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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訪問學者專訪：
何一梵助理教授談劇場敘事與臺灣劇場
採訪／李宛芝、鄭惠倫　撰文／李宛芝

　　今年夏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的何一梵助理教授，帶著自己尚在撰寫的

《劇場敘事學：劇本分析的七個命題》（Theatre Narratology: Seven Theses of 

Play Analysis）書稿，來到中心訪問。在訪問結束時，何助理教授也完成了這本著

作，即將付梓。因此本次特別邀請何一梵助理教授，分享他撰寫這本書稿的觀察與歷

程。

　　此書誕生的契機，是來自於同事的學生現任出版社編輯，希望出版一系列與劇場

相關的教科書，其中一個題目就是想討論劇場的敘事分析，引導學習戲劇的學生如何

分析劇本。本身專攻西方劇場史的何一梵助理教授，一直都對這個議題時刻關注，因

此欣然接受邀請，背後帶有一個知識分子對現狀的反思與企圖對話的希望。

　　在決定撰寫這本書時，何助理教授認為敘事分析的書籍，在坊間已經有許多技術

性的教科書，教導學生如何用電影或劇場說故事，並把故事說好，說得吸引人。學術

上來說，這種談劇場敘事的根源，是來自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在文藝復興時期的

發展後，後人視之為劇場敘事的典範，並成為劇場敘事的主流。但何一梵助理教授對

劇場敘事有一套自己的觀察，與編輯商量後，決定在書中加入這些觀點。

　　從這本書延伸出來的議題，是何一梵助理教授對於臺灣劇場界現況的觀察。何助

理教授認為臺灣劇場史從蘭陵劇坊到後來的小劇場運動，這之間的演變具有強烈的辯

證性，因為對舊傳統感到不滿，創作者想提出新的劇場主張，推翻舊的劇場思維。這

一系列的反思辯證過程，恰像19世紀的法國繪畫史，從新古典主義到印象派一般，都

是年輕世代對於舊傳統提出新思考的歷程。然而，當反思辯證的傾向過度發展，容易

成為為新而新、為革命而革命的狀況。從何一梵助理教授大學時期看戲至今，期間經

歷臺灣小劇場運動時期，最主要的主軸就在於反對劇場裡的敘事，並將導演與演員的

地位提高，而不再是單純的劇作家。在當時，莎士比亞、易卜生、希臘悲劇等都被視

為反叛的對象，這股辯證性風潮直至今日都還影響著許多研究者以及劇場製作的相關

人員。

　　何助理教授在臺灣參與小劇場運動時，覺得自己並未找到深刻反對這些被視為傳

統戲劇的理由。後來因緣際會到美國進修碩士，想觀察自己所反對的「傳統」的本來

樣貌。但在求學期間，何助理教授卻深深為這些「傳統戲劇」著迷，並將之視為研究

對象，並且不斷深入的去挖掘其中蘊含的豐富樣貌，今昔對比也讓何助理教授很有感

觸。回國後，何助理教授也因此較能跳脫框架重新反思小劇場運動以來的辯證性風

潮。

　　就何助理教授的觀察，臺灣劇場界目前是往兩個方面發展，一是商業劇場的流

行，且以音樂劇為主，重點放在音樂上，引起觀眾的情感起伏，使劇場成為宣洩情感

的地方。另一方面，則是走向純粹的、更為劇場形式的探索，導演、演員的身體會受

到更多重視，劇場的敘事反而不再重要，而且為了要讓觀眾或創作的人往美學實驗的

方向走，因此理論也變重要了。何一梵助理教授借用鍾明德教授形容80年代小劇場是

美學和政治齊飛的話，認為目前臺灣的劇場，就是「理論跟形式齊飛的年代」。

　　因此，何助理教授提出，從小劇場運動至今，劇場敘事是被忽略的。過去幾年

來，雖然開始注重劇作家的培養，如北藝大戲劇系的劇本創作組，廣為招生；也有許

多文學獎設立劇本創作的獎項，並漸漸有些知名的劇作家。然而，對於劇本創作的分

析、敘事探討的相關著作並不多，主要都還是使用亞里斯多德《詩學》的分析方式。

且回到作品本身，何助理教授認為尚有更多可以進步的空間。同時，何一梵助理教授

也提出，在這些劇本背後，呈現的是學術界的研究能量不足，由於該研究領域尚未有

深厚的累積，因此不論是研究的深度，或是教學的廣度及討論，都略顯匱乏，進而影

響到進入劇場的相關人才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足以掌握劇場敘事的美學。

　　加上臺灣的文化語境畢竟與歐洲的文化語境大相逕庭，因此對反對主體的歷史脈

絡並未真正掌握其源流。何助理教授也坦言，直到他到英國攻讀博士時，才真正了解

到莎士比亞之於歐洲文化的重要性。時至今日，英國仍然隨處都有莎劇的演出，莎士

比亞皇家劇院的名聲威望也不可小覷，可見劇場敘事仍然很有魅力，才能讓這個文化

傳統不斷流傳。傳統縱然可以被反對，但在沒有更新知識，也沒有意識到文化差距所

帶來的不同觀點，很多反對劇場敘事的觀點是無法立足的。

　　藉由對臺灣劇場界的觀察，以及在北藝大戲劇系任教的經驗，很多學生雖然熱衷

創作及做劇場，但較少多方涉略書籍或相關理論。因此除了在教學時，何助理教授針

對研究方法及戲劇史下手，希望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外，此次撰寫這本不像教科書的

教科書，也希望可以引領學生進入劇場敘事的領域，傳達劇場敘事的豐富內容，遠超

出目前臺灣劇場探討的範圍。

　　何一梵助理教授就舉其中一章談到表演，提到表演跟敘事可以互為參照，並希望

藉此呈現劇場史，展現出「人」被視為群體的一份子或是「個人」（individual）概

念的出現，都有其歷史背景，而這些事情又是如何反應在表演與敘事之中。敘事的文

體反應在表演中，而表演則是反映出某段歷史的社會樣態，甚至是當時的世界觀。

　　在整本書的最後，是以〈土地〉這個章節做結尾。何助理教授說，這章的書寫，

是來自於他在學術上的企圖心。土地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可以憑自己意志作轉移的

東西。一如這世界上，有很多事物並非隨意可拋棄，也無可避免的。之所以使用「土

地」這個詞彙，是希望有別於在談及其他理論時慣常使用的詞彙，因為很多慣用詞

彙，經常是歷史演進後大而化之的用語。在使用這些詞彙的同時，往往會無法察覺不

被這些詞彙所包涵的其他細緻的內容。同時，何助理教授認為要革新現在的劇場生

態，是需要拋棄一些陳腔濫調的思考。丟掉的並非術語本身，而是直接捨棄詞彙背後

所代表的所有意義，並尋找新的詞彙。這是借鑑自西方哲學家如阿多諾、維根斯坦

等，在談論哲學時，會捨棄前人用詞，重新創造新詞彙的方式。這本書中，也多有借

鑑自這些哲學家的，如土地的概念是來自海德格，而這本書的形式及七個命題是來自

維根斯坦的觀點，透過這些哲學家冰山一角的知識來談劇場敘事，希望可以談出劇場

敘事的新方向。

　　此外，劇場雖然是有無限可能的地方，但也容易讓創作者有迷思，認為創作就等

於自由或需要自由才能無限創作。可是何助理教授認為，這不表示創作者就可以為所

欲為。「土地」的比喻，是希望傳達給創作者了解，創作仍然要聆聽土地的聲音，要

確實知道人類活著是被甚麼制約，因為沒有人是活在真空中。希望創作者能踩在土地

上，去感受與觀眾同在的社會現實、語境，並將之融入劇場創作之中，如此創作出的

作品才能打動人心。

　　何一梵助理教授笑著說：「寫一本書就像丟一顆石頭進池塘中，希望可以激起漣

漪，哪怕只有一點。」在教學上，透過這本不同的教科書，希望能引領學生跳脫以技

術鑑賞戲劇的方式，發現劇中的觀點，並理解這些觀點才是能影響一個人的身心靈，

甚至能因此帶給觀眾溫暖的重要因素，從而感受劇場敘事的魅力。就一個普通的看劇

的人的角度來說，「Down to earth」，樸樸實實的來看待劇場，看待演出，是何助

理教授一直秉持的原則。用普通人的角度觀看並分析劇場的問題，幾乎就可以說服每

個人，因為這些問題往往都是普通人無法迴避的事情。面對讀者，何助理教授提到，

書中舉出的例子，都是他曾經閱讀過，並且思考過的內容，每個例子都帶有他當時閱

讀的感動，所以也希望這本書可以引領讀者去認識更多的戲劇以及劇場敘事的魅力，

並且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考角度，碰撞讀者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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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的何一梵助理教授，帶著自己尚在撰寫的

《劇場敘事學：劇本分析的七個命題》（Theatre Narratology: Seven Theses of 

Play Analysis）書稿，來到中心訪問。在訪問結束時，何助理教授也完成了這本著

作，即將付梓。因此本次特別邀請何一梵助理教授，分享他撰寫這本書稿的觀察與歷

程。

　　此書誕生的契機，是來自於同事的學生現任出版社編輯，希望出版一系列與劇場

相關的教科書，其中一個題目就是想討論劇場的敘事分析，引導學習戲劇的學生如何

分析劇本。本身專攻西方劇場史的何一梵助理教授，一直都對這個議題時刻關注，因

此欣然接受邀請，背後帶有一個知識分子對現狀的反思與企圖對話的希望。

　　在決定撰寫這本書時，何助理教授認為敘事分析的書籍，在坊間已經有許多技術

性的教科書，教導學生如何用電影或劇場說故事，並把故事說好，說得吸引人。學術

上來說，這種談劇場敘事的根源，是來自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在文藝復興時期的

發展後，後人視之為劇場敘事的典範，並成為劇場敘事的主流。但何一梵助理教授對

劇場敘事有一套自己的觀察，與編輯商量後，決定在書中加入這些觀點。

　　從這本書延伸出來的議題，是何一梵助理教授對於臺灣劇場界現況的觀察。何助

理教授認為臺灣劇場史從蘭陵劇坊到後來的小劇場運動，這之間的演變具有強烈的辯

證性，因為對舊傳統感到不滿，創作者想提出新的劇場主張，推翻舊的劇場思維。這

一系列的反思辯證過程，恰像19世紀的法國繪畫史，從新古典主義到印象派一般，都

是年輕世代對於舊傳統提出新思考的歷程。然而，當反思辯證的傾向過度發展，容易

成為為新而新、為革命而革命的狀況。從何一梵助理教授大學時期看戲至今，期間經

歷臺灣小劇場運動時期，最主要的主軸就在於反對劇場裡的敘事，並將導演與演員的

地位提高，而不再是單純的劇作家。在當時，莎士比亞、易卜生、希臘悲劇等都被視

為反叛的對象，這股辯證性風潮直至今日都還影響著許多研究者以及劇場製作的相關

人員。

　　何助理教授在臺灣參與小劇場運動時，覺得自己並未找到深刻反對這些被視為傳

統戲劇的理由。後來因緣際會到美國進修碩士，想觀察自己所反對的「傳統」的本來

樣貌。但在求學期間，何助理教授卻深深為這些「傳統戲劇」著迷，並將之視為研究

對象，並且不斷深入的去挖掘其中蘊含的豐富樣貌，今昔對比也讓何助理教授很有感

觸。回國後，何助理教授也因此較能跳脫框架重新反思小劇場運動以來的辯證性風

潮。

　　就何助理教授的觀察，臺灣劇場界目前是往兩個方面發展，一是商業劇場的流

行，且以音樂劇為主，重點放在音樂上，引起觀眾的情感起伏，使劇場成為宣洩情感

的地方。另一方面，則是走向純粹的、更為劇場形式的探索，導演、演員的身體會受

到更多重視，劇場的敘事反而不再重要，而且為了要讓觀眾或創作的人往美學實驗的

方向走，因此理論也變重要了。何一梵助理教授借用鍾明德教授形容80年代小劇場是

美學和政治齊飛的話，認為目前臺灣的劇場，就是「理論跟形式齊飛的年代」。

　　因此，何助理教授提出，從小劇場運動至今，劇場敘事是被忽略的。過去幾年

來，雖然開始注重劇作家的培養，如北藝大戲劇系的劇本創作組，廣為招生；也有許

多文學獎設立劇本創作的獎項，並漸漸有些知名的劇作家。然而，對於劇本創作的分

析、敘事探討的相關著作並不多，主要都還是使用亞里斯多德《詩學》的分析方式。

且回到作品本身，何助理教授認為尚有更多可以進步的空間。同時，何一梵助理教授

也提出，在這些劇本背後，呈現的是學術界的研究能量不足，由於該研究領域尚未有

深厚的累積，因此不論是研究的深度，或是教學的廣度及討論，都略顯匱乏，進而影

響到進入劇場的相關人才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足以掌握劇場敘事的美學。

　　加上臺灣的文化語境畢竟與歐洲的文化語境大相逕庭，因此對反對主體的歷史脈

絡並未真正掌握其源流。何助理教授也坦言，直到他到英國攻讀博士時，才真正了解

到莎士比亞之於歐洲文化的重要性。時至今日，英國仍然隨處都有莎劇的演出，莎士

比亞皇家劇院的名聲威望也不可小覷，可見劇場敘事仍然很有魅力，才能讓這個文化

傳統不斷流傳。傳統縱然可以被反對，但在沒有更新知識，也沒有意識到文化差距所

帶來的不同觀點，很多反對劇場敘事的觀點是無法立足的。

　　藉由對臺灣劇場界的觀察，以及在北藝大戲劇系任教的經驗，很多學生雖然熱衷

創作及做劇場，但較少多方涉略書籍或相關理論。因此除了在教學時，何助理教授針

對研究方法及戲劇史下手，希望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外，此次撰寫這本不像教科書的

教科書，也希望可以引領學生進入劇場敘事的領域，傳達劇場敘事的豐富內容，遠超

出目前臺灣劇場探討的範圍。

　　何一梵助理教授就舉其中一章談到表演，提到表演跟敘事可以互為參照，並希望

藉此呈現劇場史，展現出「人」被視為群體的一份子或是「個人」（individual）概

念的出現，都有其歷史背景，而這些事情又是如何反應在表演與敘事之中。敘事的文

體反應在表演中，而表演則是反映出某段歷史的社會樣態，甚至是當時的世界觀。

　　在整本書的最後，是以〈土地〉這個章節做結尾。何助理教授說，這章的書寫，

是來自於他在學術上的企圖心。土地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可以憑自己意志作轉移的

東西。一如這世界上，有很多事物並非隨意可拋棄，也無可避免的。之所以使用「土

地」這個詞彙，是希望有別於在談及其他理論時慣常使用的詞彙，因為很多慣用詞

彙，經常是歷史演進後大而化之的用語。在使用這些詞彙的同時，往往會無法察覺不

被這些詞彙所包涵的其他細緻的內容。同時，何助理教授認為要革新現在的劇場生

態，是需要拋棄一些陳腔濫調的思考。丟掉的並非術語本身，而是直接捨棄詞彙背後

所代表的所有意義，並尋找新的詞彙。這是借鑑自西方哲學家如阿多諾、維根斯坦

等，在談論哲學時，會捨棄前人用詞，重新創造新詞彙的方式。這本書中，也多有借

鑑自這些哲學家的，如土地的概念是來自海德格，而這本書的形式及七個命題是來自

維根斯坦的觀點，透過這些哲學家冰山一角的知識來談劇場敘事，希望可以談出劇場

敘事的新方向。

　　此外，劇場雖然是有無限可能的地方，但也容易讓創作者有迷思，認為創作就等

於自由或需要自由才能無限創作。可是何助理教授認為，這不表示創作者就可以為所

欲為。「土地」的比喻，是希望傳達給創作者了解，創作仍然要聆聽土地的聲音，要

確實知道人類活著是被甚麼制約，因為沒有人是活在真空中。希望創作者能踩在土地

上，去感受與觀眾同在的社會現實、語境，並將之融入劇場創作之中，如此創作出的

作品才能打動人心。

　　何一梵助理教授笑著說：「寫一本書就像丟一顆石頭進池塘中，希望可以激起漣

漪，哪怕只有一點。」在教學上，透過這本不同的教科書，希望能引領學生跳脫以技

術鑑賞戲劇的方式，發現劇中的觀點，並理解這些觀點才是能影響一個人的身心靈，

甚至能因此帶給觀眾溫暖的重要因素，從而感受劇場敘事的魅力。就一個普通的看劇

的人的角度來說，「Down to earth」，樸樸實實的來看待劇場，看待演出，是何助

理教授一直秉持的原則。用普通人的角度觀看並分析劇場的問題，幾乎就可以說服每

個人，因為這些問題往往都是普通人無法迴避的事情。面對讀者，何助理教授提到，

書中舉出的例子，都是他曾經閱讀過，並且思考過的內容，每個例子都帶有他當時閱

讀的感動，所以也希望這本書可以引領讀者去認識更多的戲劇以及劇場敘事的魅力，

並且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考角度，碰撞讀者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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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的何一梵助理教授，帶著自己尚在撰寫的

《劇場敘事學：劇本分析的七個命題》（Theatre Narratology: Seven Theses of 

Play Analysis）書稿，來到中心訪問。在訪問結束時，何助理教授也完成了這本著

作，即將付梓。因此本次特別邀請何一梵助理教授，分享他撰寫這本書稿的觀察與歷

程。

　　此書誕生的契機，是來自於同事的學生現任出版社編輯，希望出版一系列與劇場

相關的教科書，其中一個題目就是想討論劇場的敘事分析，引導學習戲劇的學生如何

分析劇本。本身專攻西方劇場史的何一梵助理教授，一直都對這個議題時刻關注，因

此欣然接受邀請，背後帶有一個知識分子對現狀的反思與企圖對話的希望。

　　在決定撰寫這本書時，何助理教授認為敘事分析的書籍，在坊間已經有許多技術

性的教科書，教導學生如何用電影或劇場說故事，並把故事說好，說得吸引人。學術

上來說，這種談劇場敘事的根源，是來自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在文藝復興時期的

發展後，後人視之為劇場敘事的典範，並成為劇場敘事的主流。但何一梵助理教授對

劇場敘事有一套自己的觀察，與編輯商量後，決定在書中加入這些觀點。

　　從這本書延伸出來的議題，是何一梵助理教授對於臺灣劇場界現況的觀察。何助

理教授認為臺灣劇場史從蘭陵劇坊到後來的小劇場運動，這之間的演變具有強烈的辯

證性，因為對舊傳統感到不滿，創作者想提出新的劇場主張，推翻舊的劇場思維。這

一系列的反思辯證過程，恰像19世紀的法國繪畫史，從新古典主義到印象派一般，都

是年輕世代對於舊傳統提出新思考的歷程。然而，當反思辯證的傾向過度發展，容易

成為為新而新、為革命而革命的狀況。從何一梵助理教授大學時期看戲至今，期間經

歷臺灣小劇場運動時期，最主要的主軸就在於反對劇場裡的敘事，並將導演與演員的

地位提高，而不再是單純的劇作家。在當時，莎士比亞、易卜生、希臘悲劇等都被視

為反叛的對象，這股辯證性風潮直至今日都還影響著許多研究者以及劇場製作的相關

人員。

　　何助理教授在臺灣參與小劇場運動時，覺得自己並未找到深刻反對這些被視為傳

統戲劇的理由。後來因緣際會到美國進修碩士，想觀察自己所反對的「傳統」的本來

樣貌。但在求學期間，何助理教授卻深深為這些「傳統戲劇」著迷，並將之視為研究

對象，並且不斷深入的去挖掘其中蘊含的豐富樣貌，今昔對比也讓何助理教授很有感

觸。回國後，何助理教授也因此較能跳脫框架重新反思小劇場運動以來的辯證性風

潮。

　　就何助理教授的觀察，臺灣劇場界目前是往兩個方面發展，一是商業劇場的流

行，且以音樂劇為主，重點放在音樂上，引起觀眾的情感起伏，使劇場成為宣洩情感

的地方。另一方面，則是走向純粹的、更為劇場形式的探索，導演、演員的身體會受

到更多重視，劇場的敘事反而不再重要，而且為了要讓觀眾或創作的人往美學實驗的

方向走，因此理論也變重要了。何一梵助理教授借用鍾明德教授形容80年代小劇場是

美學和政治齊飛的話，認為目前臺灣的劇場，就是「理論跟形式齊飛的年代」。

　　因此，何助理教授提出，從小劇場運動至今，劇場敘事是被忽略的。過去幾年

來，雖然開始注重劇作家的培養，如北藝大戲劇系的劇本創作組，廣為招生；也有許

多文學獎設立劇本創作的獎項，並漸漸有些知名的劇作家。然而，對於劇本創作的分

析、敘事探討的相關著作並不多，主要都還是使用亞里斯多德《詩學》的分析方式。

且回到作品本身，何助理教授認為尚有更多可以進步的空間。同時，何一梵助理教授

也提出，在這些劇本背後，呈現的是學術界的研究能量不足，由於該研究領域尚未有

深厚的累積，因此不論是研究的深度，或是教學的廣度及討論，都略顯匱乏，進而影

響到進入劇場的相關人才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足以掌握劇場敘事的美學。

　　加上臺灣的文化語境畢竟與歐洲的文化語境大相逕庭，因此對反對主體的歷史脈

絡並未真正掌握其源流。何助理教授也坦言，直到他到英國攻讀博士時，才真正了解

到莎士比亞之於歐洲文化的重要性。時至今日，英國仍然隨處都有莎劇的演出，莎士

比亞皇家劇院的名聲威望也不可小覷，可見劇場敘事仍然很有魅力，才能讓這個文化

傳統不斷流傳。傳統縱然可以被反對，但在沒有更新知識，也沒有意識到文化差距所

帶來的不同觀點，很多反對劇場敘事的觀點是無法立足的。

　　藉由對臺灣劇場界的觀察，以及在北藝大戲劇系任教的經驗，很多學生雖然熱衷

創作及做劇場，但較少多方涉略書籍或相關理論。因此除了在教學時，何助理教授針

對研究方法及戲劇史下手，希望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外，此次撰寫這本不像教科書的

