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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確：扭轉十大直覺偏

誤，發現事情比你想美好 

Zhen que 



 

 

1. 持圖書證借出者須負全责歸還kit内所有物件。 如有任何損失時，此

人必须支付罰款。 

2. 借閱期為6個星期，不得續约。逾期罰款额和一本書等同。 

3. 借出和歸還前， 請詳细盤點Kit内物件。遺失物件罰款如下： 

  整個Kit：$250  (十本書+ 討論指南） 

    每本書：$20 

 討論指南：$10 

4. 請務必至舘内服務櫃台歸還。 

 

Book Club Kit  loan period and fines: 

1. The person who checks out the kit is financially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ll the pieces in the kit. 

2.  Kit is checked out for 6 weeks.  You cannot renew the kit. 

3. Please check content of book kits against the label tag provided before you return  

       the book bag to the library.  Replacement costs for missing pieces are as follows: 

  *entire Kit: $250 

  *book: $20/book 

  *additional materials folder: $10 

 Once paid, the cost of a missing book or folder is non-refundable. 

4.  Book kits must be returned to the circulation desk inside the library. 

中文讀書會Kit借閱須知 



 

 

《真確》 

扭轉十大直覺偏誤，發現事情比你想美好 

FACTFULNESS：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導讀 ： Cupertino 中文讀書會會員 Jane Chen 

 

 

你知道美國的犯罪率從1990年到現在呈現下降嗎？是否因為新聞的報導讓你覺得治安變壞，

這個世界越來越糟？或很多時候你只是憑感覺，而非思考，卻讓自己嚇壞自己？ 

 

有一位瑞典的公共衛生教授，他鼓勵大家對現實要有清楚合理的認識，從而保持正向有益的

世界觀。請看他的偉大的心願：「改變世人的思維方式，扭轉原本誇大的世界觀，換成基於

事實的認知，做出更好的決定，留意真正的危險，察覺真正的機會，不必為錯誤認知緊張兮

兮。這樣的改變可以安撫個人無謂的恐懼，可以幫助國際組織做更好的資源運用，還可以幫

助企業經營做更正確的商機判斷。」 

 

是什麼樣的經歷讓一個人立下以上的心願？漢斯羅斯林畢業於瑞典烏帕薩拉大學，主修統計

學和醫學。年輕時曾在莫三比克的村落行醫，人口30萬的區域只有他一位醫生。他每天必須

計算是醫治眼前三位垂死的病童，還是到村子裡推廣衛生知識，訓練基礎醫護人員，讓

98.7%無法走到醫院的孩童受到保護，降低死亡率。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FACTFULNESS%EF%BC%9ATen%20Reasons%20We%E2%80%99re%20Wrong%20About%20the%20World--and%20Why%20Things%20Are%20Better%20Than%20You%20Think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FACTFULNESS%EF%BC%9ATen%20Reasons%20We%E2%80%99re%20Wrong%20About%20the%20World--and%20Why%20Things%20Are%20Better%20Than%20You%20Think


 

 

 

做最急迫的事，還是最真確的事，這是漢斯羅斯林想要社會大眾思考判斷的重點。顯然他自

己選擇了後者，畢生致力於公共衛生教育，他曾擔任世界衛生組織WHO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的顧問。之後也共同創辦無國界醫生的瑞典分部。為了推廣全球公共衛生教育，漢斯

有機會接觸各個領域的領導階層，他發現許多人的世界觀和事實有很大的差距，他們的認知

不是停留在幾十年前的舊數據，就是執守刻板的印象。 

 

為了扭轉這個現象，作者十度登上TED大會，他的演講影片瀏覽數超過3,500萬次。在演講

中，他常常以數道「真確問題」測試來賓們對世界現狀的認知，例如「現今全世界的低所得

國家裡，多少女孩會讀完小學？」，「過去20年，全球赤貧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現今

全球的平均壽命是多少？」等等，在每題三選一的答案中，各地的聽眾能夠做對的比率有時

低於10%。為什麼普羅大眾和精英人士多對世界抱持錯誤認識，很多成見甚且是根深蒂固？

作者發現原因並不全然是媒體誤導，而是我們大腦的運作方式。 

 

在《真確》這本書裡，他整理出人類十種誇大直覺的偏誤，並從他所關心和熟悉的公衛議題切

入。比方說要談二分化直覺偏誤，他就從世界不同區域的兒童死亡率切入。他憶起1995年當

他在大學課堂與學生討論兒童死亡率時，學生的反應是西方世界兒童的出生率及死亡率皆

低；非西方世界兒童的出生率及死亡率皆高。他發現學生的眼中只有兩類國家：西方的與非

西方的；富裕的與貧窮的；已開發的與開發中的；我們的與他們的。 

 

他在書中以1965年和2017年的兩個數據圖做比較，1965年的數據圖確實清楚以二分法呈現已

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出生率與死亡率情況。其中有44個國家屬於已開發國家，125個國家屬

