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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大可把這本書看成鍛鍊腦力的武術課程。你可稱之為「心智術」。武術

教你如何不用武器格鬥，心智術教你如何不靠電腦思考，不靠計算機計

算，不靠讀寫記憶。當然，某些武術課程教你如何使用雙節棍或飛刀格

鬥，這本書也有一些心法教你如何在筆記本和 Perl指令碼這些工具輔助
下，幫助你成為更厲害的思想者。

就許多層面來講，《破解腦力密碼》是 Tom Stafford與 Matt Webb所著
《Mind Hacks（腦力駭客一百招 - 基礎篇）》的續作。然而，寫這本書的

目的，在於提供你實用且有趣的心法（本書論述的心法無一不有趣！），

而非以較理論的角度「探討人腦的運作方式」。同樣地，我們也可以拿武

術作為類比。《Mind Hacks（腦力駭客一百招 - 基礎篇）》（也是 OʼReilly
出版）告訴你大腦能幹出哪些出色有趣的事情，比較接近武術中強調舞

動而非戰鬥的門派。《破解腦力密碼》收錄的則是非常實用的心智技巧，

比較接近自衛武術。當然，這本書也收錄了一些能讓你拿出來炫耀的絕

招，例如「用你的手指數到百萬」[心法 #40]─這種心法有如空手劈磚。

在我努力成為更厲害思想者的過程中，除了希望變得更聰明的原始渴

望外，Frank Herbert提出的門塔特（Mentat）概念對我影響最劇。在
Herbert以數千年後的未來為舞台的科幻小說《Dune（沙丘魔堡）》中，

電腦成了違禁品，並發展出一種人類職業來取代電腦。門塔特實際上是

人類電腦，這些人經過多年強化記憶、數學、邏輯與策略能力的訓練，

達到超人一等的境界 - 簡單來講，就是成了心智大師。

2004 年，我創建了 Mentat Wiki（http://www.ludism.org/mentat）作為心智
術中央資料庫，任何人都可以造訪並提供意見。一如我原先預期的，這

個網站引來了一票對記憶技巧、心算等主題有興趣的愛好者，令網站得

以穩定成長。我自己從 Mentat Wiki獲益良多，而本書中收錄的許多心法
都是以網頁上的文字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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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至少能在本書中挖掘出一則能每天應用的心法，並終生受用。

如果你對此心存疑惑，我在這裡肯定地告訴你，我每天都會用到本書中

的數則心法，而且我知道有不少人也是這樣。這是不是代表我們達到了

Frank Herbert杜撰的門塔特超人境界？當然不是，不過我們確實變得比從
前更厲害些。

我還有個夢想，希望公立學校能廣為教授心智術，一如過去曾風靡一時

的「記憶術（ars memorativa）」。就算這個宏大的夢想無法達成，若能讓

補習班以「心智術速成！」為號招來教授這些知識，我也感到心滿意足。

《Mind Performance Hacks（破解腦力密碼）》書名由來

Hacker（駭客）這個英文字，在新聞媒體界是帶有貶抑意味的字眼。他

們用這個字來表示某人侵入電腦系統，或是用電腦作為武器造成嚴重破

壞。不過，對寫程式的人來說，hack這個字指的是解決問題的「快速撇
步」，或是搞定某件事的聰明方法。因此，hacker這個字成了一種恭維，
指的是富有創意、有本事把事情搞定的人。《Hacks》系列書籍的出版，
試著為這個字正名，用文字記錄下搞 hack的人們好的一面，並將 hacker
創造性參與的倫理傳承給初學者。參考他人如何應付系統與解決問題，

