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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研究與原住民部落與社會

發展研究」跨學門整合研究工作

坊學術活動報導 

 

活動緣起(科技部跨學門整合型

計畫徵件) 

臺灣係由多種族群所組成的多元

社會，也因此擁有相當豐富而多元的

文化特色；最古老者為屬南島語系之

原住民族，其後閩、客語族從中國南

方渡海來臺，1946 年以後則有大量遷

臺之中國大陸各省族群；1990 年代中

葉以來，隨著區域化與全球化的推進，

透過婚姻來臺的外籍與中國大陸移民、

來臺工作的外籍移工人數亦不斷增長，

都使得台灣社會呈現更加複雜與多元

與文化混雜現象。面對如此紛雜多樣

的臺灣多元族群與文化現象，衍生之

議題如：多元族群之關係、族群的認

同政治、族群與災害風險、族群之公

民身分與法律、國安或國境管理政策

等等，均為當前台灣社會必須嚴肅思

考與研究之課題。 

 

▲活動議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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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配合科技部人文司 106 年度

「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發展研究」整

合型計畫徵求，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發

展中心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協

同辦理工作坊，提供跨領域社群與人

員的對話與接軌，針對台灣當前族群

與原住民及其與社會發展之關係進行

研究，期望從理論與實務提出多元社

會發展之可能方向，以促進族群多元

平等、共榮與尊重之實踐。 

 

活動內容 

    此次工作坊活動日期為 2016 年 6

月 3日（五）及 2016年 6月 4日（六），

地點第一天於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

國際會議廳進行，第二天則前往眉溪

部落實地參訪。第一天工作坊首先由

邱韻芳教授分享，她在離開台大數學

研究所後，本欲投考清大人類所但失

利，結果在機緣下擔任了原住民活動

的志工後，便走上一系列投入原住民

研究的道路。邱韻芳教授曾經因為處

與學術研究者與期望融入部落者兩重

身分之間的矛盾，而感到困惑，後來

她決定一段時間暫時放下研究，認真

體驗與部落之間互動的過程。現在邱

韻芳老師將自己定位為不只是做學術

研究，也作為不同文化及領域之間的

轉譯者和平台，她也參與了網路部落

格「芭樂人類學」的文章寫作，將原

住民的文化及其議題推廣給更多人認

識。 

 

 

▲工作坊剪影 

▲邱韻芳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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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由張珣研究員向與會者介紹

此次「族群研究與原住民部落與社會

發展研究」的徵件計畫，她表示特別

感謝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此次舉辦工作

坊協助科技部推廣徵件，讓更多有興

趣的專家學者能夠藉此對徵件內容有

更多瞭解。 

    A 場工作坊的主題為「族群與社

福、醫療、長照」。日宏煜教授從他們

的包括地政、人類學、地理學等跨領

域整合研究來說明，國家水庫的建設，

如何對原住民的生活、生態與健康帶

來衝擊，並提供日本對於村落經濟發

展協助的案例，來呈現政府如何改善

村民生活。而石忠山教授也提醒，有

心要申請科技部計畫的學者，除了計

畫方向應能夠對國家社會之發展有所

裨益之外，對於該領域之背景知識也

應有一定的瞭解，並在計畫書中展現

個人對於研究及主持計畫的專業度和

能力，獲得申請的可能性會更高。 

 

    B 場工作坊的主題為「族群與生

態、農業、土地」。吳天泰教授向與會

分享學校課程與部落的結合，透過「移

地教學」、「課堂演講」，學生可以到部

落，與頭目、村長、部落耆老進行訪

談，這些學習能讓學生對原住民文化

有更多認識，同時提供了契機讓學生

能夠從文化差異的角度回頭省視自身

所處的漢文化；裴家騏教授與陳張培

倫教授也各自分享了他們在進行原住

民研究時的經驗和心得。 

 

▲A 場工作坊進行剪影 

B 場工作坊進行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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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工作坊行程，上午的時間，

官大偉教授透過一些案例來說明，原

住民族的生活文化與漢文化乃至國家

制度間所產生的衝突。下午大家實地

參訪眉溪部落，體驗賽德克族原住民

文化。 

 

    經過兩天的工作坊參與和部落參

訪，大家對原住民議題、族群議題有

了更深入的瞭解。 

 

 