教科書，也希望可以引領學生進入劇場敘事的領域，傳達劇場敘事的豐富內容，遠超

出目前臺灣劇場探討的範圍。

　　何一梵助理教授就舉其中一章談到表演，提到表演跟敘事可以互為參照，並希望

藉此呈現劇場史，展現出「人」被視為群體的一份子或是「個人」（individual）概

念的出現，都有其歷史背景，而這些事情又是如何反應在表演與敘事之中。敘事的文

體反應在表演中，而表演則是反映出某段歷史的社會樣態，甚至是當時的世界觀。

　　在整本書的最後，是以〈土地〉這個章節做結尾。何助理教授說，這章的書寫，

是來自於他在學術上的企圖心。土地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可以憑自己意志作轉移的

東西。一如這世界上，有很多事物並非隨意可拋棄，也無可避免的。之所以使用「土

地」這個詞彙，是希望有別於在談及其他理論時慣常使用的詞彙，因為很多慣用詞

彙，經常是歷史演進後大而化之的用語。在使用這些詞彙的同時，往往會無法察覺不

被這些詞彙所包涵的其他細緻的內容。同時，何助理教授認為要革新現在的劇場生

態，是需要拋棄一些陳腔濫調的思考。丟掉的並非術語本身，而是直接捨棄詞彙背後

所代表的所有意義，並尋找新的詞彙。這是借鑑自西方哲學家如阿多諾、維根斯坦

等，在談論哲學時，會捨棄前人用詞，重新創造新詞彙的方式。這本書中，也多有借

鑑自這些哲學家的，如土地的概念是來自海德格，而這本書的形式及七個命題是來自

維根斯坦的觀點，透過這些哲學家冰山一角的知識來談劇場敘事，希望可以談出劇場

敘事的新方向。

　　此外，劇場雖然是有無限可能的地方，但也容易讓創作者有迷思，認為創作就等

於自由或需要自由才能無限創作。可是何助理教授認為，這不表示創作者就可以為所

欲為。「土地」的比喻，是希望傳達給創作者了解，創作仍然要聆聽土地的聲音，要

確實知道人類活著是被甚麼制約，因為沒有人是活在真空中。希望創作者能踩在土地

上，去感受與觀眾同在的社會現實、語境，並將之融入劇場創作之中，如此創作出的

作品才能打動人心。

　　何一梵助理教授笑著說：「寫一本書就像丟一顆石頭進池塘中，希望可以激起漣

漪，哪怕只有一點。」在教學上，透過這本不同的教科書，希望能引領學生跳脫以技

術鑑賞戲劇的方式，發現劇中的觀點，並理解這些觀點才是能影響一個人的身心靈，

甚至能因此帶給觀眾溫暖的重要因素，從而感受劇場敘事的魅力。就一個普通的看劇

的人的角度來說，「Down to earth」，樸樸實實的來看待劇場，看待演出，是何助

理教授一直秉持的原則。用普通人的角度觀看並分析劇場的問題，幾乎就可以說服每

個人，因為這些問題往往都是普通人無法迴避的事情。面對讀者，何助理教授提到，

書中舉出的例子，都是他曾經閱讀過，並且思考過的內容，每個例子都帶有他當時閱

讀的感動，所以也希望這本書可以引領讀者去認識更多的戲劇以及劇場敘事的魅力，

並且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考角度，碰撞讀者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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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的何一梵助理教授，帶著自己尚在撰寫的

《劇場敘事學：劇本分析的七個命題》（Theatre Narratology: Seven Theses of 

Play Analysis）書稿，來到中心訪問。在訪問結束時，何助理教授也完成了這本著

作，即將付梓。因此本次特別邀請何一梵助理教授，分享他撰寫這本書稿的觀察與歷

程。

　　此書誕生的契機，是來自於同事的學生現任出版社編輯，希望出版一系列與劇場

相關的教科書，其中一個題目就是想討論劇場的敘事分析，引導學習戲劇的學生如何

分析劇本。本身專攻西方劇場史的何一梵助理教授，一直都對這個議題時刻關注，因

此欣然接受邀請，背後帶有一個知識分子對現狀的反思與企圖對話的希望。

　　在決定撰寫這本書時，何助理教授認為敘事分析的書籍，在坊間已經有許多技術

性的教科書，教導學生如何用電影或劇場說故事，並把故事說好，說得吸引人。學術

上來說，這種談劇場敘事的根源，是來自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在文藝復興時期的

發展後，後人視之為劇場敘事的典範，並成為劇場敘事的主流。但何一梵助理教授對

劇場敘事有一套自己的觀察，與編輯商量後，決定在書中加入這些觀點。

　　從這本書延伸出來的議題，是何一梵助理教授對於臺灣劇場界現況的觀察。何助

理教授認為臺灣劇場史從蘭陵劇坊到後來的小劇場運動，這之間的演變具有強烈的辯

證性，因為對舊傳統感到不滿，創作者想提出新的劇場主張，推翻舊的劇場思維。這

一系列的反思辯證過程，恰像19世紀的法國繪畫史，從新古典主義到印象派一般，都

是年輕世代對於舊傳統提出新思考的歷程。然而，當反思辯證的傾向過度發展，容易

成為為新而新、為革命而革命的狀況。從何一梵助理教授大學時期看戲至今，期間經

歷臺灣小劇場運動時期，最主要的主軸就在於反對劇場裡的敘事，並將導演與演員的

地位提高，而不再是單純的劇作家。在當時，莎士比亞、易卜生、希臘悲劇等都被視

為反叛的對象，這股辯證性風潮直至今日都還影響著許多研究者以及劇場製作的相關

人員。

　　何助理教授在臺灣參與小劇場運動時，覺得自己並未找到深刻反對這些被視為傳

統戲劇的理由。後來因緣際會到美國進修碩士，想觀察自己所反對的「傳統」的本來

樣貌。但在求學期間，何助理教授卻深深為這些「傳統戲劇」著迷，並將之視為研究

對象，並且不斷深入的去挖掘其中蘊含的豐富樣貌，今昔對比也讓何助理教授很有感

觸。回國後，何助理教授也因此較能跳脫框架重新反思小劇場運動以來的辯證性風

潮。

　　就何助理教授的觀察，臺灣劇場界目前是往兩個方面發展，一是商業劇場的流

行，且以音樂劇為主，重點放在音樂上，引起觀眾的情感起伏，使劇場成為宣洩情感

的地方。另一方面，則是走向純粹的、更為劇場形式的探索，導演、演員的身體會受

到更多重視，劇場的敘事反而不再重要，而且為了要讓觀眾或創作的人往美學實驗的

方向走，因此理論也變重要了。何一梵助理教授借用鍾明德教授形容80年代小劇場是

美學和政治齊飛的話，認為目前臺灣的劇場，就是「理論跟形式齊飛的年代」。

　　因此，何助理教授提出，從小劇場運動至今，劇場敘事是被忽略的。過去幾年

來，雖然開始注重劇作家的培養，如北藝大戲劇系的劇本創作組，廣為招生；也有許

多文學獎設立劇本創作的獎項，並漸漸有些知名的劇作家。然而，對於劇本創作的分

析、敘事探討的相關著作並不多，主要都還是使用亞里斯多德《詩學》的分析方式。

且回到作品本身，何助理教授認為尚有更多可以進步的空間。同時，何一梵助理教授

也提出，在這些劇本背後，呈現的是學術界的研究能量不足，由於該研究領域尚未有

深厚的累積，因此不論是研究的深度，或是教學的廣度及討論，都略顯匱乏，進而影

響到進入劇場的相關人才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足以掌握劇場敘事的美學。

　　加上臺灣的文化語境畢竟與歐洲的文化語境大相逕庭，因此對反對主體的歷史脈

絡並未真正掌握其源流。何助理教授也坦言，直到他到英國攻讀博士時，才真正了解

到莎士比亞之於歐洲文化的重要性。時至今日，英國仍然隨處都有莎劇的演出，莎士

比亞皇家劇院的名聲威望也不可小覷，可見劇場敘事仍然很有魅力，才能讓這個文化

傳統不斷流傳。傳統縱然可以被反對，但在沒有更新知識，也沒有意識到文化差距所

帶來的不同觀點，很多反對劇場敘事的觀點是無法立足的。

　　藉由對臺灣劇場界的觀察，以及在北藝大戲劇系任教的經驗，很多學生雖然熱衷

創作及做劇場，但較少多方涉略書籍或相關理論。因此除了在教學時，何助理教授針

對研究方法及戲劇史下手，希望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外，此次撰寫這本不像教科書的

教科書，也希望可以引領學生進入劇場敘事的領域，傳達劇場敘事的豐富內容，遠超

出目前臺灣劇場探討的範圍。

　　何一梵助理教授就舉其中一章談到表演，提到表演跟敘事可以互為參照，並希望

藉此呈現劇場史，展現出「人」被視為群體的一份子或是「個人」（individual）概

念的出現，都有其歷史背景，而這些事情又是如何反應在表演與敘事之中。敘事的文

體反應在表演中，而表演則是反映出某段歷史的社會樣態，甚至是當時的世界觀。

　　在整本書的最後，是以〈土地〉這個章節做結尾。何助理教授說，這章的書寫，

是來自於他在學術上的企圖心。土地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可以憑自己意志作轉移的

東西。一如這世界上，有很多事物並非隨意可拋棄，也無可避免的。之所以使用「土

地」這個詞彙，是希望有別於在談及其他理論時慣常使用的詞彙，因為很多慣用詞

彙，經常是歷史演進後大而化之的用語。在使用這些詞彙的同時，往往會無法察覺不

被這些詞彙所包涵的其他細緻的內容。同時，何助理教授認為要革新現在的劇場生

態，是需要拋棄一些陳腔濫調的思考。丟掉的並非術語本身，而是直接捨棄詞彙背後

所代表的所有意義，並尋找新的詞彙。這是借鑑自西方哲學家如阿多諾、維根斯坦

等，在談論哲學時，會捨棄前人用詞，重新創造新詞彙的方式。這本書中，也多有借

鑑自這些哲學家的，如土地的概念是來自海德格，而這本書的形式及七個命題是來自

維根斯坦的觀點，透過這些哲學家冰山一角的知識來談劇場敘事，希望可以談出劇場

敘事的新方向。

　　此外，劇場雖然是有無限可能的地方，但也容易讓創作者有迷思，認為創作就等

於自由或需要自由才能無限創作。可是何助理教授認為，這不表示創作者就可以為所

欲為。「土地」的比喻，是希望傳達給創作者了解，創作仍然要聆聽土地的聲音，要

確實知道人類活著是被甚麼制約，因為沒有人是活在真空中。希望創作者能踩在土地

上，去感受與觀眾同在的社會現實、語境，並將之融入劇場創作之中，如此創作出的

作品才能打動人心。

　　何一梵助理教授笑著說：「寫一本書就像丟一顆石頭進池塘中，希望可以激起漣

漪，哪怕只有一點。」在教學上，透過這本不同的教科書，希望能引領學生跳脫以技

術鑑賞戲劇的方式，發現劇中的觀點，並理解這些觀點才是能影響一個人的身心靈，

甚至能因此帶給觀眾溫暖的重要因素，從而感受劇場敘事的魅力。就一個普通的看劇

的人的角度來說，「Down to earth」，樸樸實實的來看待劇場，看待演出，是何助

理教授一直秉持的原則。用普通人的角度觀看並分析劇場的問題，幾乎就可以說服每

個人，因為這些問題往往都是普通人無法迴避的事情。面對讀者，何助理教授提到，

書中舉出的例子，都是他曾經閱讀過，並且思考過的內容，每個例子都帶有他當時閱

讀的感動，所以也希望這本書可以引領讀者去認識更多的戲劇以及劇場敘事的魅力，

並且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考角度，碰撞讀者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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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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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跨領域X高教新變革」：
Michael Worton 教授論科際整合與制度變革
撰文／王占璽（教育部USR推動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在複雜而快速變遷的當代世界中，大學如

何有效的回應各種新興的問題及挑戰，並且在

引導社會發展、創造新興知識與培育高等人才

上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曾任法國倫敦大學學

院（UCL）副校長、現任法國文理研究大學

（PLS）校務發展委員會主席的Michael 

Worton教授，以其長期推動英國與歐洲高教

發展的豐富經驗，指出促進科際整合將是當代

大學無可迴避的任務，並具體闡述了大學面對

的需求及挑戰。

科際整合的趨勢

　　Worton教授引用Moti Nissani的鮮活

比喻，指出如果將區分傳統知識邊界的既有

學科範疇視為不同類型的水果，而科際整合則是試圖打破邊界、融合多種水果的冰

沙。而在當代社會，促進科際整合的發展動力來自政府、大學及學者的不同需求。對

各國政府而言，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問題，需要更加依賴專業知識及專

家的協助。對大學而言，科際整合研究可以作為持續推動知識創造並解決現實問題的

重要手段，甚至有可能藉此開創新的學科。而學者在追求知識領域的開拓時，能夠藉

由科際整合研究對既有學科知識的假設及方法進行反省。因此，科際整合工作已經在

全球高教領域受到廣泛的重視。例如英國政府將科際整合視為促進科學與創新戰略的

重要範疇，而在美國、德國或歐盟，主導高教發展的國家級組織都極為關注科際整合

的影響。

科際整合面對的問題

　　科際整合涉及高等教育體系的深刻變革，而變革必然面對挑戰。Worton教授從

長期的學術行政經驗出發，指出科際整合在現實上涉及的四項重要議題。

　　第一個議題來自學術傳統本身。科際整合與傳統學科的關係同時包含挑戰與共

生。傳統的學科有其既有的邊界，而科際整合則試圖匯集不同的知識累積、觀點及方

法，並且經常對學科傳統的研究方式與知識變界帶來衝擊。特別是在面對傳統學科因

為過度專業化而出現研究視野狹隘、知識累積孤立的資訊孤島現象時，科際整合藉由

積極促進不同學科的相互理解，而能夠適時的抑制這種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有效的

科際整合與傳統學科的發展也是互相強化的。學科內部的強大生命力是科際整合的重

要基礎，而科際整合則可以為學科知識的內部創新提供關鍵突破。

　　第二個議題則是研究與教學人員的處境。在以傳統學科為基礎的研究環境中，從

事科際整合的研究人員往往難以在學術生涯中得到充分的重視及合理的機會。例如許

多研究人員不願投入科際整合研究，因為此類研究成果往往難以受到高影響係數期刊

的青睞。另一方面，科際整合需要特別的技能，特別是組成不同背景的研究團隊、突

破既有知識邊界並在差異中工作，而不同學科對證據甚至研究嚴謹度的認知差異，經

常導致團隊內部的摩擦。因此，研究人員必須充分熟悉不同領域的學術語言，並且透

過轉譯讓不同成員理解彼此的價值及貢獻。即使在團隊成員具有共同目標的情況下，

仍會在實際的工作細節中面對許多超乎想像的困難。

　　對此，Worton教授認為大學需要在既定框架下，發展能夠容納和促進科際整合

的創新模式。可行作法包括：建立科際整合的研究機構或跨領域學程，由經驗豐富的

跨領域研究人員指導項目的運作以及大學層次的戰略發展，在大學的對外活動中推動

科際整合工作、在學校的各級策略規劃中明訂科際整合的重要性、成效評估方案及晉

升標準等制度，以及為科際整合研究提供專門的資金支持。

　　第三個議題涉及組織的變革。在大學的內部與外部環境中，推動科際整合都需要

調整以傳統學科為基礎的組織結構，為研究與教學活動需要的交叉結構提供支持，並

且提出適當的資源分配流程。以人力資源為例，對於科際整合人才的徵聘、升等、績

效考核、獎勵、職業發展等，都需要建立新的標準。對此，Worton教授指出兩個重

要的變革方向。其一是徹底的改變既有的組織結構與部門分工，並以動態的科際整合

研究領域來取代。在這方面，巴黎文理研究大學、日本沖繩科學技術研究所都有重要

的發展。另一個支持變革的力量來自研究資助機構，不論是政府主管部門、私人基金

會或是商業性的資助機構，都需要建立科際整合的專家小組來進行相關研究的評估。

　　第四個議題要回歸到學生。在高等教育的不同層級，科際整合有不同的發展趨

勢。大學階段的科際整合發展快速，透過不同領域的核心課程，有助於培養具有跨領

域專業的學生。在碩士階段，主要仍圍繞在與傳統專業領域相關的科際整合訓練。而

在博士培育上，有愈來愈多的學生願意攻讀科際整合的博士學位，並且通常接受來自

不同領域學者的個別或聯合指導。此外，對於學生而言，在投入科際整合研究的過程

主講人 Michael Worton教授

中，往往能夠因為意識到自己作為研究主題的完全掌握者而感到興奮。然而，學生也

會發現缺乏適當的支持和指導，特別是博士階段的科際整合研究需要協調可能相互衝

突的學科視野及方法、熟悉不同學科的學術語言及文獻，進而在研究主題中提出融合

而一致的觀點，這些都是非常艱鉅的挑戰。這些學習過程的困難，也意味著科際整合

研究需要更多的支持。

科際整合與高等教育的發展

　　Worton教授提醒，推動科際整合實際上就是要重新發現高等教育在當代社會的

價值。幾個世紀以來大學機構的發展歷史說明，大學可以、也應該作為經濟和社會變

革的驅動力量，更重要的是大學的存在應該為公共利益而服務。這是大學在適應當代

社會的複雜及挑戰時，應該謹記在心的重要原則。而在這條道路上，大學的價值在於

容許並鼓勵思想及言論的自由，並且從不同觀點的對話中創造知識。而在今日，大學

在更加國際化的同時，也更需要對世界的多樣性及差異採取開放的態度。因此，科際

整合不僅是一種科學方法，也應該被視為是一種生活方式。

　　無可否認，將科際整合帶入大學的過程並非易事，這項任務將全面衝擊大學的既

有運作方式，從研究、教學、組織、治理及人力資源，都需要以不同思維進行制度規

劃。然而，這是大學作為一種社會機構，對於當代社會無法迴避的責任。而藉由擁抱

科際整合，也將促使大學能夠有效的自我反省及更新，並且重新找到大學在引導社會

制度的開創及變革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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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複雜而快速變遷的當代世界中，大學如

