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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鯨：當自殺成為遊戲 

工學院學士班 二年級 104030032 蔡旻翰 

 

 
↑原本美麗的生物淪為殺人工具（圖片來源）1 

 

一、「藍鯨」是什麼？ 

 

（一）簡介 

 「藍鯨」是一個起源於俄羅斯的社群網路遊戲，其規則是參與者每天都要完

成管理者給予他們的任務並發照片證明，否則就會被淘汰。聽起來沒什麼，但他

可怕的地方在於它的任務內容大多都會造成參與者心理或生理上巨大壓力。舉例

如下： 

 要求參與者提供裸照、身份證件照片等，用以威脅參與者不得退出 

 剝奪參與者的睡眠，要求參與者在凌晨 4 點 20 分起床(有的還會叫你起床

後去鐵軌) 

 要求參與者看一整天的恐怖電影或恐怖音樂 

 自己說出自己的死亡日期，並接受它 

 不跟任何人說話 

 誘導參與者透過自殘來尋求「解脫」，比如用刀在自己手臂上割一幅鯨魚

的畫或在胳膊上切出三道淺口2 

                                                      
1 主題圖片來源: http://www.hottimes.org/cat/55/node/77639 
2 <俄羅斯藍鯨遊戲內容曝光/不可不知的 50 指令>，《壹讀》，2017 年 5 月 13 日

https://read01.com/2QeMj4.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3%B8%E7%85%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A%AB%E4%BB%BD%E8%AF%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D%A1%E7%9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8C%E6%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1%90%E6%80%96%E9%9B%BB%E5%BD%B1
http://www.hottimes.org/cat/55/node/77639
https://read01.com/2QeMj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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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這些指令持續增加參與者的負面情緒，導致其麻痹，最終走向極度抑鬱、

甚至自殺。諷刺的是，即使你一直成功達成任務，撐到最後一天(第 50 天)，你

最後一個任務仍然是自殺。等同於只要一參與便注定死亡。 

 

↑自殘案例，用刀在手臂上刺出鯨魚圖案（圖片來源）3 

 

（二）發起人和緣由 

 藍鯨挑戰的構想是由一位 21 歲男性 Philip Budeikin 開始，他原本是一所大

學心理學系的學生，後來被學校開除。之後他於 2013 年創辦了社群「F57」並在

其中誘導青少年自殺。目前他已經承認他和校內 17 名學生的自殺案有關。他說

創立這個遊戲的目的是為了幫忙清除社會上的垃圾，以淨化社會。 

 

（三）藍鯨造成的影響 

 藍鯨受到矚目的原因是因為，在過去一年內，俄羅斯發生 130 起少年自殺事

件，至少有 80 人死亡。如此龐大的自殺量被認為和藍鯨遊戲有關。不過目前沒

有證據證明兩件事直接相關。但先不論這些資料是否為真，自從藍鯨挑戰今年在

媒體的大肆報導下，已經弄假成真，各國已經出現了模仿行為。 

 

˙在阿根廷的拉普拉塔，一名 12 歲的女孩向警方求助，表示她因完成

「藍鯨」任務而割傷了手臂。 

˙另外一名 17 歲的巴西少年，在 Facebook 上寫下了「都怪鯨魚」後，

試圖從天橋跳下，被消防員救下。 

˙在智利，一位母親向警方報告她 12 歲的女兒在胳膊上劃了 15 刀，

組成了一個藍鯨的圖案。在警方的調查中，女孩承認她是遵照了「藍鯨」

管理員的指示在進行遊戲。 

˙在巴拉圭，一名 22 歲的大二計算機系學生，在加入「藍鯨」遊戲後，

用一把劍刺穿了胸膛。 

                                                      
3 藍鯨傷痕，圖片來源: https://www.inside.com.tw/2017/05/16/blue-wha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1%E9%83%81%E7%97%87
https://www.inside.com.tw/2017/05/16/blue-w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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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國的網絡上，也出現了類似“藍鯨”遊戲的組織，他們多以 QQ 

群為根據地，群名通常為「4:20 叫醒我」，任務內容與原版相差無幾。
4 

  

災情已經不可忽視，因此各地的警方也都在取締網路上疑似在進行藍鯨遊戲

的群組，也呼籲家長要多注意小孩子的行為舉止。 

 

二、遊戲背後的心理機制 

 

（一）參與者  

 

 為什麼會有人想參加這種感覺很荒謬的遊戲呢?或者再精確點，為什麼他們

會願意玩到最後呢?以下從幾個觀點分析。 

 