結語 

    這次活動工作坊邀請了許多對原

住民議題研究相當有經驗的專家學者

們，向與會者分享他們進行研究的經

驗和結果，相信與會者都獲益良多，

並對「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發展研究」

整合型計畫研究更為瞭解，期望能讓

有志於原住民議題和族群議題研究的

專家學者們積極參與計畫徵求。 

科技部 106 年度「族群研究與原

住民族發展研究」整合型計畫徵

求公告 

    本整合型計畫鼓勵學者從人文及

社會科多重觀點切入，反思族群關係

與歷史，並且探討造成身分差別及社

會歧視之制度沿革與現況、族群文化

空間領域之分佈變遷，以及各種影響

族群衝突、和諧或消長的政治經濟或

文化原因等，以促進多元平等、共榮、

尊重之實踐，計畫目標則在於發展出

合乎正義原則之社會自覺或改善體制

之實用知識。 

 

 

▲原住民傳統住宅 

▲射箭活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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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見： 

科技部人文司網站公告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fac16686-91a0-42ca-9772-fb6edd

4b492a&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

ode=listView)  

 

科技部 106 年度「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發展研究」整合型計畫徵求公告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f148a171-2b44-4fac-9cc6-907a49563f

f5)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fac16686-91a0-42ca-9772-fb6edd4b492a&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fac16686-91a0-42ca-9772-fb6edd4b492a&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fac16686-91a0-42ca-9772-fb6edd4b492a&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f148a171-2b44-4fac-9cc6-907a49563ff5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f148a171-2b44-4fac-9cc6-907a49563f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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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當前社會議題跨領域研究」 

學術活動報導 
 

活動緣起(科技部跨學門整合型

計畫徵件) 

    科技部人文司為了回顧人文社會

科學相關議題研究成果，並配合「106 

年度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與

挑戰」跨領域徵件，與科技部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在今年 5 月 17 日共同

舉辦了「臺灣當前社會議題跨領域研

究」學術會議，邀請學界不同領域的

諸位學者，從各自領域的視角，共同

檢視當前臺灣社會面臨的問題。 

  

活動內容 

 

這次會議主要聚焦於台灣社會的

三大議題：貧富差距議題，少子化議

題與高齡化議題。 

    關於台灣的貧富差距議題，林明

仁教授從經濟學方法的角度來分析台

灣所得差距，以及教育、世代不流動

所導致的貧富差距問題，並談到貧富

差距對社會可能會造成不良後果。蔡

明璋研究員則從「貧窮的課題」及其

結構因素切入，包括了城鄉差距、台

灣資本外移、國家財政資源分配等，

▲會議活動海報 

▲科技部人文司司長洪世章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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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討論未來以積極公共政策來改善貧

富差距的可能性，例如增加對低收入

戶與失業者的補助，以及「無條件的

基本收入」。張森林教授點出了國際的

貧富差距比國家內的貧富差距更為嚴

重，並提出從理財方式的角度著手，

建議可以「共同基金」的制度促成社

會階級流動，以達到縮小貧富差距的

目標。 

 

    第二個議題是台灣的少子化問題。

針對此議題，陳玉華教授提出將孩子

視為公共財，公私協力支持育兒家庭

的構想；楊文山研究員則透過參考同

為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生育政策，

為我國未來育兒政策提出建議。 

    第三個議題高齡化問題，葉光輝

研究員從民族學的觀點，提出從本土

化角度出發，將文化、社會脈絡放入

高齡化的政策思考當中；魏惠娟教授

則從教育學的觀點，分享活躍老化的

「樂齡學習政策」至今的成果，並力

促新型養老模式，以提升老年生活品

質；徐慧娟教授也以跨領域角度切入，

對未來「老年與長期照護相關研究」

提出相關建議。 

 

    這場活動共有 80 位出席者，其中

國內公立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共 19間、

私立大專院校有 5 間，也有國外學校 3

間，以及 3 間社福機構等非學術單位

積極參與。透過座談討論時間的相互

交流，令諸位與會者對臺灣當前社會

問題拓展了更多元的研究視野。 

▲三位與談人討論貧富差距議題 

▲五位與談人討論少子化與高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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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者們也討論了除了本次所討

論的三項子題之外，未來值得繼續研

究的當前社會議題，其中包括了離婚

率與家庭問題、兒少與網路風氣問題、

青年就業問題、產學落差、勞動力、

婚姻與家庭、年金制度與所得分配、

新住民及其適應問題等主題。 

 