於開發中國家，落在兩組之間的只有15個國家。但是到了2017年，世界改變了，根據世界銀

行和聯合國的官方數據：85%的人口都歸入向來稱作已開發國家那一組。「如今75%的人身在

中等所得國家，他們不窮也不富，開始過像樣的生活。低所得的一端僅剩9%的人口。」但很

多「西方人」的認知沒變，以為還有50%以上的人生活在低所得國家。這個真確的認知可以

幫助人道主義機構規劃資源分配；而對跨國企業來說，這個認知讓他們看到中所得國家有50

億潛在消費者，他們想買洗髮精，腳踏車，衛生棉等。作者說如果你以為50%的人都很窮，

不會買這些東西，可就錯失商機了。 

 

 

 



 

 

作者在1999年第一次到世界銀行演講，就已提出這種以人均所得來二分「已開發國家」與

「開發中國家」的標籤已不合現實，但要到17年以後，世界銀行才公開宣布廢除這兩個詞，

改為把世界分為四個所得等級，而這中間他前後去演講了14次。 

 

但究竟為什麼把國家分為貧富兩類的誤解如此難以改變？作者認為原因出在人類非常傾向二

分法的思考，愛把事物分成迥異的兩類，好與壞；我的國家與其他國家。但這樣簡單的分

類，往往暗示著衝突，造成對立；並且容易流於誇大，扭曲認知。 

 

作者接下來引領大家思考如何扭轉二分化直覺偏誤。他建議大家要比較平均值，不要被一個

數字誤導，比較兩個或三個平均值會讓我們看到事物之間不是涇渭分明而是有所重疊，鴻溝

其實並不存在。 

 

再來要比較極值，作者舉巴西的貧富不均為例：前10%有錢人的收入占全國的41%，但若與過

去幾年比較，又發現這個數據是新低；另外，如果把巴西人依四個所得等級畫分，會發現多

數人已脫離赤貧，擠身第三級。所以即使巴西是世上數一數二貧富不均的國家，但鴻溝仍不

存在，多數人位於中間。所以要懂得看數據背後的事實。 

 

第三個扭轉二分化直覺偏誤的方法是注意自己的上層目光。作者舉例如果我們從高樓頂上往

下看，很難區分下面樓房的高矮，所以自然會把世界分為兩類：位於樓頂的有錢人，和位於

底下所有跟你有別的窮人。但如果從地面往上看，就會看出每天收入一元的，和每天收入兩

元，到每天四元和十六元的生活是很不一樣的。 

 

除了二分化直覺偏誤外，作者還提出以下九種直覺偏誤： 

 

1.  負面型直覺偏誤 

2.  直線型直覺偏誤 

3.  恐懼型直覺偏誤 

4.  失真型直覺偏誤 

5.  概括型直覺偏誤 

6.  宿命型直覺偏誤 

7.  單一觀點直覺偏誤 

8.  怪罪型直覺偏誤 

9.  急迫型直覺偏誤 



 

 

作者論述以上各種直覺偏誤時會帶出不同的故事，以及相關的「真確問題」，從多數人的偏

誤反應中，他帶著讀者看真確的數據，並提出扭轉偏誤的方法，希望大家可以練習，養成求

真的習慣。 

 

漢斯所帶出的故事通常都是他的親身經歷，你會感受到他的人道關懷，以及他的踏實樂觀，

也會學到許多思考的工具。他說：「我窮盡畢生之力抵抗全球的無知，而這本書是我的最後

一役，是我設法影響世界的最後努力：改變世人的思維方式，安撫無謂的恐懼，讓大家把精

力重新放在有益之舉上。先前我以龐大數據與吸睛軟體為武器，採取活潑的演講風格，甚至

搬出瑞典刺刀，但那樣不夠，而但願加上這本書就夠了。」 

 

漢斯羅斯林於2017二月年因胰臟癌過世，享年68歲。如果你有興趣到網上看他生前留下的演

講影片，你會聽到他爽朗的笑聲，看到他的熱情與真誠。比爾蓋茲悼念漢斯羅斯林時說：

「他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把數據帶入生活，讓世人看到許多經常被大家忽略的人類進

展。」比爾蓋茲並公開贈送此書給2018年畢業的美國大學生，以下是他對本書的推薦：「漢

斯對人性有深入的了解，說故事的技巧媲美他解析數據的方法，我希望他的書能夠讓更多人

懷抱好奇心和開放的態度面對世界，就跟他本人一樣。」 

 

漢斯的兒子奧拉，媳婦安娜，繼承父志，繼續推廣以立基事實的認知，對抗無知，協助人們

真確地了解這個世界。 



 

關於作者： 

 

漢斯羅斯林於1948年出生在瑞典的烏普薩拉(Uppsala)。四歲時父母親用多年積蓄，買了洗

衣機，從此母親可以把洗衣省下來的時間陪小漢斯上圖書館讀書，開啟了漢斯求知之道。漢

斯在Ted的一場演講中提到貧窮國家的女人一定都想要有洗衣機代勞。因為神奇的洗衣機能

增加下一代受教育的機會。富裕國家應該研發綠色能源，在未來平衡貧富之間對能源的消

耗。 

 