何有效的回應各種新興的問題及挑戰，並且在

引導社會發展、創造新興知識與培育高等人才

上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曾任法國倫敦大學學

院（UCL）副校長、現任法國文理研究大學

（PLS）校務發展委員會主席的Michael 

Worton教授，以其長期推動英國與歐洲高教

發展的豐富經驗，指出促進科際整合將是當代

大學無可迴避的任務，並具體闡述了大學面對

的需求及挑戰。

科際整合的趨勢

　　Worton教授引用Moti Nissani的鮮活

比喻，指出如果將區分傳統知識邊界的既有

學科範疇視為不同類型的水果，而科際整合則是試圖打破邊界、融合多種水果的冰

沙。而在當代社會，促進科際整合的發展動力來自政府、大學及學者的不同需求。對

各國政府而言，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問題，需要更加依賴專業知識及專

家的協助。對大學而言，科際整合研究可以作為持續推動知識創造並解決現實問題的

重要手段，甚至有可能藉此開創新的學科。而學者在追求知識領域的開拓時，能夠藉

由科際整合研究對既有學科知識的假設及方法進行反省。因此，科際整合工作已經在

全球高教領域受到廣泛的重視。例如英國政府將科際整合視為促進科學與創新戰略的

重要範疇，而在美國、德國或歐盟，主導高教發展的國家級組織都極為關注科際整合

的影響。

科際整合面對的問題

　　科際整合涉及高等教育體系的深刻變革，而變革必然面對挑戰。Worton教授從

長期的學術行政經驗出發，指出科際整合在現實上涉及的四項重要議題。

　　第一個議題來自學術傳統本身。科際整合與傳統學科的關係同時包含挑戰與共

生。傳統的學科有其既有的邊界，而科際整合則試圖匯集不同的知識累積、觀點及方

法，並且經常對學科傳統的研究方式與知識變界帶來衝擊。特別是在面對傳統學科因

為過度專業化而出現研究視野狹隘、知識累積孤立的資訊孤島現象時，科際整合藉由

積極促進不同學科的相互理解，而能夠適時的抑制這種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有效的

科際整合與傳統學科的發展也是互相強化的。學科內部的強大生命力是科際整合的重

要基礎，而科際整合則可以為學科知識的內部創新提供關鍵突破。

　　第二個議題則是研究與教學人員的處境。在以傳統學科為基礎的研究環境中，從

事科際整合的研究人員往往難以在學術生涯中得到充分的重視及合理的機會。例如許

多研究人員不願投入科際整合研究，因為此類研究成果往往難以受到高影響係數期刊

的青睞。另一方面，科際整合需要特別的技能，特別是組成不同背景的研究團隊、突

破既有知識邊界並在差異中工作，而不同學科對證據甚至研究嚴謹度的認知差異，經

常導致團隊內部的摩擦。因此，研究人員必須充分熟悉不同領域的學術語言，並且透

過轉譯讓不同成員理解彼此的價值及貢獻。即使在團隊成員具有共同目標的情況下，

仍會在實際的工作細節中面對許多超乎想像的困難。

　　對此，Worton教授認為大學需要在既定框架下，發展能夠容納和促進科際整合

的創新模式。可行作法包括：建立科際整合的研究機構或跨領域學程，由經驗豐富的

跨領域研究人員指導項目的運作以及大學層次的戰略發展，在大學的對外活動中推動

科際整合工作、在學校的各級策略規劃中明訂科際整合的重要性、成效評估方案及晉

升標準等制度，以及為科際整合研究提供專門的資金支持。

　　第三個議題涉及組織的變革。在大學的內部與外部環境中，推動科際整合都需要

調整以傳統學科為基礎的組織結構，為研究與教學活動需要的交叉結構提供支持，並

且提出適當的資源分配流程。以人力資源為例，對於科際整合人才的徵聘、升等、績

效考核、獎勵、職業發展等，都需要建立新的標準。對此，Worton教授指出兩個重

要的變革方向。其一是徹底的改變既有的組織結構與部門分工，並以動態的科際整合

研究領域來取代。在這方面，巴黎文理研究大學、日本沖繩科學技術研究所都有重要

的發展。另一個支持變革的力量來自研究資助機構，不論是政府主管部門、私人基金

會或是商業性的資助機構，都需要建立科際整合的專家小組來進行相關研究的評估。

　　第四個議題要回歸到學生。在高等教育的不同層級，科際整合有不同的發展趨

勢。大學階段的科際整合發展快速，透過不同領域的核心課程，有助於培養具有跨領

域專業的學生。在碩士階段，主要仍圍繞在與傳統專業領域相關的科際整合訓練。而

在博士培育上，有愈來愈多的學生願意攻讀科際整合的博士學位，並且通常接受來自

不同領域學者的個別或聯合指導。此外，對於學生而言，在投入科際整合研究的過程

中，往往能夠因為意識到自己作為研究主題的完全掌握者而感到興奮。然而，學生也

會發現缺乏適當的支持和指導，特別是博士階段的科際整合研究需要協調可能相互衝

突的學科視野及方法、熟悉不同學科的學術語言及文獻，進而在研究主題中提出融合

而一致的觀點，這些都是非常艱鉅的挑戰。這些學習過程的困難，也意味著科際整合

研究需要更多的支持。

科際整合與高等教育的發展

　　Worton教授提醒，推動科際整合實際上就是要重新發現高等教育在當代社會的

價值。幾個世紀以來大學機構的發展歷史說明，大學可以、也應該作為經濟和社會變

革的驅動力量，更重要的是大學的存在應該為公共利益而服務。這是大學在適應當代

社會的複雜及挑戰時，應該謹記在心的重要原則。而在這條道路上，大學的價值在於

容許並鼓勵思想及言論的自由，並且從不同觀點的對話中創造知識。而在今日，大學

在更加國際化的同時，也更需要對世界的多樣性及差異採取開放的態度。因此，科際

整合不僅是一種科學方法，也應該被視為是一種生活方式。

　　無可否認，將科際整合帶入大學的過程並非易事，這項任務將全面衝擊大學的既

有運作方式，從研究、教學、組織、治理及人力資源，都需要以不同思維進行制度規

劃。然而，這是大學作為一種社會機構，對於當代社會無法迴避的責任。而藉由擁抱

科際整合，也將促使大學能夠有效的自我反省及更新，並且重新找到大學在引導社會

制度的開創及變革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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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在複雜而快速變遷的當代世界中，大學如

何有效的回應各種新興的問題及挑戰，並且在

引導社會發展、創造新興知識與培育高等人才

上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曾任法國倫敦大學學

院（UCL）副校長、現任法國文理研究大學

（PLS）校務發展委員會主席的Michael 

Worton教授，以其長期推動英國與歐洲高教

發展的豐富經驗，指出促進科際整合將是當代

大學無可迴避的任務，並具體闡述了大學面對

的需求及挑戰。

科際整合的趨勢

　　Worton教授引用Moti Nissani的鮮活

比喻，指出如果將區分傳統知識邊界的既有

學科範疇視為不同類型的水果，而科際整合則是試圖打破邊界、融合多種水果的冰

沙。而在當代社會，促進科際整合的發展動力來自政府、大學及學者的不同需求。對

各國政府而言，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問題，需要更加依賴專業知識及專

家的協助。對大學而言，科際整合研究可以作為持續推動知識創造並解決現實問題的

重要手段，甚至有可能藉此開創新的學科。而學者在追求知識領域的開拓時，能夠藉

由科際整合研究對既有學科知識的假設及方法進行反省。因此，科際整合工作已經在

全球高教領域受到廣泛的重視。例如英國政府將科際整合視為促進科學與創新戰略的

重要範疇，而在美國、德國或歐盟，主導高教發展的國家級組織都極為關注科際整合

的影響。

科際整合面對的問題

　　科際整合涉及高等教育體系的深刻變革，而變革必然面對挑戰。Worton教授從

長期的學術行政經驗出發，指出科際整合在現實上涉及的四項重要議題。

　　第一個議題來自學術傳統本身。科際整合與傳統學科的關係同時包含挑戰與共

生。傳統的學科有其既有的邊界，而科際整合則試圖匯集不同的知識累積、觀點及方

法，並且經常對學科傳統的研究方式與知識變界帶來衝擊。特別是在面對傳統學科因

為過度專業化而出現研究視野狹隘、知識累積孤立的資訊孤島現象時，科際整合藉由

積極促進不同學科的相互理解，而能夠適時的抑制這種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有效的

科際整合與傳統學科的發展也是互相強化的。學科內部的強大生命力是科際整合的重

要基礎，而科際整合則可以為學科知識的內部創新提供關鍵突破。

　　第二個議題則是研究與教學人員的處境。在以傳統學科為基礎的研究環境中，從

事科際整合的研究人員往往難以在學術生涯中得到充分的重視及合理的機會。例如許

多研究人員不願投入科際整合研究，因為此類研究成果往往難以受到高影響係數期刊

的青睞。另一方面，科際整合需要特別的技能，特別是組成不同背景的研究團隊、突

破既有知識邊界並在差異中工作，而不同學科對證據甚至研究嚴謹度的認知差異，經

常導致團隊內部的摩擦。因此，研究人員必須充分熟悉不同領域的學術語言，並且透

過轉譯讓不同成員理解彼此的價值及貢獻。即使在團隊成員具有共同目標的情況下，

仍會在實際的工作細節中面對許多超乎想像的困難。

　　對此，Worton教授認為大學需要在既定框架下，發展能夠容納和促進科際整合

的創新模式。可行作法包括：建立科際整合的研究機構或跨領域學程，由經驗豐富的

跨領域研究人員指導項目的運作以及大學層次的戰略發展，在大學的對外活動中推動

科際整合工作、在學校的各級策略規劃中明訂科際整合的重要性、成效評估方案及晉

升標準等制度，以及為科際整合研究提供專門的資金支持。

　　第三個議題涉及組織的變革。在大學的內部與外部環境中，推動科際整合都需要

調整以傳統學科為基礎的組織結構，為研究與教學活動需要的交叉結構提供支持，並

且提出適當的資源分配流程。以人力資源為例，對於科際整合人才的徵聘、升等、績

效考核、獎勵、職業發展等，都需要建立新的標準。對此，Worton教授指出兩個重

要的變革方向。其一是徹底的改變既有的組織結構與部門分工，並以動態的科際整合

研究領域來取代。在這方面，巴黎文理研究大學、日本沖繩科學技術研究所都有重要

的發展。另一個支持變革的力量來自研究資助機構，不論是政府主管部門、私人基金

會或是商業性的資助機構，都需要建立科際整合的專家小組來進行相關研究的評估。

　　第四個議題要回歸到學生。在高等教育的不同層級，科際整合有不同的發展趨

勢。大學階段的科際整合發展快速，透過不同領域的核心課程，有助於培養具有跨領

域專業的學生。在碩士階段，主要仍圍繞在與傳統專業領域相關的科際整合訓練。而

在博士培育上，有愈來愈多的學生願意攻讀科際整合的博士學位，並且通常接受來自

不同領域學者的個別或聯合指導。此外，對於學生而言，在投入科際整合研究的過程

左起為與談人林敏聰教授、與談人傅大為教授、
主講人Michael Worton教授、與談人張文貞教授、主持人林從一教授

中，往往能夠因為意識到自己作為研究主題的完全掌握者而感到興奮。然而，學生也

會發現缺乏適當的支持和指導，特別是博士階段的科際整合研究需要協調可能相互衝

突的學科視野及方法、熟悉不同學科的學術語言及文獻，進而在研究主題中提出融合

而一致的觀點，這些都是非常艱鉅的挑戰。這些學習過程的困難，也意味著科際整合

研究需要更多的支持。

科際整合與高等教育的發展

　　Worton教授提醒，推動科際整合實際上就是要重新發現高等教育在當代社會的

價值。幾個世紀以來大學機構的發展歷史說明，大學可以、也應該作為經濟和社會變

革的驅動力量，更重要的是大學的存在應該為公共利益而服務。這是大學在適應當代

社會的複雜及挑戰時，應該謹記在心的重要原則。而在這條道路上，大學的價值在於

容許並鼓勵思想及言論的自由，並且從不同觀點的對話中創造知識。而在今日，大學

在更加國際化的同時，也更需要對世界的多樣性及差異採取開放的態度。因此，科際

整合不僅是一種科學方法，也應該被視為是一種生活方式。

　　無可否認，將科際整合帶入大學的過程並非易事，這項任務將全面衝擊大學的既

有運作方式，從研究、教學、組織、治理及人力資源，都需要以不同思維進行制度規

劃。然而，這是大學作為一種社會機構，對於當代社會無法迴避的責任。而藉由擁抱

科際整合，也將促使大學能夠有效的自我反省及更新，並且重新找到大學在引導社會

制度的開創及變革上的作用。



9

活動報導

activity

　　在複雜而快速變遷的當代世界中，大學如

何有效的回應各種新興的問題及挑戰，並且在

引導社會發展、創造新興知識與培育高等人才

上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曾任法國倫敦大學學

院（UCL）副校長、現任法國文理研究大學

（PLS）校務發展委員會主席的Michael 

Worton教授，以其長期推動英國與歐洲高教

發展的豐富經驗，指出促進科際整合將是當代

大學無可迴避的任務，並具體闡述了大學面對

的需求及挑戰。

科際整合的趨勢

　　Worton教授引用Moti Nissani的鮮活

比喻，指出如果將區分傳統知識邊界的既有

學科範疇視為不同類型的水果，而科際整合則是試圖打破邊界、融合多種水果的冰

沙。而在當代社會，促進科際整合的發展動力來自政府、大學及學者的不同需求。對

各國政府而言，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問題，需要更加依賴專業知識及專

家的協助。對大學而言，科際整合研究可以作為持續推動知識創造並解決現實問題的

重要手段，甚至有可能藉此開創新的學科。而學者在追求知識領域的開拓時，能夠藉

由科際整合研究對既有學科知識的假設及方法進行反省。因此，科際整合工作已經在

全球高教領域受到廣泛的重視。例如英國政府將科際整合視為促進科學與創新戰略的

重要範疇，而在美國、德國或歐盟，主導高教發展的國家級組織都極為關注科際整合

的影響。

科際整合面對的問題

　　科際整合涉及高等教育體系的深刻變革，而變革必然面對挑戰。Worton教授從

長期的學術行政經驗出發，指出科際整合在現實上涉及的四項重要議題。

　　第一個議題來自學術傳統本身。科際整合與傳統學科的關係同時包含挑戰與共

生。傳統的學科有其既有的邊界，而科際整合則試圖匯集不同的知識累積、觀點及方

法，並且經常對學科傳統的研究方式與知識變界帶來衝擊。特別是在面對傳統學科因

為過度專業化而出現研究視野狹隘、知識累積孤立的資訊孤島現象時，科際整合藉由

積極促進不同學科的相互理解，而能夠適時的抑制這種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有效的

科際整合與傳統學科的發展也是互相強化的。學科內部的強大生命力是科際整合的重

要基礎，而科際整合則可以為學科知識的內部創新提供關鍵突破。

　　第二個議題則是研究與教學人員的處境。在以傳統學科為基礎的研究環境中，從

事科際整合的研究人員往往難以在學術生涯中得到充分的重視及合理的機會。例如許

多研究人員不願投入科際整合研究，因為此類研究成果往往難以受到高影響係數期刊

的青睞。另一方面，科際整合需要特別的技能，特別是組成不同背景的研究團隊、突

破既有知識邊界並在差異中工作，而不同學科對證據甚至研究嚴謹度的認知差異，經

常導致團隊內部的摩擦。因此，研究人員必須充分熟悉不同領域的學術語言，並且透

過轉譯讓不同成員理解彼此的價值及貢獻。即使在團隊成員具有共同目標的情況下，

仍會在實際的工作細節中面對許多超乎想像的困難。

　　對此，Worton教授認為大學需要在既定框架下，發展能夠容納和促進科際整合

的創新模式。可行作法包括：建立科際整合的研究機構或跨領域學程，由經驗豐富的

跨領域研究人員指導項目的運作以及大學層次的戰略發展，在大學的對外活動中推動

科際整合工作、在學校的各級策略規劃中明訂科際整合的重要性、成效評估方案及晉

升標準等制度，以及為科際整合研究提供專門的資金支持。

　　第三個議題涉及組織的變革。在大學的內部與外部環境中，推動科際整合都需要

調整以傳統學科為基礎的組織結構，為研究與教學活動需要的交叉結構提供支持，並

且提出適當的資源分配流程。以人力資源為例，對於科際整合人才的徵聘、升等、績

效考核、獎勵、職業發展等，都需要建立新的標準。對此，Worton教授指出兩個重

要的變革方向。其一是徹底的改變既有的組織結構與部門分工，並以動態的科際整合

研究領域來取代。在這方面，巴黎文理研究大學、日本沖繩科學技術研究所都有重要

的發展。另一個支持變革的力量來自研究資助機構，不論是政府主管部門、私人基金

會或是商業性的資助機構，都需要建立科際整合的專家小組來進行相關研究的評估。

　　第四個議題要回歸到學生。在高等教育的不同層級，科際整合有不同的發展趨

勢。大學階段的科際整合發展快速，透過不同領域的核心課程，有助於培養具有跨領

域專業的學生。在碩士階段，主要仍圍繞在與傳統專業領域相關的科際整合訓練。而

在博士培育上，有愈來愈多的學生願意攻讀科際整合的博士學位，並且通常接受來自

不同領域學者的個別或聯合指導。此外，對於學生而言，在投入科際整合研究的過程

中，往往能夠因為意識到自己作為研究主題的完全掌握者而感到興奮。然而，學生也

會發現缺乏適當的支持和指導，特別是博士階段的科際整合研究需要協調可能相互衝

突的學科視野及方法、熟悉不同學科的學術語言及文獻，進而在研究主題中提出融合

而一致的觀點，這些都是非常艱鉅的挑戰。這些學習過程的困難，也意味著科際整合

研究需要更多的支持。

科際整合與高等教育的發展

　　Worton教授提醒，推動科際整合實際上就是要重新發現高等教育在當代社會的

價值。幾個世紀以來大學機構的發展歷史說明，大學可以、也應該作為經濟和社會變

革的驅動力量，更重要的是大學的存在應該為公共利益而服務。這是大學在適應當代

社會的複雜及挑戰時，應該謹記在心的重要原則。而在這條道路上，大學的價值在於

容許並鼓勵思想及言論的自由，並且從不同觀點的對話中創造知識。而在今日，大學

在更加國際化的同時，也更需要對世界的多樣性及差異採取開放的態度。因此，科際

整合不僅是一種科學方法，也應該被視為是一種生活方式。

　　無可否認，將科際整合帶入大學的過程並非易事，這項任務將全面衝擊大學的既

有運作方式，從研究、教學、組織、治理及人力資源，都需要以不同思維進行制度規

劃。然而，這是大學作為一種社會機構，對於當代社會無法迴避的責任。而藉由擁抱

科際整合，也將促使大學能夠有效的自我反省及更新，並且重新找到大學在引導社會

制度的開創及變革上的作用。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活動影片網址：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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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師下午茶：「我們的政治學：傳統與挑戰」
撰文／胡雲薇（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在中秋過後微帶涼意的臺大校史館，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到中央研

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院士，暢談「我們的政治學：傳統與挑戰」，精

彩剖析臺灣政治學的過去與現在，並與臺下聽眾一同對談彼此的政治學關懷。

　　民國初年開始發軔的政治學領域，發展之初便明顯受到國際學術潮流與國內政治

局勢的雙重影響。當時西方學界洋溢著濃厚的公法思想，強調規範與制度之學的研

究。國內各大學陸續開設的政治學系也承襲這項學術傳統，研究偏重政治理論、憲法

與國際法範疇。不過，隨著1949年兩岸政治的隔絕，政治學所面臨的挑戰與境遇各

自不同，在臺灣方面學術傳統得以延續，而在中國大陸則被硬生生斬斷既有之積累，

被馬列研究所取代。

　　民主化之前的臺灣政治學，由於受到現實環境的緊縮限制，非關本國政治的學術

討論較無禁忌，但攸關自身體制的相關研究則屬於「險」學。雖說如此，依舊有一群

堅持理想，遊走於禁區紅線間的自由派學者，如中研院院士胡佛，提倡以行為科學的

角度從事政治學研究，在實證中推廣政治科學，也開啟臺灣的訪調經驗研究。就在社

會一波波衝撞舊有體制的效應下，臺灣終於迎來民主化的契機，政治學遂獲得了飛躍

性的進展。原本被迫噤聲的本國政治研究也逐漸從「險」學走向「顯」學。學界也採

用新穎的數量分析法與方法論，並且著手建置大型的資料庫，得以和國際學術界對

話、連結。與此同時，臺灣政治學也重新進行內部的學科整建，例如計量化的學術評

鑑與期刊評比，又如引用次數、強調發表在國際期刊等等要求，量化的表現決定了研

究資源的分配，而由國家策動的單一評鑑標準，也構塑出高度競爭化的學科層級架

構。

　　然而，在這個議題本土化、方法數量化、評鑑格式化的高速進程當中，政治學作

為常態科學確實取得空前的進展，卻也似乎若有所失。當前政治學者應該重新去思

考：以民主化後作為研究議題的區分點是否恰當？研究的方法取徑是否只能在社會科

學、人文學，二者擇一？學術評鑑要採取單一或多元的方式？

　　民主化之前的政治學研究，過去礙於現實局勢或資料因素而無法觸及或難以研

究，但現在的時空環境已經不同，探討過去的威權體制，不僅能瞭解臺灣的過去，也

有助於理解中國大陸的現況，並能深化臺灣的中國研究。至於西方社會科學的量化方

法，雖有效強化政治行為的研究，也適時提升政治學作為科學的成分，但對於思想與

價值的探索日益貧乏，難以解答大眾普遍關懷的問題，也無法回應社會的現實需求。

再者，與思想、哲學、歷史、法律等學科脫鉤的政治學，無法從這些較為人文的學科

中汲取思想養分，相互發明。最後，臺灣高教膨脹使得資源競爭激烈，進而講求客觀

的數字評比，但是量化的結果卻造成了諸多副作用，研究的質性層面無法被關注，研

究者也難以推行較深遠、具影響力的開拓性研究。近來臺灣學界逐漸意識到這些問

題，試圖予以改善，比方學校將教學納入獎評機制、理解專書的重要性、期刊評鑑納

入質性考察等，反對僅以量化指標來衡量學術表現。總結來說，好的學術研究當如中

研院院長廖俊智所言：「要重視 impact，而非 impact factor；有好的impact，

impact factor必然隨之而來。」

　　總之，若政治學能夠重視跨時議題、重拾人文傳統，並實行多元評鑑的話，將會

更有助於學科發展以及與社會的對話。

主講人吳玉山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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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秋過後微帶涼意的臺大校史館，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到中央研