1.因為是遊戲 

 在遊戲中我們往往會壓抑自己的道德觀，而只在乎遊戲能不能通關。放眼望

去，市面上有大半的遊戲都和對戰，傷害，殺戮有關。很明顯的這些事情在現實

中不會被容許，我們在現實中也不會做。但只要一進到遊戲，我們就會開始大殺

特殺。這樣的原因在於，遊戲中的道德應由遊戲本身的感官比例，以及互動反饋

方式中「生長」出來。比如「殺人」的操作在遊戲中得到的反饋是獎勵，那麼對

於這個遊戲所構成的這個儀式來說，這種操作「實際上」是道德的。5也就是說

在遊戲和現實中我們會用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來判斷。因此只要一進到遊戲，我們

的原本道德判斷就會失靈，連傷害自己的指令都有可能聽從。 

 

2.受虐性格6 

 這邊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因為他們被洗腦，被灌輸諸如「我很笨」，「我很醜」，

「我活著沒有用」的觀念，最後失去自信，因此變成變成怯弱，會對別人言聽從

的娃娃。這當然是一種可能，但我覺得不會是主因，因為如果這麼容易就可以操

縱別人的話，那應該很早就會被有心人士利用了。畢竟不想做敷衍就行。沒必要

硬做。 

 我比較認同另外一種觀點，他們不是因為聚在一起才想要自殺，而是因為想

                                                      
4 <藍鯨，一款讓大量年輕人自殺的死亡遊戲，但根本的問題在得不到關愛>，《INSIDE 硬塞的

網路趨勢觀察》，2017 年 5 月 16 日 

https://www.inside.com.tw/2017/05/16/blue-whale 
5<遊戲道德問題探究 是否應在遊戲內索取殺戮快感>，《壹讀》，2015 年 8 月 28 日 

https://read01.com/3B83om.html 
6 「受虐性格」：出自佛洛姆(E. Fromm)《逃避自由》，有這種特質的人往往對自身充滿無力感，

需要藉由「被支配」來獲得存在感(安全感)。他們會利用被支配時產生的無能為力感做為「不必

去面對其它人生問題」的理由。 

https://www.inside.com.tw/2017/05/16/blue-whale
https://read01.com/3B83o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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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殺才聚在一起。這些原本就有些自閉、陰鬱的孩子們，在教唆和心理暗示下，

走向自我結束。而整個遊戲，是一個教化、篩選的過程。7也就是說它們原本就

是一群沒自信的人（有受虐傾向），只是沒有人帶領他們去進行這些事情，而在

他們加入藍鯨群組後，一方面有了一個告訴他們該怎麼做的人，另一方面也因為

身旁有一群人跟自己做著同樣的事得到了歸屬感，最後在指示下一同走向結局。 

 

3.服從權威8，行動的連續性9 

 那他們為什麼會做到底呢？當然他們會被威脅公布資料是原因之一，另外一

個可能的原因可以用服從權威來解釋。「藍鯨」遊戲的管理框架是帶有強權色彩

的，所有強制的規定和懲戒，營造了一個虛擬的權威，讓所有玩家喪失自己的道

德判斷10，最後像電擊試驗的受試者一樣無條件地服從，覺得都已經做到這裡了，

那就只好一直做下去，加上他們本來就是一群渴望獲得別人指令的人，因此更容

易留到最後。  

 

（二）遊戲創造者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如何分析遊戲創造者的心理。 

 

1.施虐性格11 

 施受虐性格是相依的12，既然參加者有受虐性格，那創立者 Philip Budeikin

應該也具有某種程度的施虐傾向。《英國每日郵報》的報導指出，Philip 在學校

和同學相處不融洽，成績也不是頂尖，且每日都花許多時間在網路上，加上他媽

                                                      
7 <一場遊戲引發的集體自殺，從恐怖片、自殘到結束生命>，《TechNews 科技新報》，2017 年 5

月 5 日 

http://technews.tw/2017/05/05/social-media-suicide-game/ 
8 「服從權威(電擊實驗)」：出自米爾格蘭(S. Milgram)《服從權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為

