動讓我深刻的感受，也為他

們祝福希望能改變。但我深刻的覺得，在中國那樣的地方，我會想向那是更困

難、更珍貴的，那是一個人在被壓迫到一個程度後，為了生存而出來的反應。

對比台灣是說，我們知道好多事情，我們想要更好、更滿意。對比起來事後整

理起來是，我在感受的是，剛剛夥伴提到留言、資訊戰，他們在被那麼控制的

情況，像是畜牧場、雞舍，他們知道的東西有限，所以白紙運動那樣的吶喊，

是很本能，跟生存受到壓迫很強烈的一種反彈，對比我們的口罩或是看待政府

的防疫、對政府的期待等，是很不一樣的層次。回過頭來看，戰爭或防疫，彷

彿 2022 年在各個面向上突然出現像是鏡子一樣的作用，看著來訪國家的政治

人物，好像看到我們怎麼被對待，看到中國的白紙運動，也看見台灣社會的我

們，是怎麼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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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主題指認 

主題一：對疫情持續地不滿與解放的渴望、希望感 

  該主題聚焦於疫情的危險性逐漸降低，同時表達社會對於長期受制於防疫措施

的苦悶以及逐漸解封的解放感。 

主題二：對世事改變、個人的角色轉換的調整，其中有糾結、矛盾的感受 

  不同的成員均提到去年是有點難以回想的一年，台灣經歷著疫情、對岸的威脅、

選舉以及熟悉的他國人物逝世的歷程，而個人必須在這些歷程中同時因應自己生活

的變動，使成員產生混亂與矛盾的感受，有失落但也有新生。 

主題三：台灣主權受到不同民主國家的支持，因集團對抗的張力(美-中、台-中、烏

-俄)，而感受到的生存焦慮（民主與獨裁、權力） 

  該主題為，台灣在去年一整年，承受著國際上，民主與獨裁陣營的角力，中國

持續的認知作戰與對台軍演，俄烏戰爭更是提醒喚起台灣對於戰爭發生可能的焦慮，  

主題四：不同政治意識形態陣營間的張力與攻擊，對於彼此差異感到不解與疲憊、

放空 

  該主題包含台灣內部不同政治陣營因為選舉而產生的競爭、抹黑、攻擊，各自

政治陣營的透過選舉、網路留言的較勁，以及對於國際上對台政策不同國家的支持

與反對。 

 

第三部分：分析與假設形成  

  2022 年台灣的疫情防護措施逐漸開放，確診人數也隨之增加，不過大部分的

成員對疫情不如以往焦慮，雖有擔憂，但也希望加快解封的速度，眾人有印象的反

而是國際情勢－俄烏戰爭、世界各國政治人物來訪台灣或逝世、中國對台措施；年

底台灣內部的縣市首長與地方議員選舉與個人生活角色轉換面臨的適應。 

  每當選舉到來時，台灣歷史脈絡上，關於本省－外省，維持主權－親中的分裂

與對立就會被喚起，而歐洲另一組民主－獨裁國家的戰爭，讓台灣意識到發生戰爭

的可能性，引起生存焦慮，對於各國政治人物訪台與中國的軍演更是關注，要走向

國際，穩固自身地位、主權還是對中國示好、求和均是為了因應戰爭，這加重了台

灣內部立場不同的政治團體對於各自的認同以及彼此的張力，導致雙方無法對話空

間，除了透過選舉較勁，也透過網路對國內政黨與不同國家展現出支持與反對。 

  在持續的焦慮與彼此攻擊的氛圍中，成員均提到去年一整年帶來的疲憊、難以

聚焦的空洞感，迴避、珍惜生活中解封後的自由與聚焦在個人生活任務有可能是台

灣面對過大張力的方式。 

。 

假設：俄烏戰爭迫使台灣面對戰爭的可能，進而引起生存焦慮，焦慮透過選舉

活動、在網路上支持或反對國內、國外代表民主與獨裁的陣營來宣洩，擴大台灣內

部的張力與衝突。這引起團體的疲憊與空洞，進而迴避或聚焦在個人生活任務上來

因應過大的張力。 

 

[台灣, 2023.01.23, 盧盈任、吳子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