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院士，暢談「我們的政治學：傳統與挑戰」，精

彩剖析臺灣政治學的過去與現在，並與臺下聽眾一同對談彼此的政治學關懷。

　　民國初年開始發軔的政治學領域，發展之初便明顯受到國際學術潮流與國內政治

局勢的雙重影響。當時西方學界洋溢著濃厚的公法思想，強調規範與制度之學的研

究。國內各大學陸續開設的政治學系也承襲這項學術傳統，研究偏重政治理論、憲法

與國際法範疇。不過，隨著1949年兩岸政治的隔絕，政治學所面臨的挑戰與境遇各

自不同，在臺灣方面學術傳統得以延續，而在中國大陸則被硬生生斬斷既有之積累，

被馬列研究所取代。

　　民主化之前的臺灣政治學，由於受到現實環境的緊縮限制，非關本國政治的學術

討論較無禁忌，但攸關自身體制的相關研究則屬於「險」學。雖說如此，依舊有一群

堅持理想，遊走於禁區紅線間的自由派學者，如中研院院士胡佛，提倡以行為科學的

角度從事政治學研究，在實證中推廣政治科學，也開啟臺灣的訪調經驗研究。就在社

會一波波衝撞舊有體制的效應下，臺灣終於迎來民主化的契機，政治學遂獲得了飛躍

性的進展。原本被迫噤聲的本國政治研究也逐漸從「險」學走向「顯」學。學界也採

用新穎的數量分析法與方法論，並且著手建置大型的資料庫，得以和國際學術界對

話、連結。與此同時，臺灣政治學也重新進行內部的學科整建，例如計量化的學術評

鑑與期刊評比，又如引用次數、強調發表在國際期刊等等要求，量化的表現決定了研

究資源的分配，而由國家策動的單一評鑑標準，也構塑出高度競爭化的學科層級架

構。

　　然而，在這個議題本土化、方法數量化、評鑑格式化的高速進程當中，政治學作

為常態科學確實取得空前的進展，卻也似乎若有所失。當前政治學者應該重新去思

考：以民主化後作為研究議題的區分點是否恰當？研究的方法取徑是否只能在社會科

學、人文學，二者擇一？學術評鑑要採取單一或多元的方式？

　　民主化之前的政治學研究，過去礙於現實局勢或資料因素而無法觸及或難以研

究，但現在的時空環境已經不同，探討過去的威權體制，不僅能瞭解臺灣的過去，也

有助於理解中國大陸的現況，並能深化臺灣的中國研究。至於西方社會科學的量化方

法，雖有效強化政治行為的研究，也適時提升政治學作為科學的成分，但對於思想與

價值的探索日益貧乏，難以解答大眾普遍關懷的問題，也無法回應社會的現實需求。

再者，與思想、哲學、歷史、法律等學科脫鉤的政治學，無法從這些較為人文的學科

中汲取思想養分，相互發明。最後，臺灣高教膨脹使得資源競爭激烈，進而講求客觀

的數字評比，但是量化的結果卻造成了諸多副作用，研究的質性層面無法被關注，研

究者也難以推行較深遠、具影響力的開拓性研究。近來臺灣學界逐漸意識到這些問

題，試圖予以改善，比方學校將教學納入獎評機制、理解專書的重要性、期刊評鑑納

入質性考察等，反對僅以量化指標來衡量學術表現。總結來說，好的學術研究當如中

研院院長廖俊智所言：「要重視 impact，而非 impact factor；有好的impact，

impact factor必然隨之而來。」

　　總之，若政治學能夠重視跨時議題、重拾人文傳統，並實行多元評鑑的話，將會

更有助於學科發展以及與社會的對話。

吳玉山院士演講，與會者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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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秋過後微帶涼意的臺大校史館，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邀請到中央研

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院士，暢談「我們的政治學：傳統與挑戰」，精

彩剖析臺灣政治學的過去與現在，並與臺下聽眾一同對談彼此的政治學關懷。

　　民國初年開始發軔的政治學領域，發展之初便明顯受到國際學術潮流與國內政治

局勢的雙重影響。當時西方學界洋溢著濃厚的公法思想，強調規範與制度之學的研

究。國內各大學陸續開設的政治學系也承襲這項學術傳統，研究偏重政治理論、憲法

與國際法範疇。不過，隨著1949年兩岸政治的隔絕，政治學所面臨的挑戰與境遇各

自不同，在臺灣方面學術傳統得以延續，而在中國大陸則被硬生生斬斷既有之積累，

被馬列研究所取代。

　　民主化之前的臺灣政治學，由於受到現實環境的緊縮限制，非關本國政治的學術

討論較無禁忌，但攸關自身體制的相關研究則屬於「險」學。雖說如此，依舊有一群

堅持理想，遊走於禁區紅線間的自由派學者，如中研院院士胡佛，提倡以行為科學的

角度從事政治學研究，在實證中推廣政治科學，也開啟臺灣的訪調經驗研究。就在社

會一波波衝撞舊有體制的效應下，臺灣終於迎來民主化的契機，政治學遂獲得了飛躍

性的進展。原本被迫噤聲的本國政治研究也逐漸從「險」學走向「顯」學。學界也採

用新穎的數量分析法與方法論，並且著手建置大型的資料庫，得以和國際學術界對

話、連結。與此同時，臺灣政治學也重新進行內部的學科整建，例如計量化的學術評

鑑與期刊評比，又如引用次數、強調發表在國際期刊等等要求，量化的表現決定了研

究資源的分配，而由國家策動的單一評鑑標準，也構塑出高度競爭化的學科層級架

構。

　　然而，在這個議題本土化、方法數量化、評鑑格式化的高速進程當中，政治學作

為常態科學確實取得空前的進展，卻也似乎若有所失。當前政治學者應該重新去思

考：以民主化後作為研究議題的區分點是否恰當？研究的方法取徑是否只能在社會科

學、人文學，二者擇一？學術評鑑要採取單一或多元的方式？

　　民主化之前的政治學研究，過去礙於現實局勢或資料因素而無法觸及或難以研

究，但現在的時空環境已經不同，探討過去的威權體制，不僅能瞭解臺灣的過去，也

有助於理解中國大陸的現況，並能深化臺灣的中國研究。至於西方社會科學的量化方

法，雖有效強化政治行為的研究，也適時提升政治學作為科學的成分，但對於思想與

價值的探索日益貧乏，難以解答大眾普遍關懷的問題，也無法回應社會的現實需求。

再者，與思想、哲學、歷史、法律等學科脫鉤的政治學，無法從這些較為人文的學科

中汲取思想養分，相互發明。最後，臺灣高教膨脹使得資源競爭激烈，進而講求客觀

的數字評比，但是量化的結果卻造成了諸多副作用，研究的質性層面無法被關注，研

究者也難以推行較深遠、具影響力的開拓性研究。近來臺灣學界逐漸意識到這些問

題，試圖予以改善，比方學校將教學納入獎評機制、理解專書的重要性、期刊評鑑納

入質性考察等，反對僅以量化指標來衡量學術表現。總結來說，好的學術研究當如中

研院院長廖俊智所言：「要重視 impact，而非 impact factor；有好的impact，

impact factor必然隨之而來。」

　　總之，若政治學能夠重視跨時議題、重拾人文傳統，並實行多元評鑑的話，將會

更有助於學科發展以及與社會的對話。

會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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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年9月25日（二）14:00至16:30

‧主持人：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

‧與談人：王宏仁（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王奕婷（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左宜恩（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平思寧（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張其賢（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郭祐輑（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郭銘峰（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黃凱苹（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蔡韻竹（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魏楚陽（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影片網址：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

?no=0&d=59 

‧更完整的活動報導，可參閱107年12月出刊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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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行遠專書講座】「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
撰文／李忠達（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曾永義先生本次演講從多個方面介紹他的新書《「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

　　首先，他回顧他影響最深的幾個人，有兩個老師及一位前輩學者。第一位是鄭騫

先生，他的元雜劇研究極好。鄭騫先生在教導曲律時很注重押韻平仄，而且把自己撰

寫的《北曲新譜》交給曾永義先生校對，這使得曾永義先生留意到研究中國音樂與歌

唱的關係，並且發現應該從語言下手來研究影響詩詞曲節奏的要素。第二位是張敬先

生。張敬先生曾為曾永義先生講授《長生殿》，同時帶著曾永義先生看戲、參加崑曲

曲會，讓他開始留意崑曲咬字吐音的方法，也間接影響到他現在投入了崑曲的推廣。

　　在臺大的師長之外，過去的前輩學者如王國維對曾永義先生也產生過深遠的影

響。王國維在研究戲曲時，編撰過〈曲錄〉、〈優語錄〉、〈古今角色考〉、〈唐宋

大曲考〉等文章，這些單元性研究最後累積成五萬多字的《宋元戲曲史》。這本書不

僅在戲曲研究上意義重大，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也影響到曾永義先生的治學態度。

《「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是曾永義先生多年累積的成果。在介紹過「歌樂」以及

「唱、念、作、打」等戲曲藝術的元素後，曾永義先生就開始透過書中的目錄，來介

紹整本書的系統和旨趣。

　　在〈緒論〉中，曾永義先生主要討論到「戲曲」、「歌樂」概念的重新定義。在

「戲曲」的定義方面，曾永義先生指出研究戲曲需要兼顧的問題很多，包括角色論、

結構論、語言論等等，尤其戲曲的結構和小說不同，不能被當成小說看待。另外，他

又發現目前只有極少數的中國戲劇史著作有留意到要為「戲曲」、「戲劇」下一個清

楚的定義，用來說明這些詞彙的概念和「民間文學」、「通俗文學」等有什麼不同？

同一詞彙古今用法的差異為何？像是唐代「戲弄」這種滑稽詼諧的小戲，其概念和受

西方戲劇影響後所指的戲劇不同，在應用上需要分開。

　　另一方面，「歌樂」可以細分成一系列共九種相關但又不同的概念 ，分別是：

心、志、詩、歌、聲、音、踏、舞、樂。樂是最後的綜合體。人受外物的影響引起脈

動，使得心有所歸趨，這是志；用語言宣洩此志，於是有詩；用詠嘆的方式唱出來，

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聲，一是加上修飾、音符、器樂襯托者，叫作音；肢體自然的律

動是踏；如果一舉一動都有肢體語言的含意，就是舞；舞分文舞、武舞兩種，最後配

上音樂而有儀式性，真正的樂才算完成。

　　第一章「歌樂之關係」試圖從俗文學和樂曲呈現的概念出發重新考量，在宋代至

今學者「選詞配樂」和「以譜配詞」兩項論述之外，從創作的角度提出八個類別來分

析。比如令、引、近、慢的意義，都是和歌唱有關的觀念，而不像一般理解中單純依

照字數來區分。令、引、近、慢的差別，應該從大曲被分為「散序」、「排遍」、

「舞曲」的三層結構來理解。另外，聲情、詞情的相得益彰，是歌樂的重要基礎。比

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楚辭》裡的許多詩歌的「兮」字，在吟

唱的時候把聲音拉長，就可以凸顯、蕩漾出許多的情懷，才能達到聲情、詞情的融

合。

　　第二章「戲曲音樂本身的構成元素」分成三個元素：宮調、管色與板眼、腔調。

第三章探討「戲曲腔調的語言基礎及其載體」，而戲曲腔調就是語言的旋律，書中共

分成七點來做分析。曾永義先生表示，研究韻文學和研究其他種類的文學相比起來，

更需要掌握聲情和詞情如何相得益彰，還有詞情如何跟著詩贊、號子等文學形式的載

體前進。因此，他把載體共分為號子、山歌、小調、詩讚、曲牌五種來做討論。

　　由於影響中國韻文學最大的載體是「曲牌」，因此本書接下來的第四章到第七

章，特別針對曲牌的來源、類型、發展，還有北曲連套的現象、曲牌的建構等方面，

做出詳細的討論。首先是曲牌建構格律的八種原則，分別是正字律、正句律、長短

律、協韻律、平仄聲調律、對偶律、句中音節形式律、詞句特殊語法律。另外，曲牌

格律是活的，它的變化原理則在於襯字、增字、增句、滾白、滾唱、夾白、減字、減

句、犯調的運用。如果學者能夠從曲牌中提取這些資訊，就能夠仔細的去分析它們的

句法。

　　把曲牌歸納出來的材料有曲譜和宮譜兩種。曲譜是「文字譜」，內容包括曲子內

含多少字、多少句，以及平仄聲調等如何規定。不了解曲譜的變化原理，把實際相同

的說成不同，研究就容易出錯。宮譜是打上可以唱的工尺。元雜劇的第一折一定是仙

呂宮點絳唇，但是唱出來不一樣，由於它用的語言文字不同，產生的情感情境也不

同。譜曲的人譜出來，主腔會相近，但是變化多端，所以同中有異。不了解這點，就

變成死背樂譜。

　　第七章討論「傳奇套式與排場之建構」，書中有結論性的是第八章「戲曲歌樂雅

俗的兩大類型—詩讚系板腔體與詞曲系曲牌體」，詩讚系就是歌，板腔體就是樂，這

是俗的；詞曲系是歌，曲牌體是樂。因此，這是歌樂結合之後所形成的兩大類型。由

於目前對於詞曲系板腔體怎麼發展形成，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因此本書中的討論是

以前的學者比較沒有觸及的方面。最後一章則是討論一個古今人爭論不休的題目：

《牡丹亭》如何「拗折天下人嗓子」？用歌樂的理論去評價《牡丹亭》，就會發現它

的律則有人工也有自然，兩者並行，就像詩讚系和詞曲系並行一樣，有互補的效果。

　　曾永義先生解釋，像他這樣把戲曲的格律、腔調、音節形式分析出來，把押韻的

原理和所產生的聲情作用解釋出來，不但可以避免研究者對戲曲的理解出錯，對韻文

學的了解也能更加深入。

左為主講人曾永義院士，右為主持人王安祈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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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永義先生本次演講從多個方面介紹他的新書《「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

　　首先，他回顧他影響最深的幾個人，有兩個老師及一位前輩學者。第一位是鄭騫

先生，他的元雜劇研究極好。鄭騫先生在教導曲律時很注重押韻平仄，而且把自己撰

寫的《北曲新譜》交給曾永義先生校對，這使得曾永義先生留意到研究中國音樂與歌

唱的關係，並且發現應該從語言下手來研究影響詩詞曲節奏的要素。第二位是張敬先

生。張敬先生曾為曾永義先生講授《長生殿》，同時帶著曾永義先生看戲、參加崑曲

曲會，讓他開始留意崑曲咬字吐音的方法，也間接影響到他現在投入了崑曲的推廣。

　　在臺大的師長之外，過去的前輩學者如王國維對曾永義先生也產生過深遠的影

響。王國維在研究戲曲時，編撰過〈曲錄〉、〈優語錄〉、〈古今角色考〉、〈唐宋

大曲考〉等文章，這些單元性研究最後累積成五萬多字的《宋元戲曲史》。這本書不

僅在戲曲研究上意義重大，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也影響到曾永義先生的治學態度。

《「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是曾永義先生多年累積的成果。在介紹過「歌樂」以及

「唱、念、作、打」等戲曲藝術的元素後，曾永義先生就開始透過書中的目錄，來介

紹整本書的系統和旨趣。

　　在〈緒論〉中，曾永義先生主要討論到「戲曲」、「歌樂」概念的重新定義。在

「戲曲」的定義方面，曾永義先生指出研究戲曲需要兼顧的問題很多，包括角色論、

結構論、語言論等等，尤其戲曲的結構和小說不同，不能被當成小說看待。另外，他

又發現目前只有極少數的中國戲劇史著作有留意到要為「戲曲」、「戲劇」下一個清

楚的定義，用來說明這些詞彙的概念和「民間文學」、「通俗文學」等有什麼不同？

同一詞彙古今用法的差異為何？像是唐代「戲弄」這種滑稽詼諧的小戲，其概念和受

西方戲劇影響後所指的戲劇不同，在應用上需要分開。

　　另一方面，「歌樂」可以細分成一系列共九種相關但又不同的概念 ，分別是：

心、志、詩、歌、聲、音、踏、舞、樂。樂是最後的綜合體。人受外物的影響引起脈

動，使得心有所歸趨，這是志；用語言宣洩此志，於是有詩；用詠嘆的方式唱出來，

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聲，一是加上修飾、音符、器樂襯托者，叫作音；肢體自然的律

動是踏；如果一舉一動都有肢體語言的含意，就是舞；舞分文舞、武舞兩種，最後配

上音樂而有儀式性，真正的樂才算完成。

　　第一章「歌樂之關係」試圖從俗文學和樂曲呈現的概念出發重新考量，在宋代至

今學者「選詞配樂」和「以譜配詞」兩項論述之外，從創作的角度提出八個類別來分

析。比如令、引、近、慢的意義，都是和歌唱有關的觀念，而不像一般理解中單純依

照字數來區分。令、引、近、慢的差別，應該從大曲被分為「散序」、「排遍」、

「舞曲」的三層結構來理解。另外，聲情、詞情的相得益彰，是歌樂的重要基礎。比

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楚辭》裡的許多詩歌的「兮」字，在吟

唱的時候把聲音拉長，就可以凸顯、蕩漾出許多的情懷，才能達到聲情、詞情的融

合。

　　第二章「戲曲音樂本身的構成元素」分成三個元素：宮調、管色與板眼、腔調。

第三章探討「戲曲腔調的語言基礎及其載體」，而戲曲腔調就是語言的旋律，書中共

分成七點來做分析。曾永義先生表示，研究韻文學和研究其他種類的文學相比起來，

更需要掌握聲情和詞情如何相得益彰，還有詞情如何跟著詩贊、號子等文學形式的載

體前進。因此，他把載體共分為號子、山歌、小調、詩讚、曲牌五種來做討論。

　　由於影響中國韻文學最大的載體是「曲牌」，因此本書接下來的第四章到第七

章，特別針對曲牌的來源、類型、發展，還有北曲連套的現象、曲牌的建構等方面，

做出詳細的討論。首先是曲牌建構格律的八種原則，分別是正字律、正句律、長短

律、協韻律、平仄聲調律、對偶律、句中音節形式律、詞句特殊語法律。另外，曲牌

格律是活的，它的變化原理則在於襯字、增字、增句、滾白、滾唱、夾白、減字、減

句、犯調的運用。如果學者能夠從曲牌中提取這些資訊，就能夠仔細的去分析它們的

句法。

　　把曲牌歸納出來的材料有曲譜和宮譜兩種。曲譜是「文字譜」，內容包括曲子內

含多少字、多少句，以及平仄聲調等如何規定。不了解曲譜的變化原理，把實際相同

的說成不同，研究就容易出錯。宮譜是打上可以唱的工尺。元雜劇的第一折一定是仙

呂宮點絳唇，但是唱出來不一樣，由於它用的語言文字不同，產生的情感情境也不

同。譜曲的人譜出來，主腔會相近，但是變化多端，所以同中有異。不了解這點，就

變成死背樂譜。

　　第七章討論「傳奇套式與排場之建構」，書中有結論性的是第八章「戲曲歌樂雅

俗的兩大類型—詩讚系板腔體與詞曲系曲牌體」，詩讚系就是歌，板腔體就是樂，這

是俗的；詞曲系是歌，曲牌體是樂。因此，這是歌樂結合之後所形成的兩大類型。由

於目前對於詞曲系板腔體怎麼發展形成，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因此本書中的討論是

以前的學者比較沒有觸及的方面。最後一章則是討論一個古今人爭論不休的題目：

《牡丹亭》如何「拗折天下人嗓子」？用歌樂的理論去評價《牡丹亭》，就會發現它

的律則有人工也有自然，兩者並行，就像詩讚系和詞曲系並行一樣，有互補的效果。

　　曾永義先生解釋，像他這樣把戲曲的格律、腔調、音節形式分析出來，把押韻的

原理和所產生的聲情作用解釋出來，不但可以避免研究者對戲曲的理解出錯，對韻文

學的了解也能更加深入。

主講人曾永義院士精彩演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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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永義先生本次演講從多個方面介紹他的新書《「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

