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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2009 年 9 月美國雷曼兄弟銀行聲請破產，造成美國銀行體系大亂，在台灣

因為雷曼兄弟倒閉引發後續效應，有五萬多名投資人買了八百億元雷曼兄

弟連動債因而血本無歸，有鑒於台灣「連動債」問題之嚴重，本研究從

「連動債受災人」的個人問題為出發點，針對台灣金融投資以及金融體制

的結構面、社會投資理財價值觀等面向切入，由連動債事件的發生，探討

金融機構、理專與受災人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在事件過程中行動者的

理解與詮釋，嘗試建構出「連動債受災人」形成的社會關係。 透過金融結

構與個人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過程，瞭解連動債受災人形成的背後結構與制

度，解釋行動者進入一個金融學家和經濟學家所塑造出來的空間中，其活

動是被某種隱形的結構力量所限制，使得個人行動者在自願的情況下進

入，產生了非自願性蒙蔽的投資活動，這樣的制度性結構，是由政府和銀

行共同建構而成。在透過對於理專和投資人間的實際互動過程，探討一個

商品是如何在一個虛無的狀態中被創造出來，改變真實世界的發展，這不

僅是單純的模型自我實現，更是在其中的各個行動者透過商品的互動，所

共同演出的結果，也是一個集體自我蒙蔽的過程。 

摘

要

(英) 

In September 2009 the Lehman Brothers Bank filed for bankruptcy, and causing 

chaos in the U.S. banking system. In Taiwan,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triggered a series of effects; more than 50000 investors have lost their money by the 

purchase of Lehman Brothers Structured Note. On account of "Structured Note 

event" is very serious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analyze that people 

who bought Structured Note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 structure of Taiwan's financial 

invest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the values of social investment. To research the 

interaction among banks, financial consultants and victims, in addition, to explore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ose who take part in the process of the 

event and the society relationship formed by victims in the event.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individuals, to gain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the system behind victims, and 

explain actions that individuals could take is limited by an invisible force in a 

situation made by financiers and economists. Individuals are involuntarily blinded to 

taking investment activities by their own willing. Such a structure is determin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banks. In my study, I analyzed how a product created in a state 

of nothingness, and changed the real-worl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ctual 

interaction among financial consultants and investors. This is not only a simple 

model of self-fulfilling, but also the result of performativity of every actors’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merchandise. Furthermore, this is a process of collective self-

bl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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