是學習一門新技術的最快捷徑。

Mind Performance Hacks（破解腦力密碼）這項技巧，若說新穎，新得和
聰明藥一樣，若說古老，老得和語言一樣。廣義來說，每次你學習某樣

事物，你都得駭入自己的腦袋。本書有助於你學習以蓄意、安全且具生

產力的方式駭入你的腦袋。

本書使用方式

只要你喜歡，你可以從頭到尾詳讀這本書，不過，本書中的每一則心法

都是一篇獨立文章，你可以隨意翻閱或是直接跳到那些你最感興趣的章

節。若有你需知道的先修內容，書中的交叉參照會將你引導至相應心法。

你只需用上自己的腦袋，頂多加上紙筆，即可嘗試本書中絕大多數的心法。

許多心法附帶有參考資料，提供你其他書籍或網路上記載的其他資訊。

少部分心法也附帶了簡短電腦程式原始碼 - 以 Perl指令碼為主 - 作為幫
助你思考的輔助工具。不過，你大可放心，你不需要任何程式基礎或經

驗即可使用這些心法。本前言稍後提及的「如何執行程式心法」會引你

入門，且各心法會詳細解釋及說明如何輸入及執行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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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
心法 1-12

記憶是人類極重要的一項能力。少了記憶，你的腦袋將空空如也，只剩

下知覺。記憶是我們穿梭時間與空間的指南針，讓我們能夠辨識吾愛，

知道衝到車子前面的危險，更是我們從事人類其他作為的基礎─因此，

記憶被擺在本書最前面。

就某種程度上來說，許多人在讀書寫字時，甚至是使用搜尋引擎這較新

科技時，都沒有充分運用記憶。然而，我希望在本章的帶領下，能藉由

鍛鍊記憶豐富你的生活，無論你是替自己的博士論文答辯，還是參加

Jeopardy!（譯註：美國機智問答節目），或是純粹應付日常瑣事。

記住十件要帶的東西
你絕不會再忘記帶鑰匙。總是記得攜帶十件出門必備的物品。

靠著本章提供的記憶心法，你絕對能記住所有美國總統與世界首都的名

稱，但是，你出門時可能仍會忘記帶手機或鑰匙。無法運用在日常生活

中的記憶訣竅，可說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如果你能記住一份出門必帶的物品清單，對你日常生活的安排與效率絕

對大有助益。如果你在離開工作場所、學校、餐廳或朋友家時，能查核

一下這份清單，你絕不會忘記帶走任何重要物品。你也可以運用本心法，

在睡前確認備齊清單上的所有物品，隔天早上你將可迅速出門。

實作方法

本心法需要你準備一套能容納 10件物品（或是你清單上列出的所有物
品）的記憶框架。你可以使用「短行程」[心法 #3]，「Dominic記憶法的 10
個數字」[心法 #6]，「數形記憶法」[心法 #2]，或是任何其他能在你心煩意亂

#1
心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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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有效幫助記憶的方式。我使用的是我最先學到的記憶法，也就

是「數字押韻記憶法」。這個方法是我還年幼時父親教我的：「一（One）
是槍（Gun）；二（Two）是鞋（Shoe）；三（Three）是樹（Three），」依
此類推。因此，針對我清單上的第一項物品，我創造了一幅包含該物品

與一把槍的生動畫面；我靠著與鞋做聯想記住了第二件物品；清單上的

其他物品也依樣畫葫蘆。

編輯你的清單，並在記憶框架的旁邊寫下物品名稱。把最重要的物品擺

在清單的最前面，如此一來，就算你在干擾下無法檢核整份清單，你仍

會記得帶那些物品。

記住，盡可能使用最生動的畫面將你想記住的物品與記憶框架連結在一

起。底下是我實際採用的清單：

1 ::（one）:: 槍（gun）:: 藥品

我出門一定要帶藥品。我想像有一把槍朝各方向射出四散的藥丸。

2 ::（two）:: 鞋（shoe）:: 鑰匙

我想像有個住在鞋子裡的老女人嘗試用她的鑰匙打開巨鞋的前門，而

她成堆的小孩則不斷拉扯著她的襯衫。

3 ::（three）:: 樹（tree）:: 手機

我想像有一棵樹，上頭掛著一具 1920年代的亮光黑電話聽筒，以及
一具突出來的話筒。樹上的一對鈴鐺大聲作響。

4 ::（four）:: 門（door）:: 筆記本

我想像我的 Moleskine Mini筆記本變得巨大無比。封面像門一樣地
打開，裡頭是個巨大的密室，而且鉸鍊嘎吱作響。（去任何地方我一

定會帶上我的速記本 [心法 #13]。）

5 ::（five）:: 巢（hive）:: 皮夾

我想像打開我皮夾卻瞧見一群蜜蜂撲向我的臉。痛啊！

6 ::（six）:: 棍（sticks）::PDA
我想像使用一根質地粗糙的木棍取代觸控筆在我的 PDA上書寫。（這
也提醒我帶觸控筆，以防我忘記第 10項。）