     

    對於本次活動，有與會者表示肯

定，認為講者的資料具實證性，提供

他們相當多的啟發，同時也表示期待

下次的參與；亦有與會者建議為了能

充分討論交流，建議未來可分依主題

分別舉辦會議或安排不同場次，並保

留更多討論時間。 

 

結語 

    未來本中心會繼續邀請各界學者

一同繼續關注台灣社會的其他重要議

題，邀集各專業領域學者對共同議題

從跨領域角度相互交流意見，進而導

向對國家社會的關注，展現人文社會

科學影響政策向度的價值。此外為服

務各地學者、廣泛蒐集學界意見，未

來也預計在不同地區舉辦類似活動，

讓更多學者可就近參與、共襄盛舉。 

 

 

 

 

 

 

 

▲會議剪影 

 

▲會議剪影 



 

 9 

「106 年度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與挑戰」計畫徵求公告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目的，不但

在於收集資料描繪現象，更要對現象

作出有意義的分析及詮釋，據以探究

與解決當前國家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

題。人文司依此原則推動一系列的專

案，除了要求研究計畫具備學術基礎，

更期待能對國家社會發展有所助益。 

    此次106年度徵求計畫鼓勵從跨

學門或跨領域之宏觀視野，立基於臺

灣發展之經驗，針對臺灣當前及可預

見之未來會面臨的重要議題，進行以

政策建議為導向之學術研究，亦鼓勵

跨時空背景之比較研究（包括跨時期、

跨國、跨地域等）。  

詳情請見： 

科技部人文司網站公告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

ail?article_uid=36c6a60e-ec6c-4eab-9e

3f-f6b9e647b6ac&menu_id=a4dec59b-

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

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106 年度「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

範與挑戰」跨學門整合型計畫徵求公

告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

ments/bf5ad40a-e5e0-452c-be98-b75a

2577fb1e)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36c6a60e-ec6c-4eab-9e3f-f6b9e647b6ac&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36c6a60e-ec6c-4eab-9e3f-f6b9e647b6ac&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36c6a60e-ec6c-4eab-9e3f-f6b9e647b6ac&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36c6a60e-ec6c-4eab-9e3f-f6b9e647b6ac&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36c6a60e-ec6c-4eab-9e3f-f6b9e647b6ac&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bf5ad40a-e5e0-452c-be98-b75a2577fb1e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bf5ad40a-e5e0-452c-be98-b75a2577fb1e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bf5ad40a-e5e0-452c-be98-b75a2577fb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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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圓』來談腦科學--腦影像 X

人文社會科學 圓桌工作坊」  

南北場活動報導 

 

活動緣起(科技部跨領域整合型

計畫徵件) 

    為配合科技部 106 年度「心智科

學腦影像研究計畫」的徵求，及推動

腦影像與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

合作，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與國

立政治大學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以及

國立臺灣大學身體心靈與文化整合影

像研究中心等三個中心共同協辦，於

今年 4 月 23 日及 5 月 7 日分別在北部

和南部各舉辦了一場「腦影像 X 人文

社會科學圓桌工作坊」，期望開啟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學者走入腦影像研究的

契機，讓不同領域的學者可以透過共

同關注的焦點，以腦影像為基礎，進

行跨領域的學術合作研究。 

 

  

▲會議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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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北南兩場的工作坊，先分別由台

大心理系的郭柏呈助理教授及成大心

智中心的蕭富仁主任開場，介紹了政

大的「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成大的

「心智影像研究中心」以及台大的「身

體心靈文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這些

研究中心都設有「核磁共振造影掃描

器(MRI scanner)」，透過這項設備，便

能夠以非侵入的方式，繪製大腦影像、

觀察大腦活動，有利於腦科學方面的

研究。此項技術在學術研究的運用上

相當多元而廣泛。 

 

 

    工作坊以圓桌分組討論的方式進

行，每個小組由一至二位腦科學領域

學者或有相關研究經驗的學者來主持，

讓不同專業背景的專家學者，以腦影

像結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為題進行討

論，一同對話、分享資訊與知識、討

論研究構想的創新與合作，期望能進

一步促成研究團隊組成。 

 