　　首先，他回顧他影響最深的幾個人，有兩個老師及一位前輩學者。第一位是鄭騫

先生，他的元雜劇研究極好。鄭騫先生在教導曲律時很注重押韻平仄，而且把自己撰

寫的《北曲新譜》交給曾永義先生校對，這使得曾永義先生留意到研究中國音樂與歌

唱的關係，並且發現應該從語言下手來研究影響詩詞曲節奏的要素。第二位是張敬先

生。張敬先生曾為曾永義先生講授《長生殿》，同時帶著曾永義先生看戲、參加崑曲

曲會，讓他開始留意崑曲咬字吐音的方法，也間接影響到他現在投入了崑曲的推廣。

　　在臺大的師長之外，過去的前輩學者如王國維對曾永義先生也產生過深遠的影

響。王國維在研究戲曲時，編撰過〈曲錄〉、〈優語錄〉、〈古今角色考〉、〈唐宋

大曲考〉等文章，這些單元性研究最後累積成五萬多字的《宋元戲曲史》。這本書不

僅在戲曲研究上意義重大，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也影響到曾永義先生的治學態度。

《「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是曾永義先生多年累積的成果。在介紹過「歌樂」以及

「唱、念、作、打」等戲曲藝術的元素後，曾永義先生就開始透過書中的目錄，來介

紹整本書的系統和旨趣。

　　在〈緒論〉中，曾永義先生主要討論到「戲曲」、「歌樂」概念的重新定義。在

「戲曲」的定義方面，曾永義先生指出研究戲曲需要兼顧的問題很多，包括角色論、

結構論、語言論等等，尤其戲曲的結構和小說不同，不能被當成小說看待。另外，他

又發現目前只有極少數的中國戲劇史著作有留意到要為「戲曲」、「戲劇」下一個清

楚的定義，用來說明這些詞彙的概念和「民間文學」、「通俗文學」等有什麼不同？

同一詞彙古今用法的差異為何？像是唐代「戲弄」這種滑稽詼諧的小戲，其概念和受

西方戲劇影響後所指的戲劇不同，在應用上需要分開。

　　另一方面，「歌樂」可以細分成一系列共九種相關但又不同的概念 ，分別是：

心、志、詩、歌、聲、音、踏、舞、樂。樂是最後的綜合體。人受外物的影響引起脈

動，使得心有所歸趨，這是志；用語言宣洩此志，於是有詩；用詠嘆的方式唱出來，

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聲，一是加上修飾、音符、器樂襯托者，叫作音；肢體自然的律

動是踏；如果一舉一動都有肢體語言的含意，就是舞；舞分文舞、武舞兩種，最後配

上音樂而有儀式性，真正的樂才算完成。

　　第一章「歌樂之關係」試圖從俗文學和樂曲呈現的概念出發重新考量，在宋代至

今學者「選詞配樂」和「以譜配詞」兩項論述之外，從創作的角度提出八個類別來分

析。比如令、引、近、慢的意義，都是和歌唱有關的觀念，而不像一般理解中單純依

照字數來區分。令、引、近、慢的差別，應該從大曲被分為「散序」、「排遍」、

「舞曲」的三層結構來理解。另外，聲情、詞情的相得益彰，是歌樂的重要基礎。比

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楚辭》裡的許多詩歌的「兮」字，在吟

唱的時候把聲音拉長，就可以凸顯、蕩漾出許多的情懷，才能達到聲情、詞情的融

合。

　　第二章「戲曲音樂本身的構成元素」分成三個元素：宮調、管色與板眼、腔調。

第三章探討「戲曲腔調的語言基礎及其載體」，而戲曲腔調就是語言的旋律，書中共

分成七點來做分析。曾永義先生表示，研究韻文學和研究其他種類的文學相比起來，

更需要掌握聲情和詞情如何相得益彰，還有詞情如何跟著詩贊、號子等文學形式的載

體前進。因此，他把載體共分為號子、山歌、小調、詩讚、曲牌五種來做討論。

　　由於影響中國韻文學最大的載體是「曲牌」，因此本書接下來的第四章到第七

章，特別針對曲牌的來源、類型、發展，還有北曲連套的現象、曲牌的建構等方面，

做出詳細的討論。首先是曲牌建構格律的八種原則，分別是正字律、正句律、長短

律、協韻律、平仄聲調律、對偶律、句中音節形式律、詞句特殊語法律。另外，曲牌

格律是活的，它的變化原理則在於襯字、增字、增句、滾白、滾唱、夾白、減字、減

句、犯調的運用。如果學者能夠從曲牌中提取這些資訊，就能夠仔細的去分析它們的

句法。

　　把曲牌歸納出來的材料有曲譜和宮譜兩種。曲譜是「文字譜」，內容包括曲子內

含多少字、多少句，以及平仄聲調等如何規定。不了解曲譜的變化原理，把實際相同

的說成不同，研究就容易出錯。宮譜是打上可以唱的工尺。元雜劇的第一折一定是仙

呂宮點絳唇，但是唱出來不一樣，由於它用的語言文字不同，產生的情感情境也不

同。譜曲的人譜出來，主腔會相近，但是變化多端，所以同中有異。不了解這點，就

變成死背樂譜。

　　第七章討論「傳奇套式與排場之建構」，書中有結論性的是第八章「戲曲歌樂雅

俗的兩大類型—詩讚系板腔體與詞曲系曲牌體」，詩讚系就是歌，板腔體就是樂，這

是俗的；詞曲系是歌，曲牌體是樂。因此，這是歌樂結合之後所形成的兩大類型。由

於目前對於詞曲系板腔體怎麼發展形成，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因此本書中的討論是

以前的學者比較沒有觸及的方面。最後一章則是討論一個古今人爭論不休的題目：

《牡丹亭》如何「拗折天下人嗓子」？用歌樂的理論去評價《牡丹亭》，就會發現它

的律則有人工也有自然，兩者並行，就像詩讚系和詞曲系並行一樣，有互補的效果。

　　曾永義先生解釋，像他這樣把戲曲的格律、腔調、音節形式分析出來，把押韻的

原理和所產生的聲情作用解釋出來，不但可以避免研究者對戲曲的理解出錯，對韻文

學的了解也能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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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永義先生本次演講從多個方面介紹他的新書《「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

　　首先，他回顧他影響最深的幾個人，有兩個老師及一位前輩學者。第一位是鄭騫

先生，他的元雜劇研究極好。鄭騫先生在教導曲律時很注重押韻平仄，而且把自己撰

寫的《北曲新譜》交給曾永義先生校對，這使得曾永義先生留意到研究中國音樂與歌

唱的關係，並且發現應該從語言下手來研究影響詩詞曲節奏的要素。第二位是張敬先

生。張敬先生曾為曾永義先生講授《長生殿》，同時帶著曾永義先生看戲、參加崑曲

曲會，讓他開始留意崑曲咬字吐音的方法，也間接影響到他現在投入了崑曲的推廣。

　　在臺大的師長之外，過去的前輩學者如王國維對曾永義先生也產生過深遠的影

響。王國維在研究戲曲時，編撰過〈曲錄〉、〈優語錄〉、〈古今角色考〉、〈唐宋

大曲考〉等文章，這些單元性研究最後累積成五萬多字的《宋元戲曲史》。這本書不

僅在戲曲研究上意義重大，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也影響到曾永義先生的治學態度。

《「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是曾永義先生多年累積的成果。在介紹過「歌樂」以及

「唱、念、作、打」等戲曲藝術的元素後，曾永義先生就開始透過書中的目錄，來介

紹整本書的系統和旨趣。

　　在〈緒論〉中，曾永義先生主要討論到「戲曲」、「歌樂」概念的重新定義。在

「戲曲」的定義方面，曾永義先生指出研究戲曲需要兼顧的問題很多，包括角色論、

結構論、語言論等等，尤其戲曲的結構和小說不同，不能被當成小說看待。另外，他

又發現目前只有極少數的中國戲劇史著作有留意到要為「戲曲」、「戲劇」下一個清

楚的定義，用來說明這些詞彙的概念和「民間文學」、「通俗文學」等有什麼不同？

同一詞彙古今用法的差異為何？像是唐代「戲弄」這種滑稽詼諧的小戲，其概念和受

西方戲劇影響後所指的戲劇不同，在應用上需要分開。

　　另一方面，「歌樂」可以細分成一系列共九種相關但又不同的概念 ，分別是：

心、志、詩、歌、聲、音、踏、舞、樂。樂是最後的綜合體。人受外物的影響引起脈

動，使得心有所歸趨，這是志；用語言宣洩此志，於是有詩；用詠嘆的方式唱出來，

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聲，一是加上修飾、音符、器樂襯托者，叫作音；肢體自然的律

動是踏；如果一舉一動都有肢體語言的含意，就是舞；舞分文舞、武舞兩種，最後配

上音樂而有儀式性，真正的樂才算完成。

　　第一章「歌樂之關係」試圖從俗文學和樂曲呈現的概念出發重新考量，在宋代至

今學者「選詞配樂」和「以譜配詞」兩項論述之外，從創作的角度提出八個類別來分

析。比如令、引、近、慢的意義，都是和歌唱有關的觀念，而不像一般理解中單純依

照字數來區分。令、引、近、慢的差別，應該從大曲被分為「散序」、「排遍」、

「舞曲」的三層結構來理解。另外，聲情、詞情的相得益彰，是歌樂的重要基礎。比

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楚辭》裡的許多詩歌的「兮」字，在吟

唱的時候把聲音拉長，就可以凸顯、蕩漾出許多的情懷，才能達到聲情、詞情的融

合。

　　第二章「戲曲音樂本身的構成元素」分成三個元素：宮調、管色與板眼、腔調。

第三章探討「戲曲腔調的語言基礎及其載體」，而戲曲腔調就是語言的旋律，書中共

分成七點來做分析。曾永義先生表示，研究韻文學和研究其他種類的文學相比起來，

更需要掌握聲情和詞情如何相得益彰，還有詞情如何跟著詩贊、號子等文學形式的載

體前進。因此，他把載體共分為號子、山歌、小調、詩讚、曲牌五種來做討論。

　　由於影響中國韻文學最大的載體是「曲牌」，因此本書接下來的第四章到第七

章，特別針對曲牌的來源、類型、發展，還有北曲連套的現象、曲牌的建構等方面，

做出詳細的討論。首先是曲牌建構格律的八種原則，分別是正字律、正句律、長短

律、協韻律、平仄聲調律、對偶律、句中音節形式律、詞句特殊語法律。另外，曲牌

格律是活的，它的變化原理則在於襯字、增字、增句、滾白、滾唱、夾白、減字、減

句、犯調的運用。如果學者能夠從曲牌中提取這些資訊，就能夠仔細的去分析它們的

句法。

　　把曲牌歸納出來的材料有曲譜和宮譜兩種。曲譜是「文字譜」，內容包括曲子內

含多少字、多少句，以及平仄聲調等如何規定。不了解曲譜的變化原理，把實際相同

的說成不同，研究就容易出錯。宮譜是打上可以唱的工尺。元雜劇的第一折一定是仙

呂宮點絳唇，但是唱出來不一樣，由於它用的語言文字不同，產生的情感情境也不

同。譜曲的人譜出來，主腔會相近，但是變化多端，所以同中有異。不了解這點，就

變成死背樂譜。

　　第七章討論「傳奇套式與排場之建構」，書中有結論性的是第八章「戲曲歌樂雅

俗的兩大類型—詩讚系板腔體與詞曲系曲牌體」，詩讚系就是歌，板腔體就是樂，這

是俗的；詞曲系是歌，曲牌體是樂。因此，這是歌樂結合之後所形成的兩大類型。由

於目前對於詞曲系板腔體怎麼發展形成，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因此本書中的討論是

以前的學者比較沒有觸及的方面。最後一章則是討論一個古今人爭論不休的題目：

《牡丹亭》如何「拗折天下人嗓子」？用歌樂的理論去評價《牡丹亭》，就會發現它

的律則有人工也有自然，兩者並行，就像詩讚系和詞曲系並行一樣，有互補的效果。

　　曾永義先生解釋，像他這樣把戲曲的格律、腔調、音節形式分析出來，把押韻的

原理和所產生的聲情作用解釋出來，不但可以避免研究者對戲曲的理解出錯，對韻文

學的了解也能更加深入。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活動影片網址：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58

主講人曾永義院士（左四）、主持人王安祈講座教授（左二）與受邀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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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與法律、哲學、社會議題跨領域對談
記錄、撰文／陳柏良、張澄清、曾秉倫、陳可欣（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隨著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技術的提升，機器人不但將引導下

一波產業變革，並終將融入人類生活，而使人類社會預計最快於2030年代進入人機

共存社會。有別於傳統上從事生產與製造的工業型機器人（industrial robots），下

個世代的服務型機器人（service robots）將因其多功能性，而廣泛地進入人類的商

業與家庭生活。然因服務型機器人所擁有的自主性（autonomy），將造成不可預知

的風險。此外，關於人類行為（網路商業活動、金融、健康、教育）之資料，以數位

的形式儲存於結構或非結構的資料庫中，使透過數據的蒐集、儲存、演算與連結，進

行表徵或推理，以預測或模仿人類行為的技術逐漸成熟。AI與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

與結合，將對人類整體帶來廣泛的效益，卻也因其可能改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生活模式，面臨許多倫理挑戰。

　　因此如何透過法律、系統程式設定與市場誘因等機制，設定人工智慧安全概念，

以事前與事後的角度，分配風險與釐清責任歸屬，成為全球人文社會領域共同面對的

難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2018年，就法學、哲學、社會議題等研究領

域，如何在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效益下，同時維護人性尊嚴、平等權與隱私權等價值，

假2018年9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AI與法律、

哲學、社會議題跨領域對談。本次對談共分為四個場次，主題分別為：AI帶給人文

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金融科技、自駕車與醫療照護。

　　第一場次，科技部人社中心邀請到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先生，及日

本東北大學前沿學際科學研究所翁岳暄助理教授進行兩場主題演講。杜先生以「AI

帶給人文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為題進行演講，其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關鍵在

於資料蒐集與演算法的創新，目前資料可由雲端及物聯網設備快速累積，結合我們高

素質的人力資源及軟硬體的研發經驗，有利於安全且有效率地進行演算法創新，至於

具競爭優勢的領域則是智慧醫療、智慧城市及人機互動等。

　　翁教授的演講主題則是「東亞的人工智慧法律：機遇與挑戰」。翁教授的研究興

趣是希望透過工程師的視野，思考何謂人工智慧的自然法。目前可遵循的路徑則是

IEEE的倫理規範準則設計（IEEE’s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他以開放組織

風險（Open-Texture Risk）做為一般機器與智能化機器的分水嶺，論述當人工智慧

的發展越過歧異點（singularity）且歷經一段時間後，將提升為超智慧（superin-

telligence），此時的人工智慧因存在終極理性而無立法需求。但自超越歧異點起，

機器人便具有自我意識，故機器人應該具備道德地位，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是否要賦予

其法律地位及何種法律地位？短期內須考慮的問題則為針對有自律行為，但無自我意

識的機器人，如何建構與人類共存的一套法律體系？最後，翁教授的結論有三：1.機

器人法律仍須關注安全與道德的議題；2.長遠來看，則需發掘人工智慧的自然法，且

跨領域合作將不可避免；3.思考人機共存的東亞社會中，我們的核心價值為何？

　　第二場次以金融科技為主題，進行跨領域對談。在臺大邵慶平教授的主持下，共

邀請到清大鍾偉和教授、成大顏盟峰教授、輔大吳宗昇教授、世新黃相博教授進行橫

跨電機、法律、金融以及社會研究領域的對談。

　　鍾偉和教授指出：Fintech將使payment的效率提高、解決保險公司面對的逆選

擇和被保人的道德危機、與自動交易系統的無風險套利導致股票市場的暴漲暴跌。然

而 ICT的引進，將造成資本市場的軍備競賽與無謂的資源浪費、並且對弱勢投資人

與散戶形成不公平競爭。此外，鍾教授也認為：以AI和machine learning技術進行

credit rating雖然已具備相當準確度，但可能造成 Privacy, Legal Compliance, 

Economic Efficiency,與弱勢群體借不到錢等問題。最後，其提到若Bitcoin等

blockchain電磁紀錄成為真正的貨幣，則因Bitcoin的帳戶完全匿名，將對隱私權、

央行的政策工具與追蹤犯罪造成重大的影響與衝擊，需即早規劃因應。

　　顏盟峰教授介紹科技部工程司，在2016年下旬call for paper會議達成的五個跨

領域研究。接著以期刊文章Sutton, Holt, and Arnold (2016)說明，過去30年許多會

計師事務所持續將人工智慧技術嵌入整體的查帳支援系統協助查帳的運作經驗。並以

1980年代以來的人工神經網絡的炒作曲線舉例說明，強調2006年深度神經網絡（

DNN）的發展與深度學習及運算能力的提升，使AI蓬勃發展。其中AI運用在智慧醫

療、智慧製造值得期待，在經濟財務的運用尚在評估，而目前Gartner在2018年分析

出來的趨勢之一為AI的普及化、大眾化。最後顏盟峰教授簡略回顧AI技術於財務和

會計主流的文獻發展，包括 textual mining、machine learning在經濟計量分析的運

用、與AI在金融／保險產業的數個重要應用。

　　吳宗昇副教授則以社會學的角度，簡介150年來金融技術革新，並引導出其所產

生的社會系統性災害，包括臺灣的消費者貸款危機、雷曼兄弟與次級房貸危機、

TRF人民幣遠期外匯商品對臺灣中、小企業的危害、與P2P網路個人貸款的問題。然

後，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on finance）的定義與實際例子，並強調普惠金融只需要

低階的AI技術，但重要的是兩者結合後如何影響社會制度與公平、正義的原則的改

變；緊接著，其說明臺灣普惠金融目前可見的需求，並解釋可能因為金融技術的發展

對於獲利率低的市場不感到興趣，導致全球普惠金融發展緩慢。最後吳副教授呼籲：

AI的發展，應朝加強經濟系統、破產保護、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設計，並透過特殊產

品設計、金融災害控制、貧困者保護提供弱勢團體協助，避免進一步危急平等價值。

　　黃相博助理教授則以金管會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與數位化資訊傳遞，與歐盟個人

資料保護基本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下稱GDPR）的關聯性

為題，進行政策分析。黃教授介紹歐盟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的規範的歷史沿革與適用

爭議，包含The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2）與 GDPR，及其相

關內容。黃教授指出：PSD2主要是以第三方支付公司為規範核心，GDPR則以資料

主體，亦即，客戶端為規範核心。兩規範間因立法目的不同，在實際適用上，可能衍

生爭議處，主要落在GDPR新增賦予的當事人權利，包含：匿名化（去識別化）、被

遺忘權、與拒絕權等。黃教授建議我國金管會與立法者，未來對於GDPR的規範，在

國內立法與解釋應用上，應「原則適用，例外排除」。意即一般情況下，GDPR適用

於金融業上，僅在我國產業界有特殊情況時，例外以立法或行政解釋排除GDPR的適

用。 

　　第三場次的主題為：自動駕駛。由李建良教授擔任主持人。李教授在開場時指出

：隨著AI與自動駕駛的發展，如何確保人的理性與尊嚴，是我們這個世代共同面對

的課題。第三場次共邀請四位具有關法律與哲學背景的講者，分別就自駕車對於公法

、民法、刑法與哲學等面向的衝擊挑戰與未來展望，進行報告與對談。

　　劉靜怡教授對於AI與自動駕駛在法律層面所面對的困境，歸納出五大難題：何

以人工智慧有規範需求？自動駕駛是否已是倫理與法律對話成熟的領域？我們如何處

理各國與各人間倫理評價不一的困境？法律規範的原則應如何隨著科技演進？在法律

監督下，自動駕駛演算法的未來發展？

　　謝世民教授則在自駕車倫理學層面，就如何製造出契合人類價值觀的智能機（

intelligent machines）？提出兩個具體建議：1.自動駕駛車上，應內建安裝客製化

的倫理系統。2.鑑於德國聯邦政府自駕車倫理委員會已於2017年提出20點提議（

Ethics Commission: Automated and Connected Driving, report, Federal Minis-

ter of Transpor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June 2017），臺灣產官學界宜儘速研

擬符合臺灣社會文化脈絡的倫理規則，以資參照。

　　而薛智仁教授就自駕車的設計、製造、銷售與使用，可能面臨的刑事法咎責風險

，指出：雖然目前德國有不少刑法學者，鑑於自駕車能大幅降低肇事率，以及程式設

計者或製造者的決策情境和人為駕駛不同，而主張自駕車的設計或製造者，宜適用義

務衝突或容許風險等法律概念，放寬刑法緊急避難要件，以減低受到刑事追訴的風險

。然薛教授指出：基於對人性尊嚴與個人自主原則的尊重，刑事法的評價標準，不應

該降低。因此，自駕車不得在緊急狀態下，造成他人死亡或重大傷害。且刑事法宜課

以設計者、製造者與銷售者，完整告知駕駛與乘客相關系統設計風險之義務，以保障

人的自主選擇權利與人性尊嚴。

　　陳忠五教授則就自駕車在民事法體系的未來，提出3點具體建議：首先，機器人

與自動駕駛，仍然不具備近代法民事法的人格主體地位。雖然近代民法體系發展，將

「人」的定義朝向功能性概念方向發展，將人的概念抽象化，包含法人以及物的擬人

化。但現今各國的民法體系，對於機器人（自動車）仍然認為僅具備物的地位。此外

，陳教授認為自駕車應有責任嚴格化的必要。亦即，歸責對象以有管領權限者為要件

。最後，陳教授認為為落實損害填補原則，未來我國應該在自駕車領域，揚棄行為責

任思考，轉而以損害保險、人身、財產等商業、社會、責任保險，或擔保基金的方式

，來分散AI與自駕車所帶來各種不可預見的風險。最後，陳教授認為：自動車對民

事法的衝擊有限。民事法僅需在個別規定和用語重新調整，即可在新的AI時代中，

有新的生命力。

　　第四場次，則是以醫療照護為跨領域對談主題，由吳嘉苓教授擔任本場次主持人

。吳嘉苓教授指出「健康照護」的議題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此對談目的不僅

想解決AI帶來的衝擊，同時期望人文社會研究能讓AI發展得更好，因此特邀四位具

相關背景的講者參與對談。

　　郭博昭教授提及今年四月臺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高齡者罹患慢性病比例高，為

了醫院人滿為患的問題，郭教授利用電腦實體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發展醫療物聯網技術（medical internet of things），以他開發的儀器為例說明資