7 ::（seven）:: 天堂（heaven）:: 眼鏡

我想像我的眼鏡閃閃發光，因為它們使用與天堂珍珠大門相同的光彩

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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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ight）:: 大門（gate）:: 手帕

我想像我的手帕綁在奇特花園的門柱上，隨著大門前後擺動，我的手

帕像一面旗子般在風中飄揚。

9 ::（nine）:: 酒（wine）:: 瑞士刀

我將紅色瑞士刀的其中一件刀具想像成一只小葡萄酒瓶，當我打開瓶

塞時，紅色的葡萄酒向外湧出。

10 ::（ten）:: 雞（hen）:: 筆

我想像地面散落著一堆我常用的四色筆，其中混雜著一些 PDA觸控
筆，有一隻雞正啄著這些筆。

實際應用

說真的，在使用這些技巧一至兩年的時間裡，我只忘記帶清單上的特定

物品一到兩次，起因是我在整理時沒有徹底檢核清單。然而，有次我把

塞滿東西的背包暫時放下，最後卻忘了把背包帶走，為此我和我老婆都

遲到了！

現在，我已對我的清單瞭若指掌。數到 10，腦海裡會立刻浮現「筆」，

而不再是「雞」，其他數字亦然。因此，我可以輕而易舉地追加兩件其他

物品，而不用特別去記憶：11，「我的外在自我」[心法 #17]，以及 12，一
本好書。然而，如果我打算進一步增加我的清單內容，我肯定會增加更

多的記憶掛鉤。

參考資訊

● 能讓我裝入所有物品的男用手提包，可列入小心法之一。當然，多

年來使用手提包的女人們若讀到這段文字，可能會認為像我這樣的

男人有點遲鈍，沒事幹嘛寫一本講心智腦力的書。言歸正傳，Slacker 
Manager的部落格上有篇介紹男用手提包概念的精采文章；有興趣的
人可參考 http://www.slackermanager.com/slacker_manager/2004/11/ my_
murse.html. 

● 也可以針對不同用途準備不同提包，例如上學用、工作用或緊急用。
這些提包可視為一種外部記憶，能讓你提了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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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形記憶法
將數字與形狀連結在一起，運用你原始祖先的狩獵與採集本能記住 21世紀
的資料。 

如果你學會了「如何記住出門時必帶的 10件物品」[心法 #1]，那麼，你已

經學會了數字押韻記憶法：將 1（One）和 2（Two）等數字與押韻文字
連結在一起，例如槍（Gun）和鞋（Shoe），並將這些關聯性當成掛鉤，

懸掛你想記住的物品。

傳統的數形記憶法也是用差不多的原理。只不過，現在你想像的畫面，

不再是互相押韻的數字與文字，而是近似數字形狀的圖形。舉個例子，

許多人把數字 2看成一隻天鵝，所以你可以用天鵝圖形作為記憶掛鉤。1

實作方法

表 1-1列出了 10個數字，以及方便你記住這些數字的一些圖形。圖形欄
以插圖描繪了文字欄中的斜體字，用以顯現數字與圖形之間的關聯性。

表 1-1　數字、文字與圖形的對應關係

數字 文字 圖形

0 黑洞、甜甜圈、輪胎

1 蠟燭、鉛筆

2 天鵝

3 蝴蝶、心臟

4 帆船

5 鉤子、滑輪

6 高爾夫球桿、套索、煙斗

7 斧頭、迴力鏢、鐮刀

#2
心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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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數字、文字與圖形的對應關係（續）