▲工作坊進行剪影 

▲工作坊進行剪影 



 

 12 

    參與圓桌討論的專家學者來自各

個不同的領域，有國際關係、公共行

政、公共衛生、經濟學、會計學、音

樂應用…等，提出了各種以「核磁共振

成像技術」應用於不同領域的學術發

展的可能。對於這些問題，小組討論

的桌長都一一與他們分享經驗，比如

國外類似研究的經驗、設計實驗需注

意到的問題、研究議題如何與腦造影

技術聯結…等。 

    即便是工作坊的午餐時間，與會

者們仍都非常熱烈的分享早上第一場

圓桌討論的心得。參與討論的老師們

熱衷於學術探討的神情，令參與籌備

本次活動的中心人員及老師們感到欣 

慰，舒緩了原本稍微忐忑緊張的心境。 

 

    經過一天三場圓桌討論，諸位參

與工作坊的專家學者們進行了豐富的

交流。來自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

學者們，共同參與腦影像心智科學研

究的諮詢，由不同的知識領域相互交

流，彼此的知識撞擊，引發了更多探

索研究發展的契機，不論是各小組桌

長或與會者們都感到獲益甚豐。 

▲圓桌討論剪影 

▲休息時間與會者們仍熱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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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最後，由梁庚辰主任向與會

者們作「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計畫徵

件」的介紹。梁主任說明，心智科學

腦影像研究的宗旨目標，是透過跨領

域合作，有效運用腦部影像技術

(MRI/MEG)，整合人文與科技研究資源，

促進對人類心智的研究。在二十世紀

末，由於科學的發展，心智科學(mind 

science)與神經科學(neuroscience)已經

密切的互動和結合，心智活動和神經

結構的因果關係之探索大幅進展，我

們也瞭解人類的神經系統和行為是一

種相互影響的關係。目前人類心智研

究探究的三大主題分別是是結構功能

對應(functional localization)、先天後天

爭議(nature-nurture problem)、及身心

關聯問題(mind-body problem)。而心智

科學腦影像研究之教育訓練，希望以

一般使用者而非主持團隊的需求為依

歸，從推廣到深入，在激發興趣後再

授與專門知識。透過演講、教育訓練、

工作坊、研習營、學術會議等，為研

究者補充神經科學知識，強化實驗設

計訓練，並指引認知關鍵議題。 

 

    此次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計畫之

研究主題設定為：在社會文化與個人

特質脈絡下探討心智運作與腦功能關

係。這些議題包括：個人特質如何反

映於腦部結構或功能? 社會認知和行

為與腦部機制之間的關係? 社會文化

環境等因素如何影響大腦發展…等。特

別是華人在文化上與西方的差異性，

如華人的自我(self)概念，是否會表現

在神經系統上，此類心智科學與華人

文化結合的研究，是值得國內學者研

究的方向。 

     

 

 

 

▲會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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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此次活動工作坊試圖推廣和推動

我國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的發展，結

合腦造影技術的學術研究已是未來研

究的趨勢，期望這類的推廣能令心智

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研究在國

內生根萌芽，讓國內人文社會科學未

來有更豐富而長足的進展。 

 

活動資訊 

北部場次 

時間：4/23 09:00-16:3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總參與人數：83 

 

南部場次 

時間：5/7 09:00-16:3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 

總參與人數：62 

 

 

 

 

 

 

 

科技部 106 年度「心智科學腦影

像研究計畫」徵求公告 

隨著科學技術進步與學術發展，

利用腦科學儀器探討心智運作的研究

日益擴充，目前已經擴展到人文社會

科學中的許多領域，諸如語言學、經

濟學、教育學、社會學、法律學、政

治學、人類學、哲學、宗教與神學、

音樂和藝術等，審度國際趨勢，腦功

能研究將成為未來人文社會科學中不

可或缺的新領域。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學研究發展司

數年前開始推動「心智科學腦影像研

究計畫」，鼓勵學者使用人類腦部磁振

造影儀(MRI)、腦磁圖儀(MEG)等腦影像

儀器進行人文與社會科學議題相關之

研究。此次計劃徵求的研究主題設定

為：「在社會文化與個人特質脈絡下探

討心智運作與腦功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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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見： 

科技部人文司網站公告 

(https://www.most.gov.tw/hum/ch/newsList?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

d93754aefd0&view_mode=listView&tagUid=bb8551c7-0696-11e5-9a55-b8ac6f2d65

c0)  