米爾格蘭於 1963 年進行的著名心理實驗。受試者被告知參加關於「學習與懲罰效果」的研究，

並擔任「老師」。另一名參與者（其實是實驗同謀）則擔任「學生」。受試者被帶到與「學生」隔

離的房間，內有對講機，還有一台機器，可施予不同程度的電擊 (不會真的電，但受試者不知道)。

實驗者指示受試者：只要「學生」答錯，就要用此儀器給予電擊，從最低強度開始，逐次增加。

結果超過 7 成的人即使電擊強度已達到可以致死的最高強度，在旁邊權威的命令下仍會施予電擊。

顯示大多數入都具有服從權威的傾向，即使命令不合常理，在上級指令下仍會去做。 
9「行動的連續性」： 在《服從權威》實驗中解釋為何有人會按到最大電擊強度的原因之一。受

試者會認為如果中途停下，那便是否定了之前的行為，為了不產生「自己之前做錯了」的罪疚感，

因此會持續增加電擊強度。不過這不只適用於電擊實驗，也是許多人無法中斷進行到一半的行動

的主因。 
10 <「藍鯨」自殺遊戲背後：遊戲是如何控制我們的？>，《KNOWING 新聞》，2015 年 5 月 25

日 http://news.knowing.asia/news/a7203076-f01b-4f6d-9010-a34b6d0a2763 
11 「施虐性格」:出自佛洛姆(E. Fromm)《逃避自由》。相對於受虐性格，有這種特質的人雖然一

樣對自身感到無力，但是是藉由「支配他人」來獲得存在感(安全感)。因為支配他人時他們可以

感受到自己是有掌握他人的能力的，藉以消弭其脆弱感。 
12 「施受虐的共生」：兩種性格一個是用支配獲得安全感，另一個則是利用被支配獲得。因此便

會產生相互依賴的關係，不論是施虐者少了受虐者，或受虐者少了施虐者，都會使彼此依附的情

形消失。 

http://technews.tw/2017/05/05/social-media-suicide-game/
http://news.knowing.asia/news/a7203076-f01b-4f6d-9010-a34b6d0a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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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工作總是早出晚歸，幾乎沒有時間陪她，所以 Philip 基本上都是孤單一人，他

說：「一個從來沒和人有連結的人，(在進行藍鯨時)突然發覺自己是有能力掌握

了別人的意志和生命的。」('So a person who never built any connection with anyone 

suddenly felt that he was in charge of other people's wills and lives)13
.，由這句話可以

窺見，Philip 其實也是藉著藍鯨中的命令和掌握他人，來尋求依附，滿足他心中

的無力感。 

 

2.角色扮演的力量 

 到了後面，他更已經把自己當作神一般的存在，叫小孩自殺時，還會說出像

是：「不要害怕，我會把你們送到天上，和那裏那一群人團聚」( 'When he pushed 

children to commit suicide, he told them not to be scared.  He told them: 'I'll gather 

you all together in a squad up in the sky.)  這種把自己當作救世主之類的言論，在

被捕時，警員說他還停在他「神的狀態」(god mode)，認為自己神聖不可侵犯

(untouchable)，這些都顯示他已陷在自己的設立的腳色中，無法自拔。 

 

3.超我14&理性工具化15 

 從創立者Philip Budeikin所說，他發明藍鯨是想要幫忙「清除社會上的垃圾」

可以看的出來他並覺得自己所作所為有所不妥，這一方面是前面權威性格的合理

化表現(我這樣做是為你好)，另一方面也吻合最後幾周課堂所說的超我。 

 根據同一份《英國每日郵報》的報導，在進行他的「清除計劃」時，他是十

分冷靜的且有策略性的，首先藉由一些恐怖的圖片或或影片吸引感興趣的人持續

點連結觀看，最後會連結到 Philip 創的群組，在這裡，Philip 會先給一些簡單的

任務，然後慢慢加強，藉此篩選聽話的人，原本的 20000 人到後面大概只會剩

20 人。而對於這 20 人就會給予強度更強的任務，最後讓他們自殺。 

 整個過程跟納粹大屠殺那時候一樣是有計畫性，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不只

如此他還會提供各種不同的自殺方案（吞安眠藥，窒息…）讓他們選擇，讓他們

願意結束自己的生命。對於 Philip 來說，自己願意讓這些「垃圾」無痛死亡的舉

動是不只是對社會，對當事人人也是良善的，因此他並不後悔自己做了這些事。

Philip 承認罪行時說的話：「他們死得很快樂，因為我給了他們在現實中所得不

                                                      
13 <Man who invented Blue Whale suicide 'game' aimed at children says his victims who kill 

themselves are 'biological waste' and that he is 'cleansing society>，《Daily Mail 英國每日郵報》，2017

年 5 月 10 日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4491294/Blue-Whale-game-mastermind-says-s-cleansing-soci

ety.html 
14「超我」(superego)：由佛洛伊德提出，每個人都有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人最原始的慾望，