數字 文字 圖形

8 沙漏、雪人

9 旗子、蝌蚪

你可以隨意挑選及自創圖形。重要的是，選好之後最好不要輕易更動，

如此一來，當你想記起數字 6的關聯事物時，你不必浪費時間去想你的
記憶圖形究竟是煙斗、套索、高爾夫球桿，還是其他截然不同的玩意兒。

作業原理

和所有動物大腦一樣，人腦對具體圖形的感受比抽象數字更強烈。舉例

來說，十進制中的數字 0直到西元 300年左右才被發明出來。2我們的祖

先運用他們的感官去認識世界、尋找食物、躲避掠食者，以及從事許多

其他基本活動。就進化的角度來看，這些活動對人類的生存至關重要，

所以處理感官訊息的能力獲得了充分的發展，至今我們的大腦仍舊能全

面且有效地處理這類訊息。

因此，將數字轉換成具體圖形，並加上動作、幽默、性愛、挑釁、顏色、

氣味、觸感、味道以及其他我們不斷進化的靈長類大腦善於處理的所有

實質世界元素，使這些圖形想像起來更為生動，等同用一捆心智絕緣膠

帶把這些數字包裹起來，讓我們更容易掌握。

當然，也可以「透過數字本身的特性來親近數字」[心法 #36]，如此作法不

但能幫你記住數字，還能加強算數能力。

實際應用

底下我將教你如何利用數形記憶法牢記五件該採買的辦公用品。記住，

使用圖像記憶法時，你想像的心智圖案愈生動，你記憶起來愈簡單。

1 :: 蠟燭 :: 一桶 DVD-R
想像一台留聲機播放著一張銀色 DVD，留聲機上有根顛倒擺放、充
作唱針的蠟燭，不斷將熱蠟滴在碟片上。

2 :: 天鵝 :: 索引卡

想像有隻白色天鵝，翅膀是用 3×5英吋索引卡拼湊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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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蝴蝶 :: 印表紙

想像有隻彩色蝴蝶附著在一張白色印表紙上，並被捲入你的印表機。

當它從出紙匣冒出來時，它從紙上一躍而起，振翅飛向遠方。

4 :: 帆船 :: 四色筆

想像有艘帆船，其船桅是枝巨大的四色原子筆。當帆船搶風航行時，

原子筆發出咔喳聲，變換成不同的顏色。

5 :: 滑輪 :: 牛皮紙信封

想像辦公用品店後方的倉庫裡有個巨大的滑輪，上頭掛著一疊用牛皮

紙繩捆起來的巨型牛皮紙信封。

我通常會用數形記憶法來記住回家路上順道採購的雜貨清單。如果你學

會這套記憶法，你可以自行發展出許多不同用途，例如用來記憶你需在

開會中提出的要點。

附註

 1. Mentat Wiki. “Number Shape System. ”http://www.ludism.org/mentat/
NumberShapeSystem. 

 2. Wikipedia. “0（numb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0_%28number%29. 

參考資訊

● 搭配 Dominic記憶法 [心法 #6]記憶數字時，數形記憶法也很管用。舉

例來說，你可以用記憶 4位數字的方式來記憶 5位數字，但融入數形
記憶法將第五位數字轉換成圖形。

安排許多短行程
安排腦海行程（又稱「記憶殿堂」）是記憶連續資訊的有效方式。如果你

手邊有一些現成的短行程，你可以隨時記住你要做的事。底下將告訴你如

何從你自己的住宅開始著手規劃短行程。

所有記憶法的實際運用，得靠許多的掛鉤幫助鉤住資訊。舉例來說，「記

住十件要帶的東西」[心法 #1]拿數字 1到 10與押韻物件做連結：1（One）
= 槍（Gun）、2（Two）= 鞋（Shoe）、3（Three）= 樹（Tree）， 依 此 類
推。接著，把掛鉤物件與要記住的事物擺在一幅生動的想像畫面中，將

這些記憶掛鉤與要記住的事物串連在一起。

有項更早的記憶技巧─或許是最早的─採用「地點」作為記憶掛鉤。我

所謂的「地點」，指的是尋常且具體的地點，例如你住家的房間。如果你

#3
心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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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都能在腦海中將這些地點依相同順序排列，你便可以靠想像遊走於