料上傳至雲端後讓AI分類使用者是否需要醫療介入，再由服務中心介紹需要就診的

人到醫院去。郭文華教授承接此技術議題，提出我們須以STS（science, technolo-

gy and society）的角度看待技術物與社會網路的關係，AI讓人即時得到醫療介入，

但標示人可能又會產生「汙名化」風險。對AI醫療過度的期望反讓人們忽略懸而未

決之醫療困境，而健康科技的研發經費與成果考核標準仍待考量。郭文華教授認為

AI革命不是大方向，而是細部的、有脈絡性的改革，並要回歸醫療的平等性與個人

性。

　　醫學是高度複雜的領域，蘇奕彰教授認為AI產業進入醫療領域是避免不了的市

場機制，發展速度快慢端看市場大小。蘇教授秉持教出好醫生才能治百病，然現在

AI只要更新資料庫就能當好醫生，許多現象顯示價值觀與教育系統將逐漸改變，教

師與醫師在未來也會被AI取代，蘇教授提醒人文社會學者應以更高的角度來看待AI

帶來的衝擊，作為教育者要預先為學生思考他們未來的職業範疇。接續的林文源教授

表示AI不只是科技，而是科技社會的複合體，我們在看待一個新技術時，不能脫離

社會想像或是社會既存的脈絡。林教授提醒我們該用平衡的角度來思考AI「能」與

「不能」，以醫療社會學（medical sociology, MS）為例便可分為四個層次：MS 

in AI, MS of AI, MS by AI, MS for AI。AI發展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並帶來新的醫

療與社會議題，然研究者仍須謹慎看待既有問題以及無法展現於海量數據的隱匿現實

。作為本場次之壓軸，林教授提出結語：AI科技是醫療的一環，醫療是健康照護體

系的一環，健康照護體系是社會的一環；AI的發展應該是朝向體系，考量健康整體

而非疾病、醫療技術，朝向價值而非產值，朝向照護（care）不只治療（cure）。

　　本次活動，透過各領域學者豐富多元的報告，及其與現場與會來賓廣泛深入且熱

烈的對談後，劃下句點。本次對談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哲學界的互動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也期許，本次活動僅是播下種子，供國內產官學界，一起

構思AI時代下，新科技對於人文社會的衝擊，及我國政府科技政策各種選項的利弊

得失！

與會觀眾參與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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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技術的提升，機器人不但將引導下

一波產業變革，並終將融入人類生活，而使人類社會預計最快於2030年代進入人機

共存社會。有別於傳統上從事生產與製造的工業型機器人（industrial robots），下

個世代的服務型機器人（service robots）將因其多功能性，而廣泛地進入人類的商

業與家庭生活。然因服務型機器人所擁有的自主性（autonomy），將造成不可預知

的風險。此外，關於人類行為（網路商業活動、金融、健康、教育）之資料，以數位

的形式儲存於結構或非結構的資料庫中，使透過數據的蒐集、儲存、演算與連結，進

行表徵或推理，以預測或模仿人類行為的技術逐漸成熟。AI與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

與結合，將對人類整體帶來廣泛的效益，卻也因其可能改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生活模式，面臨許多倫理挑戰。

　　因此如何透過法律、系統程式設定與市場誘因等機制，設定人工智慧安全概念，

以事前與事後的角度，分配風險與釐清責任歸屬，成為全球人文社會領域共同面對的

難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2018年，就法學、哲學、社會議題等研究領

域，如何在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效益下，同時維護人性尊嚴、平等權與隱私權等價值，

假2018年9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AI與法律、

哲學、社會議題跨領域對談。本次對談共分為四個場次，主題分別為：AI帶給人文

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金融科技、自駕車與醫療照護。

　　第一場次，科技部人社中心邀請到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先生，及日

本東北大學前沿學際科學研究所翁岳暄助理教授進行兩場主題演講。杜先生以「AI

帶給人文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為題進行演講，其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關鍵在

於資料蒐集與演算法的創新，目前資料可由雲端及物聯網設備快速累積，結合我們高

素質的人力資源及軟硬體的研發經驗，有利於安全且有效率地進行演算法創新，至於

具競爭優勢的領域則是智慧醫療、智慧城市及人機互動等。

　　翁教授的演講主題則是「東亞的人工智慧法律：機遇與挑戰」。翁教授的研究興

趣是希望透過工程師的視野，思考何謂人工智慧的自然法。目前可遵循的路徑則是

IEEE的倫理規範準則設計（IEEE’s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他以開放組織

風險（Open-Texture Risk）做為一般機器與智能化機器的分水嶺，論述當人工智慧

的發展越過歧異點（singularity）且歷經一段時間後，將提升為超智慧（superin-

telligence），此時的人工智慧因存在終極理性而無立法需求。但自超越歧異點起，

機器人便具有自我意識，故機器人應該具備道德地位，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是否要賦予

其法律地位及何種法律地位？短期內須考慮的問題則為針對有自律行為，但無自我意

識的機器人，如何建構與人類共存的一套法律體系？最後，翁教授的結論有三：1.機

器人法律仍須關注安全與道德的議題；2.長遠來看，則需發掘人工智慧的自然法，且

跨領域合作將不可避免；3.思考人機共存的東亞社會中，我們的核心價值為何？

　　第二場次以金融科技為主題，進行跨領域對談。在臺大邵慶平教授的主持下，共

邀請到清大鍾偉和教授、成大顏盟峰教授、輔大吳宗昇教授、世新黃相博教授進行橫

跨電機、法律、金融以及社會研究領域的對談。

　　鍾偉和教授指出：Fintech將使payment的效率提高、解決保險公司面對的逆選

擇和被保人的道德危機、與自動交易系統的無風險套利導致股票市場的暴漲暴跌。然

而 ICT的引進，將造成資本市場的軍備競賽與無謂的資源浪費、並且對弱勢投資人

與散戶形成不公平競爭。此外，鍾教授也認為：以AI和machine learning技術進行

credit rating雖然已具備相當準確度，但可能造成 Privacy, Legal Compliance, 

Economic Efficiency,與弱勢群體借不到錢等問題。最後，其提到若Bitcoin等

blockchain電磁紀錄成為真正的貨幣，則因Bitcoin的帳戶完全匿名，將對隱私權、

央行的政策工具與追蹤犯罪造成重大的影響與衝擊，需即早規劃因應。

　　顏盟峰教授介紹科技部工程司，在2016年下旬call for paper會議達成的五個跨

領域研究。接著以期刊文章Sutton, Holt, and Arnold (2016)說明，過去30年許多會

計師事務所持續將人工智慧技術嵌入整體的查帳支援系統協助查帳的運作經驗。並以

1980年代以來的人工神經網絡的炒作曲線舉例說明，強調2006年深度神經網絡（

DNN）的發展與深度學習及運算能力的提升，使AI蓬勃發展。其中AI運用在智慧醫

療、智慧製造值得期待，在經濟財務的運用尚在評估，而目前Gartner在2018年分析

出來的趨勢之一為AI的普及化、大眾化。最後顏盟峰教授簡略回顧AI技術於財務和

會計主流的文獻發展，包括 textual mining、machine learning在經濟計量分析的運

用、與AI在金融／保險產業的數個重要應用。

　　吳宗昇副教授則以社會學的角度，簡介150年來金融技術革新，並引導出其所產

生的社會系統性災害，包括臺灣的消費者貸款危機、雷曼兄弟與次級房貸危機、

TRF人民幣遠期外匯商品對臺灣中、小企業的危害、與P2P網路個人貸款的問題。然

後，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on finance）的定義與實際例子，並強調普惠金融只需要

低階的AI技術，但重要的是兩者結合後如何影響社會制度與公平、正義的原則的改

變；緊接著，其說明臺灣普惠金融目前可見的需求，並解釋可能因為金融技術的發展

對於獲利率低的市場不感到興趣，導致全球普惠金融發展緩慢。最後吳副教授呼籲：

AI的發展，應朝加強經濟系統、破產保護、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設計，並透過特殊產

品設計、金融災害控制、貧困者保護提供弱勢團體協助，避免進一步危急平等價值。

　　黃相博助理教授則以金管會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與數位化資訊傳遞，與歐盟個人

資料保護基本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下稱GDPR）的關聯性

為題，進行政策分析。黃教授介紹歐盟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的規範的歷史沿革與適用

爭議，包含The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2）與 GDPR，及其相

關內容。黃教授指出：PSD2主要是以第三方支付公司為規範核心，GDPR則以資料

主體，亦即，客戶端為規範核心。兩規範間因立法目的不同，在實際適用上，可能衍

生爭議處，主要落在GDPR新增賦予的當事人權利，包含：匿名化（去識別化）、被

遺忘權、與拒絕權等。黃教授建議我國金管會與立法者，未來對於GDPR的規範，在

國內立法與解釋應用上，應「原則適用，例外排除」。意即一般情況下，GDPR適用

於金融業上，僅在我國產業界有特殊情況時，例外以立法或行政解釋排除GDPR的適

用。 

　　第三場次的主題為：自動駕駛。由李建良教授擔任主持人。李教授在開場時指出

：隨著AI與自動駕駛的發展，如何確保人的理性與尊嚴，是我們這個世代共同面對

的課題。第三場次共邀請四位具有關法律與哲學背景的講者，分別就自駕車對於公法

、民法、刑法與哲學等面向的衝擊挑戰與未來展望，進行報告與對談。

　　劉靜怡教授對於AI與自動駕駛在法律層面所面對的困境，歸納出五大難題：何

以人工智慧有規範需求？自動駕駛是否已是倫理與法律對話成熟的領域？我們如何處

理各國與各人間倫理評價不一的困境？法律規範的原則應如何隨著科技演進？在法律

監督下，自動駕駛演算法的未來發展？

　　謝世民教授則在自駕車倫理學層面，就如何製造出契合人類價值觀的智能機（

intelligent machines）？提出兩個具體建議：1.自動駕駛車上，應內建安裝客製化

的倫理系統。2.鑑於德國聯邦政府自駕車倫理委員會已於2017年提出20點提議（

Ethics Commission: Automated and Connected Driving, report, Federal Minis-

ter of Transpor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June 2017），臺灣產官學界宜儘速研

擬符合臺灣社會文化脈絡的倫理規則，以資參照。

　　而薛智仁教授就自駕車的設計、製造、銷售與使用，可能面臨的刑事法咎責風險

，指出：雖然目前德國有不少刑法學者，鑑於自駕車能大幅降低肇事率，以及程式設

計者或製造者的決策情境和人為駕駛不同，而主張自駕車的設計或製造者，宜適用義

務衝突或容許風險等法律概念，放寬刑法緊急避難要件，以減低受到刑事追訴的風險

。然薛教授指出：基於對人性尊嚴與個人自主原則的尊重，刑事法的評價標準，不應

該降低。因此，自駕車不得在緊急狀態下，造成他人死亡或重大傷害。且刑事法宜課

以設計者、製造者與銷售者，完整告知駕駛與乘客相關系統設計風險之義務，以保障

人的自主選擇權利與人性尊嚴。

　　陳忠五教授則就自駕車在民事法體系的未來，提出3點具體建議：首先，機器人

與自動駕駛，仍然不具備近代法民事法的人格主體地位。雖然近代民法體系發展，將

「人」的定義朝向功能性概念方向發展，將人的概念抽象化，包含法人以及物的擬人

化。但現今各國的民法體系，對於機器人（自動車）仍然認為僅具備物的地位。此外

，陳教授認為自駕車應有責任嚴格化的必要。亦即，歸責對象以有管領權限者為要件

。最後，陳教授認為為落實損害填補原則，未來我國應該在自駕車領域，揚棄行為責

任思考，轉而以損害保險、人身、財產等商業、社會、責任保險，或擔保基金的方式

，來分散AI與自駕車所帶來各種不可預見的風險。最後，陳教授認為：自動車對民

事法的衝擊有限。民事法僅需在個別規定和用語重新調整，即可在新的AI時代中，

有新的生命力。

　　第四場次，則是以醫療照護為跨領域對談主題，由吳嘉苓教授擔任本場次主持人

。吳嘉苓教授指出「健康照護」的議題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此對談目的不僅

想解決AI帶來的衝擊，同時期望人文社會研究能讓AI發展得更好，因此特邀四位具

相關背景的講者參與對談。

　　郭博昭教授提及今年四月臺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高齡者罹患慢性病比例高，為

了醫院人滿為患的問題，郭教授利用電腦實體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發展醫療物聯網技術（medical internet of things），以他開發的儀器為例說明資

料上傳至雲端後讓AI分類使用者是否需要醫療介入，再由服務中心介紹需要就診的

人到醫院去。郭文華教授承接此技術議題，提出我們須以STS（science, technolo-

gy and society）的角度看待技術物與社會網路的關係，AI讓人即時得到醫療介入，

但標示人可能又會產生「汙名化」風險。對AI醫療過度的期望反讓人們忽略懸而未

決之醫療困境，而健康科技的研發經費與成果考核標準仍待考量。郭文華教授認為

AI革命不是大方向，而是細部的、有脈絡性的改革，並要回歸醫療的平等性與個人

性。

　　醫學是高度複雜的領域，蘇奕彰教授認為AI產業進入醫療領域是避免不了的市

場機制，發展速度快慢端看市場大小。蘇教授秉持教出好醫生才能治百病，然現在

AI只要更新資料庫就能當好醫生，許多現象顯示價值觀與教育系統將逐漸改變，教

師與醫師在未來也會被AI取代，蘇教授提醒人文社會學者應以更高的角度來看待AI

帶來的衝擊，作為教育者要預先為學生思考他們未來的職業範疇。接續的林文源教授

表示AI不只是科技，而是科技社會的複合體，我們在看待一個新技術時，不能脫離

社會想像或是社會既存的脈絡。林教授提醒我們該用平衡的角度來思考AI「能」與

「不能」，以醫療社會學（medical sociology, MS）為例便可分為四個層次：MS 

in AI, MS of AI, MS by AI, MS for AI。AI發展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並帶來新的醫

療與社會議題，然研究者仍須謹慎看待既有問題以及無法展現於海量數據的隱匿現實

。作為本場次之壓軸，林教授提出結語：AI科技是醫療的一環，醫療是健康照護體

系的一環，健康照護體系是社會的一環；AI的發展應該是朝向體系，考量健康整體

而非疾病、醫療技術，朝向價值而非產值，朝向照護（care）不只治療（cure）。

　　本次活動，透過各領域學者豐富多元的報告，及其與現場與會來賓廣泛深入且熱

烈的對談後，劃下句點。本次對談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哲學界的互動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也期許，本次活動僅是播下種子，供國內產官學界，一起

構思AI時代下，新科技對於人文社會的衝擊，及我國政府科技政策各種選項的利弊

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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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技術的提升，機器人不但將引導下

一波產業變革，並終將融入人類生活，而使人類社會預計最快於2030年代進入人機

共存社會。有別於傳統上從事生產與製造的工業型機器人（industrial robots），下

個世代的服務型機器人（service robots）將因其多功能性，而廣泛地進入人類的商

業與家庭生活。然因服務型機器人所擁有的自主性（autonomy），將造成不可預知

的風險。此外，關於人類行為（網路商業活動、金融、健康、教育）之資料，以數位

的形式儲存於結構或非結構的資料庫中，使透過數據的蒐集、儲存、演算與連結，進

行表徵或推理，以預測或模仿人類行為的技術逐漸成熟。AI與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

與結合，將對人類整體帶來廣泛的效益，卻也因其可能改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生活模式，面臨許多倫理挑戰。

　　因此如何透過法律、系統程式設定與市場誘因等機制，設定人工智慧安全概念，

以事前與事後的角度，分配風險與釐清責任歸屬，成為全球人文社會領域共同面對的

難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2018年，就法學、哲學、社會議題等研究領

域，如何在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效益下，同時維護人性尊嚴、平等權與隱私權等價值，

假2018年9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AI與法律、

哲學、社會議題跨領域對談。本次對談共分為四個場次，主題分別為：AI帶給人文

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金融科技、自駕車與醫療照護。

　　第一場次，科技部人社中心邀請到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先生，及日

本東北大學前沿學際科學研究所翁岳暄助理教授進行兩場主題演講。杜先生以「AI

帶給人文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為題進行演講，其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關鍵在

於資料蒐集與演算法的創新，目前資料可由雲端及物聯網設備快速累積，結合我們高

素質的人力資源及軟硬體的研發經驗，有利於安全且有效率地進行演算法創新，至於

具競爭優勢的領域則是智慧醫療、智慧城市及人機互動等。

　　翁教授的演講主題則是「東亞的人工智慧法律：機遇與挑戰」。翁教授的研究興

趣是希望透過工程師的視野，思考何謂人工智慧的自然法。目前可遵循的路徑則是

IEEE的倫理規範準則設計（IEEE’s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他以開放組織

風險（Open-Texture Risk）做為一般機器與智能化機器的分水嶺，論述當人工智慧

的發展越過歧異點（singularity）且歷經一段時間後，將提升為超智慧（superin-

telligence），此時的人工智慧因存在終極理性而無立法需求。但自超越歧異點起，

機器人便具有自我意識，故機器人應該具備道德地位，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是否要賦予

其法律地位及何種法律地位？短期內須考慮的問題則為針對有自律行為，但無自我意

識的機器人，如何建構與人類共存的一套法律體系？最後，翁教授的結論有三：1.機

器人法律仍須關注安全與道德的議題；2.長遠來看，則需發掘人工智慧的自然法，且

跨領域合作將不可避免；3.思考人機共存的東亞社會中，我們的核心價值為何？

　　第二場次以金融科技為主題，進行跨領域對談。在臺大邵慶平教授的主持下，共

邀請到清大鍾偉和教授、成大顏盟峰教授、輔大吳宗昇教授、世新黃相博教授進行橫

跨電機、法律、金融以及社會研究領域的對談。

　　鍾偉和教授指出：Fintech將使payment的效率提高、解決保險公司面對的逆選

擇和被保人的道德危機、與自動交易系統的無風險套利導致股票市場的暴漲暴跌。然

而 ICT的引進，將造成資本市場的軍備競賽與無謂的資源浪費、並且對弱勢投資人

與散戶形成不公平競爭。此外，鍾教授也認為：以AI和machine learning技術進行

credit rating雖然已具備相當準確度，但可能造成 Privacy, Legal Compliance, 

Economic Efficiency,與弱勢群體借不到錢等問題。最後，其提到若Bitcoin等

blockchain電磁紀錄成為真正的貨幣，則因Bitcoin的帳戶完全匿名，將對隱私權、

央行的政策工具與追蹤犯罪造成重大的影響與衝擊，需即早規劃因應。

　　顏盟峰教授介紹科技部工程司，在2016年下旬call for paper會議達成的五個跨

領域研究。接著以期刊文章Sutton, Holt, and Arnold (2016)說明，過去30年許多會

計師事務所持續將人工智慧技術嵌入整體的查帳支援系統協助查帳的運作經驗。並以

1980年代以來的人工神經網絡的炒作曲線舉例說明，強調2006年深度神經網絡（

DNN）的發展與深度學習及運算能力的提升，使AI蓬勃發展。其中AI運用在智慧醫

療、智慧製造值得期待，在經濟財務的運用尚在評估，而目前Gartner在2018年分析

出來的趨勢之一為AI的普及化、大眾化。最後顏盟峰教授簡略回顧AI技術於財務和

會計主流的文獻發展，包括 textual mining、machine learning在經濟計量分析的運

用、與AI在金融／保險產業的數個重要應用。

　　吳宗昇副教授則以社會學的角度，簡介150年來金融技術革新，並引導出其所產

生的社會系統性災害，包括臺灣的消費者貸款危機、雷曼兄弟與次級房貸危機、

TRF人民幣遠期外匯商品對臺灣中、小企業的危害、與P2P網路個人貸款的問題。然

後，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on finance）的定義與實際例子，並強調普惠金融只需要