超我則是對道德的要求，自我負責協調兩者。但在心理分析中，「超我」是需要被解除的一種心

理機制。在齊澤克(Zizek, Slavoj)《快感大轉移》中提到，超我往往會打著某種道德的名義，對不

符合的人(即使只有一點點)，給予最嚴厲的懲罰。 
15「理性工具化」：出自鮑曼(Zygmunt Bauman)《現代性與大屠殺》。在講求效率的現代社會中，

一但確立目標，接下來的所有行動都是為了能讓計畫高效進行，卻忽略其目標到底正不正確。因

此理性從拿來自省的存在淪為僅想著如何達成目標的工具。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4491294/Blue-Whale-game-mastermind-says-s-cleansing-society.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4491294/Blue-Whale-game-mastermind-says-s-cleansing-socie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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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溫暖，理解和與人的連繫」('They were dying happy. I was giving them what 

they didn't have in real life: warmth, understanding, connections.') 

 他的整個過程和超我說的概念十分的相近，確立目標後，便想盡辦法最高效

率完成這些事，把自己認為的社會的雜草去除。 

 

↑Philip Budeikin 本人，看起來十分正常(圖片來源)16 

 

（三）管理者 

 最後花一小段講一下每個藍鯨群組的管理人可能是抱著什麼心態。藍鯨的管

理人其實只要付一些錢就可以拿到。17他們想作的的原因可能和 Philip 差不多，

也可能只是想看看會發生什麼好玩的事，但這邊想著重討論當上管理員「後」發

生的事。從「監獄實驗」18，我們知道有了腳色後，會讓獄卒變得更獄卒，同樣

的事也會發生在管理員身上。不論原本是因為好奇，還是本來就心懷不軌，藍鯨

遊戲中的管理員在當的過程中也會慢慢受到影響，最後和玩家，像史丹佛實驗中

的獄卒和囚犯一樣，在預設的身份和權力關係中越陷越深。 

 

三、類似案例 

 

 接下來我找到幾個也是和教唆自殺，或傷害自己的例子，並和藍鯨遊戲比

較。 

 

（一）紐西蘭毒藤女 

                                                      
16 藍鯨創立者 Philip Budeikin 本人 圖片來源: 

https://rightedition.com/2017/05/14/diabolical-blue-whale-game-creator-boasts-manipulating-16-girls-s

uicide/philip-budeikin-blue-whale-suicide-game/ 
17 玩家只需繳納約 60 歐元，就能當上管理員 
18「監獄實驗」：出自津巴多(P. Zimbardo)《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為津巴多於 1971

年進行的心理學實驗。為了研究獄中的權威關係，將受試者分為「獄卒」和「囚犯」兩種角色，

並放進模擬監獄生活。但後來受試者過度投入角色，出現偏差行為，被迫提前停止實驗。此實驗

揭示不論一個人本性如何，在情境的影響下，都有可能為扮演好某角色而做出反常的行為。 

https://rightedition.com/2017/05/14/diabolical-blue-whale-game-creator-boasts-manipulating-16-girls-suicide/philip-budeikin-blue-whale-suicide-game/
https://rightedition.com/2017/05/14/diabolical-blue-whale-game-creator-boasts-manipulating-16-girls-suicide/philip-budeikin-blue-whale-suicide-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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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 本人（圖片來源）19 

 17 歲的紐西蘭少女漢娜(Hanna)，專門在網路上尋找不善於社交的

男子，等待對方墜入情網後，開始強迫他們做噁心的舉動，像是要他們

裸露自己的性器官，變成她「愛的俘虜」，甚至還要求他們自殺，宛如

「宅男殺手」。 

 她利用其美貌和高超的話術，不斷引誘、挑逗他們，然後強迫他們

性自虐。不少男性網友受到她的蠱惑，將頭塞入馬桶中，還將自己的下

體泡在醋中。許多人將漢娜的名字寫、甚至刺在自己身上，並拍下照片

傳給她。20 

              
   ↑受害男子在身上寫滿漢娜名字（圖片來源）21    ↑受害男子把頭塞進馬桶裡沖水（圖片來源）22 

 