這些地點之間，並取回你存放在這些地點的資訊。1

文藝復興時期，專攻古老記憶術（Ars Memorativa）的倡導者，將這種
行程稱作「記憶殿堂」（Memory Palaces）。古希臘時期的演說家準備演
講時，會將代表他們演說內容的複雜影像，存放在記憶中或想像中宛如

殿堂的建築物內（Loci）。實際上，據說我們現今常用的「第一」、「第
二」、「第三」⋯講法，正是源自於此。

實作方法

當你建立你的心智意象時，最好讓你想記住的事物印象盡可能生動，並

將你想記住的念頭釘在你的行程地點上。這可以透過許多方式達成，例

如將事物誇張化，或是利用幽默、性愛、鮮明色彩、動作或其他能引請

你注意的玩意兒。（英文 Impression這個字，源自古典時期的另一個隱
喻，這個隱喻把記憶描繪成鐵筆在蠟板上留下的印記。古代的蠟板相當於

今天的筆記本。當你在腦海中的蠟板上留下印象時，記得加大力道。2）

安排你的第一段記憶行程時，可以使用你熟知的地點；你的住所是絕佳

範本。你也可以使用你每天都會經過的街道商店，或是你常去的公園裡

的板凳、小溪與大樹。在你嘗試拿這些地點作為記憶工具前，現確定你

能在腦海裡將這段行程從頭到尾走一趟。

當你利用你的行程記住一串事物後，你可以「將蠟板抹乾淨」，重複使用

這段行程。作法是在腦海裡將這段行程再走一趟，並抹掉你原本存放在

各地點的事物。只要你喜歡，你可以用炸藥把記憶中的事物炸掉。

你或許會想規劃不同長度的多段行程，以備不時之需。隨後，如果你遇上

需要更長行程的時機，而你腦海中沒有任何備案，你可以將兩段以上的行

程頭尾相連串接起來；你腦海中的行程不必遵守真實世界的地理法則。

實際應用

底下列出了我第一段行程的前十個地點，並加上了我針對每個地點預想

的通常動作。這段行程是以我現實生活中的住所為藍本。地點 1-5都在
我住所的右手邊（行程開始即可瞧見）。地點 5（門廊）之後，行程轉入
住所左側的客廳，然後折返，所以地點 1-10構成了一個馬蹄鐵形狀。

 1. 臥室

我每天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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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後浴室

我每天早上的第一站。

 3. 前浴室

從烘衣機拿出一些衣服。

 4. 電腦間

檢查我的電子郵件。

 5. 門廊

呼吸新鮮空氣。

 6. 客廳

坐在沙發上。

 7. 餐廳

用早餐。

 8. 廚房

外帶咖啡。

 9. 入口

拿車鑰匙。

 10. 屋外

開始另一段行程？

我讀《Famous Forty（綠 野 仙 蹤 大 全）》（ 第 一 冊 是《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後續還有 39冊）時，我運用「Dominic記憶法」[心法 #6]

的掛鉤 1-40來記住每一冊的書名。現在，讓我們用我的住所行程來記住
莎士比亞的十大悲劇：

 1. 臥室：泰特斯安莊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

訓練士官站在床邊，穿著過緊的褲子，對二兵 Ronald Reagan咒罵著
屁股過緊與羅尼混蛋。（譯註：原文是 Tight-ass and Ronnie-cuss，前

者與 Titus 諧音，後者與 Ronald 諧音。）

 2. 後浴室：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

一對少男少女（猜猜是誰）在浴缸裡的 Alfa Romeo跑車中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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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前浴室：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