低階的AI技術，但重要的是兩者結合後如何影響社會制度與公平、正義的原則的改

變；緊接著，其說明臺灣普惠金融目前可見的需求，並解釋可能因為金融技術的發展

對於獲利率低的市場不感到興趣，導致全球普惠金融發展緩慢。最後吳副教授呼籲：

AI的發展，應朝加強經濟系統、破產保護、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設計，並透過特殊產

品設計、金融災害控制、貧困者保護提供弱勢團體協助，避免進一步危急平等價值。

　　黃相博助理教授則以金管會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與數位化資訊傳遞，與歐盟個人

資料保護基本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下稱GDPR）的關聯性

為題，進行政策分析。黃教授介紹歐盟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的規範的歷史沿革與適用

爭議，包含The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2）與 GDPR，及其相

關內容。黃教授指出：PSD2主要是以第三方支付公司為規範核心，GDPR則以資料

主體，亦即，客戶端為規範核心。兩規範間因立法目的不同，在實際適用上，可能衍

生爭議處，主要落在GDPR新增賦予的當事人權利，包含：匿名化（去識別化）、被

遺忘權、與拒絕權等。黃教授建議我國金管會與立法者，未來對於GDPR的規範，在

國內立法與解釋應用上，應「原則適用，例外排除」。意即一般情況下，GDPR適用

於金融業上，僅在我國產業界有特殊情況時，例外以立法或行政解釋排除GDPR的適

用。 

　　第三場次的主題為：自動駕駛。由李建良教授擔任主持人。李教授在開場時指出

：隨著AI與自動駕駛的發展，如何確保人的理性與尊嚴，是我們這個世代共同面對

的課題。第三場次共邀請四位具有關法律與哲學背景的講者，分別就自駕車對於公法

、民法、刑法與哲學等面向的衝擊挑戰與未來展望，進行報告與對談。

　　劉靜怡教授對於AI與自動駕駛在法律層面所面對的困境，歸納出五大難題：何

以人工智慧有規範需求？自動駕駛是否已是倫理與法律對話成熟的領域？我們如何處

理各國與各人間倫理評價不一的困境？法律規範的原則應如何隨著科技演進？在法律

監督下，自動駕駛演算法的未來發展？

　　謝世民教授則在自駕車倫理學層面，就如何製造出契合人類價值觀的智能機（

intelligent machines）？提出兩個具體建議：1.自動駕駛車上，應內建安裝客製化

的倫理系統。2.鑑於德國聯邦政府自駕車倫理委員會已於2017年提出20點提議（

Ethics Commission: Automated and Connected Driving, report, Federal Minis-

ter of Transpor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June 2017），臺灣產官學界宜儘速研

擬符合臺灣社會文化脈絡的倫理規則，以資參照。

　　而薛智仁教授就自駕車的設計、製造、銷售與使用，可能面臨的刑事法咎責風險

，指出：雖然目前德國有不少刑法學者，鑑於自駕車能大幅降低肇事率，以及程式設

計者或製造者的決策情境和人為駕駛不同，而主張自駕車的設計或製造者，宜適用義

務衝突或容許風險等法律概念，放寬刑法緊急避難要件，以減低受到刑事追訴的風險

。然薛教授指出：基於對人性尊嚴與個人自主原則的尊重，刑事法的評價標準，不應

該降低。因此，自駕車不得在緊急狀態下，造成他人死亡或重大傷害。且刑事法宜課

以設計者、製造者與銷售者，完整告知駕駛與乘客相關系統設計風險之義務，以保障

人的自主選擇權利與人性尊嚴。

　　陳忠五教授則就自駕車在民事法體系的未來，提出3點具體建議：首先，機器人

與自動駕駛，仍然不具備近代法民事法的人格主體地位。雖然近代民法體系發展，將

「人」的定義朝向功能性概念方向發展，將人的概念抽象化，包含法人以及物的擬人

化。但現今各國的民法體系，對於機器人（自動車）仍然認為僅具備物的地位。此外

，陳教授認為自駕車應有責任嚴格化的必要。亦即，歸責對象以有管領權限者為要件

。最後，陳教授認為為落實損害填補原則，未來我國應該在自駕車領域，揚棄行為責

任思考，轉而以損害保險、人身、財產等商業、社會、責任保險，或擔保基金的方式

，來分散AI與自駕車所帶來各種不可預見的風險。最後，陳教授認為：自動車對民

事法的衝擊有限。民事法僅需在個別規定和用語重新調整，即可在新的AI時代中，

有新的生命力。

　　第四場次，則是以醫療照護為跨領域對談主題，由吳嘉苓教授擔任本場次主持人

。吳嘉苓教授指出「健康照護」的議題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此對談目的不僅

想解決AI帶來的衝擊，同時期望人文社會研究能讓AI發展得更好，因此特邀四位具

相關背景的講者參與對談。

　　郭博昭教授提及今年四月臺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高齡者罹患慢性病比例高，為

了醫院人滿為患的問題，郭教授利用電腦實體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發展醫療物聯網技術（medical internet of things），以他開發的儀器為例說明資

料上傳至雲端後讓AI分類使用者是否需要醫療介入，再由服務中心介紹需要就診的

人到醫院去。郭文華教授承接此技術議題，提出我們須以STS（science, technolo-

gy and society）的角度看待技術物與社會網路的關係，AI讓人即時得到醫療介入，

但標示人可能又會產生「汙名化」風險。對AI醫療過度的期望反讓人們忽略懸而未

決之醫療困境，而健康科技的研發經費與成果考核標準仍待考量。郭文華教授認為

AI革命不是大方向，而是細部的、有脈絡性的改革，並要回歸醫療的平等性與個人

性。

　　醫學是高度複雜的領域，蘇奕彰教授認為AI產業進入醫療領域是避免不了的市

場機制，發展速度快慢端看市場大小。蘇教授秉持教出好醫生才能治百病，然現在

AI只要更新資料庫就能當好醫生，許多現象顯示價值觀與教育系統將逐漸改變，教

師與醫師在未來也會被AI取代，蘇教授提醒人文社會學者應以更高的角度來看待AI

帶來的衝擊，作為教育者要預先為學生思考他們未來的職業範疇。接續的林文源教授

表示AI不只是科技，而是科技社會的複合體，我們在看待一個新技術時，不能脫離

社會想像或是社會既存的脈絡。林教授提醒我們該用平衡的角度來思考AI「能」與

「不能」，以醫療社會學（medical sociology, MS）為例便可分為四個層次：MS 

in AI, MS of AI, MS by AI, MS for AI。AI發展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並帶來新的醫

療與社會議題，然研究者仍須謹慎看待既有問題以及無法展現於海量數據的隱匿現實

。作為本場次之壓軸，林教授提出結語：AI科技是醫療的一環，醫療是健康照護體

系的一環，健康照護體系是社會的一環；AI的發展應該是朝向體系，考量健康整體

而非疾病、醫療技術，朝向價值而非產值，朝向照護（care）不只治療（cure）。

　　本次活動，透過各領域學者豐富多元的報告，及其與現場與會來賓廣泛深入且熱

烈的對談後，劃下句點。本次對談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哲學界的互動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也期許，本次活動僅是播下種子，供國內產官學界，一起

構思AI時代下，新科技對於人文社會的衝擊，及我國政府科技政策各種選項的利弊

得失！



21

活動報導

activity

　　隨著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技術的提升，機器人不但將引導下

一波產業變革，並終將融入人類生活，而使人類社會預計最快於2030年代進入人機

共存社會。有別於傳統上從事生產與製造的工業型機器人（industrial robots），下

個世代的服務型機器人（service robots）將因其多功能性，而廣泛地進入人類的商

業與家庭生活。然因服務型機器人所擁有的自主性（autonomy），將造成不可預知

的風險。此外，關於人類行為（網路商業活動、金融、健康、教育）之資料，以數位

的形式儲存於結構或非結構的資料庫中，使透過數據的蒐集、儲存、演算與連結，進

行表徵或推理，以預測或模仿人類行為的技術逐漸成熟。AI與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

與結合，將對人類整體帶來廣泛的效益，卻也因其可能改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生活模式，面臨許多倫理挑戰。

　　因此如何透過法律、系統程式設定與市場誘因等機制，設定人工智慧安全概念，

以事前與事後的角度，分配風險與釐清責任歸屬，成為全球人文社會領域共同面對的

難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2018年，就法學、哲學、社會議題等研究領

域，如何在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效益下，同時維護人性尊嚴、平等權與隱私權等價值，

假2018年9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AI與法律、

哲學、社會議題跨領域對談。本次對談共分為四個場次，主題分別為：AI帶給人文

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金融科技、自駕車與醫療照護。

　　第一場次，科技部人社中心邀請到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先生，及日

本東北大學前沿學際科學研究所翁岳暄助理教授進行兩場主題演講。杜先生以「AI

帶給人文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為題進行演講，其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關鍵在

於資料蒐集與演算法的創新，目前資料可由雲端及物聯網設備快速累積，結合我們高

素質的人力資源及軟硬體的研發經驗，有利於安全且有效率地進行演算法創新，至於

具競爭優勢的領域則是智慧醫療、智慧城市及人機互動等。

　　翁教授的演講主題則是「東亞的人工智慧法律：機遇與挑戰」。翁教授的研究興

趣是希望透過工程師的視野，思考何謂人工智慧的自然法。目前可遵循的路徑則是

IEEE的倫理規範準則設計（IEEE’s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他以開放組織

風險（Open-Texture Risk）做為一般機器與智能化機器的分水嶺，論述當人工智慧

的發展越過歧異點（singularity）且歷經一段時間後，將提升為超智慧（superin-

telligence），此時的人工智慧因存在終極理性而無立法需求。但自超越歧異點起，

機器人便具有自我意識，故機器人應該具備道德地位，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是否要賦予

其法律地位及何種法律地位？短期內須考慮的問題則為針對有自律行為，但無自我意

識的機器人，如何建構與人類共存的一套法律體系？最後，翁教授的結論有三：1.機

器人法律仍須關注安全與道德的議題；2.長遠來看，則需發掘人工智慧的自然法，且

跨領域合作將不可避免；3.思考人機共存的東亞社會中，我們的核心價值為何？

　　第二場次以金融科技為主題，進行跨領域對談。在臺大邵慶平教授的主持下，共

邀請到清大鍾偉和教授、成大顏盟峰教授、輔大吳宗昇教授、世新黃相博教授進行橫

跨電機、法律、金融以及社會研究領域的對談。

　　鍾偉和教授指出：Fintech將使payment的效率提高、解決保險公司面對的逆選

擇和被保人的道德危機、與自動交易系統的無風險套利導致股票市場的暴漲暴跌。然

而 ICT的引進，將造成資本市場的軍備競賽與無謂的資源浪費、並且對弱勢投資人

與散戶形成不公平競爭。此外，鍾教授也認為：以AI和machine learning技術進行

credit rating雖然已具備相當準確度，但可能造成 Privacy, Legal Compliance, 

Economic Efficiency,與弱勢群體借不到錢等問題。最後，其提到若Bitcoin等

blockchain電磁紀錄成為真正的貨幣，則因Bitcoin的帳戶完全匿名，將對隱私權、

央行的政策工具與追蹤犯罪造成重大的影響與衝擊，需即早規劃因應。

　　顏盟峰教授介紹科技部工程司，在2016年下旬call for paper會議達成的五個跨

領域研究。接著以期刊文章Sutton, Holt, and Arnold (2016)說明，過去30年許多會

計師事務所持續將人工智慧技術嵌入整體的查帳支援系統協助查帳的運作經驗。並以

1980年代以來的人工神經網絡的炒作曲線舉例說明，強調2006年深度神經網絡（

DNN）的發展與深度學習及運算能力的提升，使AI蓬勃發展。其中AI運用在智慧醫

療、智慧製造值得期待，在經濟財務的運用尚在評估，而目前Gartner在2018年分析

出來的趨勢之一為AI的普及化、大眾化。最後顏盟峰教授簡略回顧AI技術於財務和

會計主流的文獻發展，包括 textual mining、machine learning在經濟計量分析的運

用、與AI在金融／保險產業的數個重要應用。

　　吳宗昇副教授則以社會學的角度，簡介150年來金融技術革新，並引導出其所產

生的社會系統性災害，包括臺灣的消費者貸款危機、雷曼兄弟與次級房貸危機、

TRF人民幣遠期外匯商品對臺灣中、小企業的危害、與P2P網路個人貸款的問題。然

後，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on finance）的定義與實際例子，並強調普惠金融只需要

低階的AI技術，但重要的是兩者結合後如何影響社會制度與公平、正義的原則的改

變；緊接著，其說明臺灣普惠金融目前可見的需求，並解釋可能因為金融技術的發展

對於獲利率低的市場不感到興趣，導致全球普惠金融發展緩慢。最後吳副教授呼籲：

AI的發展，應朝加強經濟系統、破產保護、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設計，並透過特殊產

品設計、金融災害控制、貧困者保護提供弱勢團體協助，避免進一步危急平等價值。

　　黃相博助理教授則以金管會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與數位化資訊傳遞，與歐盟個人

資料保護基本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下稱GDPR）的關聯性

為題，進行政策分析。黃教授介紹歐盟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的規範的歷史沿革與適用

爭議，包含The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2）與 GDPR，及其相

關內容。黃教授指出：PSD2主要是以第三方支付公司為規範核心，GDPR則以資料

主體，亦即，客戶端為規範核心。兩規範間因立法目的不同，在實際適用上，可能衍

生爭議處，主要落在GDPR新增賦予的當事人權利，包含：匿名化（去識別化）、被

遺忘權、與拒絕權等。黃教授建議我國金管會與立法者，未來對於GDPR的規範，在

國內立法與解釋應用上，應「原則適用，例外排除」。意即一般情況下，GDPR適用

於金融業上，僅在我國產業界有特殊情況時，例外以立法或行政解釋排除GDPR的適

用。 

　　第三場次的主題為：自動駕駛。由李建良教授擔任主持人。李教授在開場時指出

：隨著AI與自動駕駛的發展，如何確保人的理性與尊嚴，是我們這個世代共同面對

的課題。第三場次共邀請四位具有關法律與哲學背景的講者，分別就自駕車對於公法

、民法、刑法與哲學等面向的衝擊挑戰與未來展望，進行報告與對談。

　　劉靜怡教授對於AI與自動駕駛在法律層面所面對的困境，歸納出五大難題：何

以人工智慧有規範需求？自動駕駛是否已是倫理與法律對話成熟的領域？我們如何處

理各國與各人間倫理評價不一的困境？法律規範的原則應如何隨著科技演進？在法律

監督下，自動駕駛演算法的未來發展？

　　謝世民教授則在自駕車倫理學層面，就如何製造出契合人類價值觀的智能機（

intelligent machines）？提出兩個具體建議：1.自動駕駛車上，應內建安裝客製化

的倫理系統。2.鑑於德國聯邦政府自駕車倫理委員會已於2017年提出20點提議（

Ethics Commission: Automated and Connected Driving, report, Federal Minis-

ter of Transpor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June 2017），臺灣產官學界宜儘速研

擬符合臺灣社會文化脈絡的倫理規則，以資參照。

　　而薛智仁教授就自駕車的設計、製造、銷售與使用，可能面臨的刑事法咎責風險

，指出：雖然目前德國有不少刑法學者，鑑於自駕車能大幅降低肇事率，以及程式設

計者或製造者的決策情境和人為駕駛不同，而主張自駕車的設計或製造者，宜適用義

務衝突或容許風險等法律概念，放寬刑法緊急避難要件，以減低受到刑事追訴的風險

。然薛教授指出：基於對人性尊嚴與個人自主原則的尊重，刑事法的評價標準，不應

該降低。因此，自駕車不得在緊急狀態下，造成他人死亡或重大傷害。且刑事法宜課

以設計者、製造者與銷售者，完整告知駕駛與乘客相關系統設計風險之義務，以保障

人的自主選擇權利與人性尊嚴。

　　陳忠五教授則就自駕車在民事法體系的未來，提出3點具體建議：首先，機器人

與自動駕駛，仍然不具備近代法民事法的人格主體地位。雖然近代民法體系發展，將

「人」的定義朝向功能性概念方向發展，將人的概念抽象化，包含法人以及物的擬人

化。但現今各國的民法體系，對於機器人（自動車）仍然認為僅具備物的地位。此外

，陳教授認為自駕車應有責任嚴格化的必要。亦即，歸責對象以有管領權限者為要件

。最後，陳教授認為為落實損害填補原則，未來我國應該在自駕車領域，揚棄行為責

任思考，轉而以損害保險、人身、財產等商業、社會、責任保險，或擔保基金的方式

，來分散AI與自駕車所帶來各種不可預見的風險。最後，陳教授認為：自動車對民

事法的衝擊有限。民事法僅需在個別規定和用語重新調整，即可在新的AI時代中，

有新的生命力。

　　第四場次，則是以醫療照護為跨領域對談主題，由吳嘉苓教授擔任本場次主持人

。吳嘉苓教授指出「健康照護」的議題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此對談目的不僅

想解決AI帶來的衝擊，同時期望人文社會研究能讓AI發展得更好，因此特邀四位具

相關背景的講者參與對談。

　　郭博昭教授提及今年四月臺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高齡者罹患慢性病比例高，為

了醫院人滿為患的問題，郭教授利用電腦實體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發展醫療物聯網技術（medical internet of things），以他開發的儀器為例說明資

料上傳至雲端後讓AI分類使用者是否需要醫療介入，再由服務中心介紹需要就診的

人到醫院去。郭文華教授承接此技術議題，提出我們須以STS（science, technolo-

gy and society）的角度看待技術物與社會網路的關係，AI讓人即時得到醫療介入，

但標示人可能又會產生「汙名化」風險。對AI醫療過度的期望反讓人們忽略懸而未

決之醫療困境，而健康科技的研發經費與成果考核標準仍待考量。郭文華教授認為

AI革命不是大方向，而是細部的、有脈絡性的改革，並要回歸醫療的平等性與個人

性。

　　醫學是高度複雜的領域，蘇奕彰教授認為AI產業進入醫療領域是避免不了的市

場機制，發展速度快慢端看市場大小。蘇教授秉持教出好醫生才能治百病，然現在

AI只要更新資料庫就能當好醫生，許多現象顯示價值觀與教育系統將逐漸改變，教

師與醫師在未來也會被AI取代，蘇教授提醒人文社會學者應以更高的角度來看待AI

帶來的衝擊，作為教育者要預先為學生思考他們未來的職業範疇。接續的林文源教授

表示AI不只是科技，而是科技社會的複合體，我們在看待一個新技術時，不能脫離

社會想像或是社會既存的脈絡。林教授提醒我們該用平衡的角度來思考AI「能」與

「不能」，以醫療社會學（medical sociology, MS）為例便可分為四個層次：MS 

in AI, MS of AI, MS by AI, MS for AI。AI發展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並帶來新的醫

療與社會議題，然研究者仍須謹慎看待既有問題以及無法展現於海量數據的隱匿現實

。作為本場次之壓軸，林教授提出結語：AI科技是醫療的一環，醫療是健康照護體

系的一環，健康照護體系是社會的一環；AI的發展應該是朝向體系，考量健康整體

而非疾病、醫療技術，朝向價值而非產值，朝向照護（care）不只治療（cure）。

　　本次活動，透過各領域學者豐富多元的報告，及其與現場與會來賓廣泛深入且熱

烈的對談後，劃下句點。本次對談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哲學界的互動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也期許，本次活動僅是播下種子，供國內產官學界，一起

構思AI時代下，新科技對於人文社會的衝擊，及我國政府科技政策各種選項的利弊

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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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技術的提升，機器人不但將引導下

一波產業變革，並終將融入人類生活，而使人類社會預計最快於2030年代進入人機

共存社會。有別於傳統上從事生產與製造的工業型機器人（industrial robots），下

個世代的服務型機器人（service robots）將因其多功能性，而廣泛地進入人類的商

業與家庭生活。然因服務型機器人所擁有的自主性（autonomy），將造成不可預知

的風險。此外，關於人類行為（網路商業活動、金融、健康、教育）之資料，以數位

的形式儲存於結構或非結構的資料庫中，使透過數據的蒐集、儲存、演算與連結，進

行表徵或推理，以預測或模仿人類行為的技術逐漸成熟。AI與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

與結合，將對人類整體帶來廣泛的效益，卻也因其可能改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生活模式，面臨許多倫理挑戰。

　　因此如何透過法律、系統程式設定與市場誘因等機制，設定人工智慧安全概念，

以事前與事後的角度，分配風險與釐清責任歸屬，成為全球人文社會領域共同面對的

難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2018年，就法學、哲學、社會議題等研究領

域，如何在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效益下，同時維護人性尊嚴、平等權與隱私權等價值，

假2018年9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AI與法律、

哲學、社會議題跨領域對談。本次對談共分為四個場次，主題分別為：AI帶給人文

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金融科技、自駕車與醫療照護。

　　第一場次，科技部人社中心邀請到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先生，及日

本東北大學前沿學際科學研究所翁岳暄助理教授進行兩場主題演講。杜先生以「AI

帶給人文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為題進行演講，其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關鍵在