 

科技部 106 年度「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計畫」徵求公告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35f8682f-0c4a-4a6e-a99f-3ae6e9c812

d2) 

  

https://www.most.gov.tw/hum/ch/newsList?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view_mode=listView&tagUid=bb8551c7-0696-11e5-9a55-b8ac6f2d65c0
https://www.most.gov.tw/hum/ch/newsList?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view_mode=listView&tagUid=bb8551c7-0696-11e5-9a55-b8ac6f2d65c0
https://www.most.gov.tw/hum/ch/newsList?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view_mode=listView&tagUid=bb8551c7-0696-11e5-9a55-b8ac6f2d65c0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35f8682f-0c4a-4a6e-a99f-3ae6e9c812d2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35f8682f-0c4a-4a6e-a99f-3ae6e9c812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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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整合不難，只要放開心胸-

梁庚辰教授談腦影像跨領域整合 

    

科技部多年來致力於推廣跨領域

研究，希望能夠為人文社會相關研究

提供新的視角與動力。藉由此次本中

心舉辦跨領域「腦影像圓桌會議工作

坊」的契機，我們特地訪問關注跨領

域教學和腦影像技術的推展，臺大身

體、心靈、文化腦影像中心主任梁庚

辰教授，請教他關於腦影像技術在臺

灣人社領域的發展和此次參與工作坊

的感想。 

 

臺灣腦影像研究發展與推廣 

    梁教授表示「心腦關係」是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非常關切的一個問題，

過去這方面的研究證據大多來自在動

物實驗及少數腦傷病人案例探討，直

到 1980 年代末期，由於腦影像技術的

發展，科學家開始可以看到一個正常

活人在進行各種行為時腦部活動的情

形，這是從動物實驗到人類大腦研究

跨了一大步。臺大當時為了因應世界

人腦造影的研究趨勢，在校方跨院系

儀器經費及科技部補助下，設置全臺

第一部專供研究用多功能磁振造影設

備，開啟了臺大有關人腦認知影像功

能的研究。 

    後續為了因應國內以腦影像技術

研究人文社會科學議題的殷切需求，

在學者專家的建議及科技部長官同仁

的努力下，在成大、政大與臺大各設

置了先進的腦影像設備，提供給包括

人社領域在內的學者進行心智相關的

腦影像研究，使得人文社會科學得以

全力拓展新的研究領域。梁教授表示，

有了這種技術後，能夠讓人文社會科

學的思考理論與其他科學互相切磋聯

繫，探討彼此相通或抗衡之處，從而

激盪出新的研究火花，發揮 1+1 大於 2

的力量。 

    問到對此次「腦影像圓桌會議工

作坊」的感想，梁教授表示很高興能

參與此次活動。這次在科技部人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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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稱人社中心)協

助下的南北二場工作坊，有很多過去

沒有太多機會接觸腦影像研究的專家

學者們來參與，且對這個新的研究方

法也非常有興趣，由人社中心來推廣，

會讓大家覺得這是一個跟人文社會科

學真的密切相關的事情，大家的反應

也非常熱烈。 

    梁教授表示，未來透過腦影像研

究來推動跨領域整合，涵括性會越來

越廣。目前我國不少大學仍然很受限

於系所間的界線，但他認為未來的研

究，這樣的界線會慢慢的模糊甚至消

失。而腦影像研究提供機制讓不同領

域人們的能夠有彼此合作的機會，這

對整個人社科學發展會是一件好事，

同時也是人社中心和科技部人文司心

智科學腦研究推動網下臺大、政大與

成大三個腦影像中心的共同目標。 

 