一名古羅馬人坐在浴缸裡啜飲著 Orange Julius果汁飲料，吃著 Caesar
沙拉。

 4. 電腦間：哈姆雷特（Hamlet）

Piglet（小豬，卡通《Winnie-the-Pooh（小熊維尼）》裡的角色）趴

在我的電腦螢幕上頭下不來（Piglet = Hamlet）。

 5. 門廊：奧賽羅（Othello）

兩個做莎士比亞風格打扮的男子在門廊桌邊坐下來玩棋盤遊戲

Othello。

 6. 客廳：黃金夢（Timon of Athens）

咖啡桌上有支迷你棒球隊。他們是雅典人（Athens）：有著長長的白
鬍子，正拿著卷軸大聲朗讀。

 7. 餐廳：李爾王（King Lear）

有個帶王冠的老傢伙（King）坐在桌邊。他斜眼看著我，用手肘頂我

的肋骨，並朝我使眼色。

 8. 廚房：馬克白（Macbeth）

洗碗槽裡有一台巨大的 Mac電腦，開機時發出巨大的「乓！」聲響，
螢幕上顯示了 Elizabeth I（Beth）女王的美麗照片。

 9. 入口：埃及豔后（Antony and Cleopatra）

一位帶著埃及頭飾的女子（Cleopatra）坐在門前，皺著她的鼻子，拿
起她披薩上的鹹魚（Anchovy，譯註：與 Antony 諧音）。

 10. 屋外：科利奧蘭納斯（Coriolanus）

我 在 地 上 發 現 一 些 翠 綠 的 香 草。 呸！ 是 我 最 討 厭 的 芫 荽

（Coriander）。我用嚐起來像甘草的茴香（Anise）子洗了洗嘴。（譯

註：Coriolanus = Coriander + Anise。）

你應該注意到，我利用畫面來幫助我記起這些悲劇的名稱。由於我十分

熟悉這些劇作，這樣的方式足以讓我想起它們的名稱。如果你對打算記

住的事物瞭解得並不透徹，你構思的畫面應更具體化，而不要模稜兩可，

或是合併運用其他的記憶技巧。

畫面不需和腦海中擺放這些畫面的地點有邏輯關聯，基本上，這些行程

中的地點是隨意選擇的，有如「數字押韻記憶法」[心法 #1]裡的掛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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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來說，在我廚房洗碗槽裡並沒有一台 Mac電腦，我也不會在那裡擺一
台電腦。實際上，擺放一台想像出來的 Mac電腦在那裡，純粹為了方便
記憶。荒謬，是讓影像鮮活起來的眾多技法之一。

如果你想記住更多莎士比亞的戲劇名稱，只需在行程中增加地點。舉例

來說，地點 11可以是我的車，能置放第一齣莎士比亞的喜劇─錯中錯

（The Comedy of Errors）。畫面情境：我由外側打開我的車門，發現儀表
板的控制按鈕顛倒錯置，我因此開懷大笑。

想像出來的行程，可無限制地擴充，所以，在你記住所有莎士比亞的戲劇

名稱後，你可以繼續記憶其他戲劇家的作品，或是其他你想記住的東西。

下次，你去熟悉商店購物時，例如你常去買雜貨的商家，可

以試試這個方法：在腦海中構思一條穿越商店的簡潔路線作

為記憶行程，挑選你要的商品後直接去收銀機結帳。如果你

只是隨意晃晃，或是要買的東西有點多，這個技巧可能派不

上用場。

附註

 1. Mentat Wiki. “Memory Palace. ”http://www.ludism.org/mentat/Memory 
Palace. 

 2. Mentat Wiki. “Link Quickly. ”http://www.ludism.org/mentat/LinkQuickly. 

參考資訊

● Duncan Baird出版，Dominic O'Brien著的《The Amazing Memory Kit》
是本能訓練你記憶力的實用互動工具大全。有趣的是，該書也提到了

記憶莎士比亞十大悲劇的記憶行程範例；撰寫本心法時，我還沒看過

該範例。

把事物藏入角落及塞入縫隙

「安排許多短行程」[心法 #3]說明了如何將想像行程中的地點與要記住的

資訊做連結。（如果你還沒讀過該心法，請現在閱讀。）但是，記憶行

程中的每個地點都包含其他地點，房間通常有四面牆壁，四個角落，一

面地板，以及一面天花板，總計有 10處子地點。換句話說，如果你已記
住了一個建築物行程，現在，你可以讓你的記憶行程容納 10倍之多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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