從敘述看起來，Hanna 應該有毀滅傾向，她很享受這些男子被折磨的過程：

「他們實在太弱了，這是我應得的，我喜歡欺負弱者，他們越弱我就變得更加強

大」。這句話充分顯示了，對他來說這些男生只是玩具罷了。而那些還願意為了

這女人傷害自己的人，可能跟藍鯨遊戲受害者一樣，是渴望建立關係的一群權威

性格者。               

                                                      
19 Hanna 本人 圖片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927703 
20  <宅宅注意！美少女上網挑逗 逼男子性虐自殺>，《自由時報》，2016 年 12 月 25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927703  
21 受害男子 1 圖片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927703 
22 受害男子 2 圖片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868005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927703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927703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927703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86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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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殺網站 

 

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各式各樣主題的社群冒了出來，其中當然也有和自殺

相關。這類網站不只在台灣，甚至日本，韓國也有。其運作方式是讓一群想自殺

的人討論各種自殺的手法和分享他們感受到的痛苦，最後再相約一起執行集體自

殺。在 2005 年 2006 年到 2016，2017 年台灣都有數起因上自殺網站而自殺(或試

圖自殺的例子)。23 24在韓國跟日本這類的網站也很多，且十分難以根除。 

 

 

 

 

 

 

 

 

↑2005 年一男一女於自殺網站上相約自殺（圖片來源）
25
 

  

其心理機制最要就是「從眾效應」一個人的時候不敢自殺，或覺得自己不應該自

殺，但當你沐浴在周圍都是想自殺的人的環境中，由於對於群體的歸屬感，久而

久之就會把自殺當作目標，而多人相約一起自殺，也會讓任更有勇氣去做。這和

藍鯨的運作方式很像，都是藉由網路群組把一群有差不多想法的人聚集起來，然

後讓他們的想法發酵，這能跟「橫向力比多」26的概念能互相闡發。 

 

四、結語 

 不論是藍鯨遊戲或者是後面舉的毒藤女跟自殺網站，其興起都和通訊科技的

發展密切相關。在以前的社會，人們只能和地緣關係近的人進行交流，慢慢形成

群體，而且只要一段時間不見，關係又會回到原點。但現在只有一支手機和一個

帳號，就可以各地的人接觸而且隨時保持連繫，只要滑一滑，再點一點就能加入

不同的群組。聽起來很棒，因為全世界的大家好像一直在一塊，不過這也意味著，

                                                      
23 < 26 歲失業男看自殺網站，站 4 樓女兒牆險跳>，《鏡周刊》，2016 年 12 月 6 日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61204soc001/ 
24 <網傳 15 歲女孩，看自殺網站後留遺書>，《壹讀》，2017 年 2 月 14 日 

https://read01.com/jnAz7L.html 
25 該案件新聞 圖片來源: http://news.tvbs.com.tw/local/429340 
26 「力比多」(libido)：出自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泛指我們的心

理能量，這些心理能量會貫注在他人或自己身上。例如：「戀母情結」是小孩把力比多貫注在媽

媽身上，「自戀」是把力比多貫注在自己身上。「橫向力比多」則是指同儕間的連結，另外也有「縱

向力比多」，指的是上級和下級間的連結。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61204soc001/
https://read01.com/jnAz7L.html
http://news.tvbs.com.tw/local/42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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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愈來愈容易受到這些群體的影響。比如說，我們應該都有經驗，在各式各樣

內容的網站，只要數個人對同一個資訊有類似想法，馬上就會團結起來對抗相左

的意見。也許這聽起來再正常不過，不過藍鯨也是藉由這種方式把一群消極的人

聚集起來，再利用群體的影響把人逼近絕路。正因為這是網際網路產生的普遍現

象，所以才這麼難以取締跟掌握，因為這些連繫每分每秒都在形成，並逐漸交織

成錯綜的蜘蛛網。 

雖然聽起來防不勝防，但其實還是有辦法降低其傷害的，那就是要從關懷身

邊的人做起。如果團體能對人產生負面影響，那自然也能對他們產生正面影響，

多和他們聊聊，一起去外頭跑一跑，動一動，讓他們多看看這個世界和多認識自

己，雖然一時半刻很難有什麼成效，但至少讓他們不要一直接觸同類資訊而封閉

了自己的視野最後無法愈陷愈深無法掙脫。如此下去，只要有一天他重新找到了

對某樣事物的熱忱，就會花愈少時間接觸藍鯨群體，最後逐漸從中脫離出來。 

自殺是人們的選擇，如果真的已經想清楚，沒有人有權阻止你自我了斷。但

如果像藍鯨受害者一樣是被教唆後決定自殺，那就值得再好好考慮，自己的性命

該由自己決定，不需要也不值得為了一個你素昧平生，只會在群組裡對你下指示

的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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