1967漢斯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主修統計學和醫學，1972年他曾短暫在印度修習公共衛生，他

發現亞洲學生比歐洲學生用功許多，因此預言未來亞洲國家將超越歐美，取得全球領導地

位。1976年他正式成為一名醫師，在非洲南部莫三比克的納卡拉擔任醫務官。1981年起，羅

斯林和他的團隊在非洲偏遠的農村地區進行一種會導致癱瘓的疾病研究。他們發現村民因不

當食用木薯而發病。村民不知煮食木薯前需將其浸在水中數日，以消除氰苷毒素。1986年漢

斯以此項研究獲得博士學位。他和團隊前後花了二十年的時間研究這個命名為konzo的疾

病，他們看到真正的病源不在木薯，而是極端的貧困。在非洲目睹的極端貧困，漢斯一直念

茲在茲，同事對他的悼念文中提到漢斯過世前仍與他討論此議題。 

1997年漢斯羅斯林開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卡羅琳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教授

全球公衛。該校是世界頂尖的醫學院之一，諾貝爾醫學獎評委會就是由該校五十位教授組

成。 

 

2005年漢斯與兒子奧拉，媳婦安娜共同創立了Gapminder基金會，開發了Trendalyzer軟件,

它是一個數字展現工具，可將國際統計數據轉換成互動而有趣的圖表數據顯示，以動畫及不

同顏色圖形清晰表達。2006年二月漢斯在加州Monterey Ted 演講會上以此軟體套上數據，

講述過去五十年來幾個世界發展的狀況，Google在2007年三月買下此軟體。讀者可至以下連

結免費下載: https://www.gapminder.org/tools-offline/ 

 

2009年漢斯羅斯林 獲選《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雙月刊全球百大領導思考人物 

2012年漢斯羅斯林 獲選《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 

 

漢斯說他是家裡第一個接受六年以上教育的人。甚至到後來讀完博士學位，都沒有花家裡一

分錢。30歲時，他第一次罹癌，在醫療體系免費治療之下，獲得痊癒。他說他的重生與成功

統統仰賴他人，他在自己的身上就見證了一個越變越好的世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s://www.gapminder.org/tools-offline/


 

 

 

相關連結 

 

1. 漢斯，奧拉與安娜一起述說寫作《真確》一書的緣起和經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iB2-IPqf8  

 

2. 比爾蓋茲介紹此書：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uooRe07mYM  

 

3. 漢斯在Ted的兩個演講，有中文字幕 

 
https://www.ted.com/talks/hans_and_ola_rosling_how_not_to_be_ignorant_about_the_world/
transcript?so&language=zh-tw#t-846  
https://www.ted.com/talks/hans_rosling_shows_the_best_stats_you_ve_ever_seen  

 

4. 2010年漢斯在Ted演講神奇的洗衣機 （The Magic Washing Machi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qnptxlCcw  

 

5. 2010 年BBC為漢斯製作精彩短片「The Joy Of Stats」 漢斯僅以四分鐘的時間，用軟體

輔助，講述兩百個國家在兩百多年來的發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8t4k0Q8e8Y 

 

6. Gapminder基金會網址: https://www.gapminder.o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iB2-IPqf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uooRe07mYM
https://www.ted.com/talks/hans_and_ola_rosling_how_not_to_be_ignorant_about_the_world/transcript?so&language=zh-tw#t-846
https://www.ted.com/talks/hans_and_ola_rosling_how_not_to_be_ignorant_about_the_world/transcript?so&language=zh-tw#t-846
https://www.ted.com/talks/hans_rosling_shows_the_best_stats_you_ve_ever_se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qnptxlCc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8t4k0Q8e8Y
https://www.gapminder.org/


 

 

討論問題： 

 

 

1. 作者提出的13個「真確問題」請問你答對幾題？看一下你答對的題目，請問你是從媒體

報導得知答案的嗎？還是你曾經查證過？或只是猜對？ 

 

 

2. 請從作者提出的13個「真確問題」中選出一題你答錯的，想一下你的錯誤想法從何而

來？ 

 

 

3. 最近發生的社會事件中有哪一個報導會造成觀眾的直覺偏誤？是本書作者提到的其中一

種偏誤嗎？如果你試用他所提出的方式來扭轉這種偏誤，情況可能會有什麼改變？ 

 

 

4. 作者提到的各種偏誤，哪一種在你所處的社會中最常發生？發生的原因是什麼？跟集體

的文化意識有關嗎？跟一般人的思考模式有關嗎？ 

 

 

5.  作者提到的直覺偏誤中哪一種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最常發生？你覺得作者列出的求真習慣

練習對你可能會有幫助嗎？你會為自己列出何種練習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