跨領域研究的趨勢 

    談到現在國際上跨領域研究的重

要趨勢，梁教授認為，自然或生命科

學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並不互斥。

以心理學為例，本身其實也兼具人文

與科學兩種性格，心理學長期的發展

都是以科學的分析為主，但近來明顯

的出現將文化、心智與大腦三者結合

起來共同研究的契機，這就涉及人文

與科學的整合。臺灣心理學界透過反

省以西方的心理學典範所得之研究結

果，能否與華人或在地社會各種心智

現象的鍥合，產生推動本土心理學的

領悟，其實源於楊國樞院士早年整合

人文社會科學中不同領域的學術思考。

如今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若能將文

化對人類思慮行為的影響更進一步的

在腦部運作找出對應，這樣跨學科的

研究與整合，將更能夠拓展學術研究

的新領域，增進人類知識的版圖。 

舉例而言，國外一些研究指出在

重大的災害事件後，往往會有相當比

例的受害者產生所謂的「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是一個與腦部異常運作有關

的精神疾病。但是國內有些學者的研

究顯示，在 921 震災後受災者出現

PTSD 的比例低於國際報告，甚至有創

傷後出現心智成長的現象。究竟是臺

灣哪些獨特的社會文化因素，造成這

一結果，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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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 腦內結構運作，將心智的負向變

化逆轉為正向變化，便是一個整合文

化、心智與大腦的跨領域研究議題。 

     

談臺灣跨領域教育現狀 

    問到對於目前臺灣跨領域教育的

看法，以及臺灣目前的教學架構和方

式，梁教授回應，目前臺灣在跨領域

教育上仍有相當難度，因為許多教育

架構的基本設計很早即將知識的學習

分流，讓一部份的人失去了去學習某

些東西的機會，這其實並不好。他認

為不同領域的學習在早期都值得保留，

不必太計較學得好或不好。只要曾經

碰過，那怕只留下一點印象，之後再

碰就不難。任何學生都應該要有機會

去接觸不同的東西，在不同的課堂去

感受不同領域的脈動，學會欣賞別人

的精華所在。即使他未來不再接觸這

領域，還是能體會其中的感動，這是

教育應該要做的事情。我們很難知道

生命的某個時期會遇到什麼事情。更

重要的是，人的大腦也相當具有可塑

性，也許學習的當下覺得難以吸收，

但只要有過適當經驗，必然會留下痕

跡，到了適當的時機，這些學習就會

產生效果。梁教授談到去美國念心理

生物研究所時，同班的幾同學分別來

自化學系、心理系、生物系、哲學系、

物理系等，系所會願意接收來自不同

領域的學生，他們認為只要你有一般

學識的素養，都可以來研究心智的神

經生物基礎，因為專業能力是可以重

新訓練。 

    梁教授認為我們應該要抱持這種

可訓練(trainable)的概念來接受新的技

術與思想。人天生就具有應付這個多

變世界的潛力，所以可塑性與發展可

能性非常的高。他在人文社會科學推

廣腦影像研究時，也是一直希望灌輸

這樣的概念，跨學科的整合不難，只

要放開你的心胸，去接受並且認識另

外一個東西，其實學問中的技術層面

與思維方式都是可訓練的。 

 

跨領域整合的重要性 

    梁教授表示雖然跨領域整合會面

臨許多困難，可是事情總必須有個開

始，如果在人文科學領域能成功做到

這件事，就會有拋磚引玉的作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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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有人會質疑，為何需要花費那麼多

的資源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推廣腦影

像研究，但他們一直試著說服大家相

信，這是人文社會科學採用最新的科

技方法去研究本身固有議題的一個最

好契機。身體（腦）與心靈間的關係，

是人文社會領域的一個核心問題，幾

千年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透過在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推廣腦影像的跨

領域整合研究，或許可以為這個重要

的學術議題開創一個新局面。學術的

發展，從來就不是固守在原來的領域，

只做自己的事情。必須要能夠跨出原

有的疆界，把不同的東西帶進人文社

會科學，同時也把人文社會科學議題

與思考傳播到其他領域，這樣才可能

創發出新的思維。 

    最後，梁教授表示非常高興，能

與人社中心一起合作，推廣跨領域的

合作，這件事不只是對某一個學門，

對整個人類知識的擴展都有很大的影

響，這樣的理念如果能成功推廣，或

許能影響目前社會有關學術以及教育

中種種既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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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本中心設立「意見信箱」 
 

本中心為了解及回應學界需求，特設立「意見信箱」。若您對中心的各項

學術服務工作、或各工作中的行政流程有任何想法或意見，皆歡迎以此信箱提

供建議，我們將會傾聽並回應您的建議。 

中心意見信箱網頁：http://www.hss.ntu.edu.tw/news_d.aspx?no=5&d=451 

相關操作點選，請見下圖： 

 

 

http://www.hss.ntu.edu.tw/news_d.aspx?no=5&d=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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