於資料蒐集與演算法的創新，目前資料可由雲端及物聯網設備快速累積，結合我們高

素質的人力資源及軟硬體的研發經驗，有利於安全且有效率地進行演算法創新，至於

具競爭優勢的領域則是智慧醫療、智慧城市及人機互動等。

　　翁教授的演講主題則是「東亞的人工智慧法律：機遇與挑戰」。翁教授的研究興

趣是希望透過工程師的視野，思考何謂人工智慧的自然法。目前可遵循的路徑則是

IEEE的倫理規範準則設計（IEEE’s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他以開放組織

風險（Open-Texture Risk）做為一般機器與智能化機器的分水嶺，論述當人工智慧

的發展越過歧異點（singularity）且歷經一段時間後，將提升為超智慧（superin-

telligence），此時的人工智慧因存在終極理性而無立法需求。但自超越歧異點起，

機器人便具有自我意識，故機器人應該具備道德地位，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是否要賦予

其法律地位及何種法律地位？短期內須考慮的問題則為針對有自律行為，但無自我意

識的機器人，如何建構與人類共存的一套法律體系？最後，翁教授的結論有三：1.機

器人法律仍須關注安全與道德的議題；2.長遠來看，則需發掘人工智慧的自然法，且

跨領域合作將不可避免；3.思考人機共存的東亞社會中，我們的核心價值為何？

　　第二場次以金融科技為主題，進行跨領域對談。在臺大邵慶平教授的主持下，共

邀請到清大鍾偉和教授、成大顏盟峰教授、輔大吳宗昇教授、世新黃相博教授進行橫

跨電機、法律、金融以及社會研究領域的對談。

　　鍾偉和教授指出：Fintech將使payment的效率提高、解決保險公司面對的逆選

擇和被保人的道德危機、與自動交易系統的無風險套利導致股票市場的暴漲暴跌。然

而 ICT的引進，將造成資本市場的軍備競賽與無謂的資源浪費、並且對弱勢投資人

與散戶形成不公平競爭。此外，鍾教授也認為：以AI和machine learning技術進行

credit rating雖然已具備相當準確度，但可能造成 Privacy, Legal Compliance, 

Economic Efficiency,與弱勢群體借不到錢等問題。最後，其提到若Bitcoin等

blockchain電磁紀錄成為真正的貨幣，則因Bitcoin的帳戶完全匿名，將對隱私權、

央行的政策工具與追蹤犯罪造成重大的影響與衝擊，需即早規劃因應。

　　顏盟峰教授介紹科技部工程司，在2016年下旬call for paper會議達成的五個跨

領域研究。接著以期刊文章Sutton, Holt, and Arnold (2016)說明，過去30年許多會

計師事務所持續將人工智慧技術嵌入整體的查帳支援系統協助查帳的運作經驗。並以

1980年代以來的人工神經網絡的炒作曲線舉例說明，強調2006年深度神經網絡（

DNN）的發展與深度學習及運算能力的提升，使AI蓬勃發展。其中AI運用在智慧醫

療、智慧製造值得期待，在經濟財務的運用尚在評估，而目前Gartner在2018年分析

出來的趨勢之一為AI的普及化、大眾化。最後顏盟峰教授簡略回顧AI技術於財務和

會計主流的文獻發展，包括 textual mining、machine learning在經濟計量分析的運

用、與AI在金融／保險產業的數個重要應用。

　　吳宗昇副教授則以社會學的角度，簡介150年來金融技術革新，並引導出其所產

生的社會系統性災害，包括臺灣的消費者貸款危機、雷曼兄弟與次級房貸危機、

TRF人民幣遠期外匯商品對臺灣中、小企業的危害、與P2P網路個人貸款的問題。然

後，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on finance）的定義與實際例子，並強調普惠金融只需要

低階的AI技術，但重要的是兩者結合後如何影響社會制度與公平、正義的原則的改

變；緊接著，其說明臺灣普惠金融目前可見的需求，並解釋可能因為金融技術的發展

對於獲利率低的市場不感到興趣，導致全球普惠金融發展緩慢。最後吳副教授呼籲：

AI的發展，應朝加強經濟系統、破產保護、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設計，並透過特殊產

品設計、金融災害控制、貧困者保護提供弱勢團體協助，避免進一步危急平等價值。

　　黃相博助理教授則以金管會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與數位化資訊傳遞，與歐盟個人

資料保護基本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下稱GDPR）的關聯性

為題，進行政策分析。黃教授介紹歐盟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的規範的歷史沿革與適用

爭議，包含The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2）與 GDPR，及其相

關內容。黃教授指出：PSD2主要是以第三方支付公司為規範核心，GDPR則以資料

主體，亦即，客戶端為規範核心。兩規範間因立法目的不同，在實際適用上，可能衍

生爭議處，主要落在GDPR新增賦予的當事人權利，包含：匿名化（去識別化）、被

遺忘權、與拒絕權等。黃教授建議我國金管會與立法者，未來對於GDPR的規範，在

國內立法與解釋應用上，應「原則適用，例外排除」。意即一般情況下，GDPR適用

於金融業上，僅在我國產業界有特殊情況時，例外以立法或行政解釋排除GDPR的適

用。 

　　第三場次的主題為：自動駕駛。由李建良教授擔任主持人。李教授在開場時指出

：隨著AI與自動駕駛的發展，如何確保人的理性與尊嚴，是我們這個世代共同面對

的課題。第三場次共邀請四位具有關法律與哲學背景的講者，分別就自駕車對於公法

、民法、刑法與哲學等面向的衝擊挑戰與未來展望，進行報告與對談。

　　劉靜怡教授對於AI與自動駕駛在法律層面所面對的困境，歸納出五大難題：何

以人工智慧有規範需求？自動駕駛是否已是倫理與法律對話成熟的領域？我們如何處

理各國與各人間倫理評價不一的困境？法律規範的原則應如何隨著科技演進？在法律

監督下，自動駕駛演算法的未來發展？

　　謝世民教授則在自駕車倫理學層面，就如何製造出契合人類價值觀的智能機（

intelligent machines）？提出兩個具體建議：1.自動駕駛車上，應內建安裝客製化

的倫理系統。2.鑑於德國聯邦政府自駕車倫理委員會已於2017年提出20點提議（

Ethics Commission: Automated and Connected Driving, report, Federal Minis-

ter of Transpor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June 2017），臺灣產官學界宜儘速研

擬符合臺灣社會文化脈絡的倫理規則，以資參照。

　　而薛智仁教授就自駕車的設計、製造、銷售與使用，可能面臨的刑事法咎責風險

，指出：雖然目前德國有不少刑法學者，鑑於自駕車能大幅降低肇事率，以及程式設

計者或製造者的決策情境和人為駕駛不同，而主張自駕車的設計或製造者，宜適用義

務衝突或容許風險等法律概念，放寬刑法緊急避難要件，以減低受到刑事追訴的風險

。然薛教授指出：基於對人性尊嚴與個人自主原則的尊重，刑事法的評價標準，不應

該降低。因此，自駕車不得在緊急狀態下，造成他人死亡或重大傷害。且刑事法宜課

以設計者、製造者與銷售者，完整告知駕駛與乘客相關系統設計風險之義務，以保障

人的自主選擇權利與人性尊嚴。

　　陳忠五教授則就自駕車在民事法體系的未來，提出3點具體建議：首先，機器人

與自動駕駛，仍然不具備近代法民事法的人格主體地位。雖然近代民法體系發展，將

「人」的定義朝向功能性概念方向發展，將人的概念抽象化，包含法人以及物的擬人

化。但現今各國的民法體系，對於機器人（自動車）仍然認為僅具備物的地位。此外

，陳教授認為自駕車應有責任嚴格化的必要。亦即，歸責對象以有管領權限者為要件

。最後，陳教授認為為落實損害填補原則，未來我國應該在自駕車領域，揚棄行為責

任思考，轉而以損害保險、人身、財產等商業、社會、責任保險，或擔保基金的方式

，來分散AI與自駕車所帶來各種不可預見的風險。最後，陳教授認為：自動車對民

事法的衝擊有限。民事法僅需在個別規定和用語重新調整，即可在新的AI時代中，

有新的生命力。

　　第四場次，則是以醫療照護為跨領域對談主題，由吳嘉苓教授擔任本場次主持人

。吳嘉苓教授指出「健康照護」的議題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此對談目的不僅

想解決AI帶來的衝擊，同時期望人文社會研究能讓AI發展得更好，因此特邀四位具

相關背景的講者參與對談。

　　郭博昭教授提及今年四月臺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高齡者罹患慢性病比例高，為

了醫院人滿為患的問題，郭教授利用電腦實體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發展醫療物聯網技術（medical internet of things），以他開發的儀器為例說明資

料上傳至雲端後讓AI分類使用者是否需要醫療介入，再由服務中心介紹需要就診的

人到醫院去。郭文華教授承接此技術議題，提出我們須以STS（science, technolo-

gy and society）的角度看待技術物與社會網路的關係，AI讓人即時得到醫療介入，

但標示人可能又會產生「汙名化」風險。對AI醫療過度的期望反讓人們忽略懸而未

決之醫療困境，而健康科技的研發經費與成果考核標準仍待考量。郭文華教授認為

AI革命不是大方向，而是細部的、有脈絡性的改革，並要回歸醫療的平等性與個人

性。

　　醫學是高度複雜的領域，蘇奕彰教授認為AI產業進入醫療領域是避免不了的市

場機制，發展速度快慢端看市場大小。蘇教授秉持教出好醫生才能治百病，然現在

AI只要更新資料庫就能當好醫生，許多現象顯示價值觀與教育系統將逐漸改變，教

師與醫師在未來也會被AI取代，蘇教授提醒人文社會學者應以更高的角度來看待AI

帶來的衝擊，作為教育者要預先為學生思考他們未來的職業範疇。接續的林文源教授

表示AI不只是科技，而是科技社會的複合體，我們在看待一個新技術時，不能脫離

社會想像或是社會既存的脈絡。林教授提醒我們該用平衡的角度來思考AI「能」與

「不能」，以醫療社會學（medical sociology, MS）為例便可分為四個層次：MS 

in AI, MS of AI, MS by AI, MS for AI。AI發展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並帶來新的醫

療與社會議題，然研究者仍須謹慎看待既有問題以及無法展現於海量數據的隱匿現實

。作為本場次之壓軸，林教授提出結語：AI科技是醫療的一環，醫療是健康照護體

系的一環，健康照護體系是社會的一環；AI的發展應該是朝向體系，考量健康整體

而非疾病、醫療技術，朝向價值而非產值，朝向照護（care）不只治療（cure）。

　　本次活動，透過各領域學者豐富多元的報告，及其與現場與會來賓廣泛深入且熱

烈的對談後，劃下句點。本次對談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哲學界的互動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也期許，本次活動僅是播下種子，供國內產官學界，一起

構思AI時代下，新科技對於人文社會的衝擊，及我國政府科技政策各種選項的利弊

得失！

與會貴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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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技術的提升，機器人不但將引導下

一波產業變革，並終將融入人類生活，而使人類社會預計最快於2030年代進入人機

共存社會。有別於傳統上從事生產與製造的工業型機器人（industrial robots），下

個世代的服務型機器人（service robots）將因其多功能性，而廣泛地進入人類的商

業與家庭生活。然因服務型機器人所擁有的自主性（autonomy），將造成不可預知

的風險。此外，關於人類行為（網路商業活動、金融、健康、教育）之資料，以數位

的形式儲存於結構或非結構的資料庫中，使透過數據的蒐集、儲存、演算與連結，進

行表徵或推理，以預測或模仿人類行為的技術逐漸成熟。AI與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

與結合，將對人類整體帶來廣泛的效益，卻也因其可能改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生活模式，面臨許多倫理挑戰。

　　因此如何透過法律、系統程式設定與市場誘因等機制，設定人工智慧安全概念，

以事前與事後的角度，分配風險與釐清責任歸屬，成為全球人文社會領域共同面對的

難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2018年，就法學、哲學、社會議題等研究領

域，如何在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效益下，同時維護人性尊嚴、平等權與隱私權等價值，

假2018年9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AI與法律、

哲學、社會議題跨領域對談。本次對談共分為四個場次，主題分別為：AI帶給人文

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金融科技、自駕車與醫療照護。

　　第一場次，科技部人社中心邀請到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先生，及日

本東北大學前沿學際科學研究所翁岳暄助理教授進行兩場主題演講。杜先生以「AI

帶給人文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為題進行演講，其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關鍵在

於資料蒐集與演算法的創新，目前資料可由雲端及物聯網設備快速累積，結合我們高

素質的人力資源及軟硬體的研發經驗，有利於安全且有效率地進行演算法創新，至於

具競爭優勢的領域則是智慧醫療、智慧城市及人機互動等。

　　翁教授的演講主題則是「東亞的人工智慧法律：機遇與挑戰」。翁教授的研究興

趣是希望透過工程師的視野，思考何謂人工智慧的自然法。目前可遵循的路徑則是

IEEE的倫理規範準則設計（IEEE’s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他以開放組織

風險（Open-Texture Risk）做為一般機器與智能化機器的分水嶺，論述當人工智慧

的發展越過歧異點（singularity）且歷經一段時間後，將提升為超智慧（superin-

telligence），此時的人工智慧因存在終極理性而無立法需求。但自超越歧異點起，

機器人便具有自我意識，故機器人應該具備道德地位，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是否要賦予

其法律地位及何種法律地位？短期內須考慮的問題則為針對有自律行為，但無自我意

識的機器人，如何建構與人類共存的一套法律體系？最後，翁教授的結論有三：1.機

器人法律仍須關注安全與道德的議題；2.長遠來看，則需發掘人工智慧的自然法，且

跨領域合作將不可避免；3.思考人機共存的東亞社會中，我們的核心價值為何？

　　第二場次以金融科技為主題，進行跨領域對談。在臺大邵慶平教授的主持下，共

邀請到清大鍾偉和教授、成大顏盟峰教授、輔大吳宗昇教授、世新黃相博教授進行橫

跨電機、法律、金融以及社會研究領域的對談。

　　鍾偉和教授指出：Fintech將使payment的效率提高、解決保險公司面對的逆選

擇和被保人的道德危機、與自動交易系統的無風險套利導致股票市場的暴漲暴跌。然

而 ICT的引進，將造成資本市場的軍備競賽與無謂的資源浪費、並且對弱勢投資人

與散戶形成不公平競爭。此外，鍾教授也認為：以AI和machine learning技術進行

credit rating雖然已具備相當準確度，但可能造成 Privacy, Legal Compliance, 

Economic Efficiency,與弱勢群體借不到錢等問題。最後，其提到若Bitcoin等

blockchain電磁紀錄成為真正的貨幣，則因Bitcoin的帳戶完全匿名，將對隱私權、

央行的政策工具與追蹤犯罪造成重大的影響與衝擊，需即早規劃因應。

　　顏盟峰教授介紹科技部工程司，在2016年下旬call for paper會議達成的五個跨

領域研究。接著以期刊文章Sutton, Holt, and Arnold (2016)說明，過去30年許多會

計師事務所持續將人工智慧技術嵌入整體的查帳支援系統協助查帳的運作經驗。並以

1980年代以來的人工神經網絡的炒作曲線舉例說明，強調2006年深度神經網絡（

DNN）的發展與深度學習及運算能力的提升，使AI蓬勃發展。其中AI運用在智慧醫

療、智慧製造值得期待，在經濟財務的運用尚在評估，而目前Gartner在2018年分析

出來的趨勢之一為AI的普及化、大眾化。最後顏盟峰教授簡略回顧AI技術於財務和

會計主流的文獻發展，包括 textual mining、machine learning在經濟計量分析的運

用、與AI在金融／保險產業的數個重要應用。

　　吳宗昇副教授則以社會學的角度，簡介150年來金融技術革新，並引導出其所產

生的社會系統性災害，包括臺灣的消費者貸款危機、雷曼兄弟與次級房貸危機、

TRF人民幣遠期外匯商品對臺灣中、小企業的危害、與P2P網路個人貸款的問題。然

後，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on finance）的定義與實際例子，並強調普惠金融只需要

低階的AI技術，但重要的是兩者結合後如何影響社會制度與公平、正義的原則的改

變；緊接著，其說明臺灣普惠金融目前可見的需求，並解釋可能因為金融技術的發展

對於獲利率低的市場不感到興趣，導致全球普惠金融發展緩慢。最後吳副教授呼籲：

AI的發展，應朝加強經濟系統、破產保護、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設計，並透過特殊產

品設計、金融災害控制、貧困者保護提供弱勢團體協助，避免進一步危急平等價值。

　　黃相博助理教授則以金管會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與數位化資訊傳遞，與歐盟個人

資料保護基本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下稱GDPR）的關聯性

為題，進行政策分析。黃教授介紹歐盟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的規範的歷史沿革與適用

爭議，包含The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2）與 GDPR，及其相

關內容。黃教授指出：PSD2主要是以第三方支付公司為規範核心，GDPR則以資料

主體，亦即，客戶端為規範核心。兩規範間因立法目的不同，在實際適用上，可能衍

生爭議處，主要落在GDPR新增賦予的當事人權利，包含：匿名化（去識別化）、被

遺忘權、與拒絕權等。黃教授建議我國金管會與立法者，未來對於GDPR的規範，在

國內立法與解釋應用上，應「原則適用，例外排除」。意即一般情況下，GDPR適用

於金融業上，僅在我國產業界有特殊情況時，例外以立法或行政解釋排除GDPR的適

用。 

　　第三場次的主題為：自動駕駛。由李建良教授擔任主持人。李教授在開場時指出

：隨著AI與自動駕駛的發展，如何確保人的理性與尊嚴，是我們這個世代共同面對

的課題。第三場次共邀請四位具有關法律與哲學背景的講者，分別就自駕車對於公法

、民法、刑法與哲學等面向的衝擊挑戰與未來展望，進行報告與對談。

　　劉靜怡教授對於AI與自動駕駛在法律層面所面對的困境，歸納出五大難題：何

以人工智慧有規範需求？自動駕駛是否已是倫理與法律對話成熟的領域？我們如何處

理各國與各人間倫理評價不一的困境？法律規範的原則應如何隨著科技演進？在法律

監督下，自動駕駛演算法的未來發展？

　　謝世民教授則在自駕車倫理學層面，就如何製造出契合人類價值觀的智能機（

intelligent machines）？提出兩個具體建議：1.自動駕駛車上，應內建安裝客製化

的倫理系統。2.鑑於德國聯邦政府自駕車倫理委員會已於2017年提出20點提議（

Ethics Commission: Automated and Connected Driving, report, Federal Minis-

ter of Transpor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June 2017），臺灣產官學界宜儘速研

擬符合臺灣社會文化脈絡的倫理規則，以資參照。

　　而薛智仁教授就自駕車的設計、製造、銷售與使用，可能面臨的刑事法咎責風險

，指出：雖然目前德國有不少刑法學者，鑑於自駕車能大幅降低肇事率，以及程式設

計者或製造者的決策情境和人為駕駛不同，而主張自駕車的設計或製造者，宜適用義

務衝突或容許風險等法律概念，放寬刑法緊急避難要件，以減低受到刑事追訴的風險

。然薛教授指出：基於對人性尊嚴與個人自主原則的尊重，刑事法的評價標準，不應

該降低。因此，自駕車不得在緊急狀態下，造成他人死亡或重大傷害。且刑事法宜課

以設計者、製造者與銷售者，完整告知駕駛與乘客相關系統設計風險之義務，以保障

人的自主選擇權利與人性尊嚴。

　　陳忠五教授則就自駕車在民事法體系的未來，提出3點具體建議：首先，機器人

與自動駕駛，仍然不具備近代法民事法的人格主體地位。雖然近代民法體系發展，將

「人」的定義朝向功能性概念方向發展，將人的概念抽象化，包含法人以及物的擬人

化。但現今各國的民法體系，對於機器人（自動車）仍然認為僅具備物的地位。此外

，陳教授認為自駕車應有責任嚴格化的必要。亦即，歸責對象以有管領權限者為要件

。最後，陳教授認為為落實損害填補原則，未來我國應該在自駕車領域，揚棄行為責

任思考，轉而以損害保險、人身、財產等商業、社會、責任保險，或擔保基金的方式

，來分散AI與自駕車所帶來各種不可預見的風險。最後，陳教授認為：自動車對民

事法的衝擊有限。民事法僅需在個別規定和用語重新調整，即可在新的AI時代中，

有新的生命力。

　　第四場次，則是以醫療照護為跨領域對談主題，由吳嘉苓教授擔任本場次主持人

。吳嘉苓教授指出「健康照護」的議題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此對談目的不僅

想解決AI帶來的衝擊，同時期望人文社會研究能讓AI發展得更好，因此特邀四位具

相關背景的講者參與對談。

　　郭博昭教授提及今年四月臺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高齡者罹患慢性病比例高，為

了醫院人滿為患的問題，郭教授利用電腦實體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發展醫療物聯網技術（medical internet of things），以他開發的儀器為例說明資

料上傳至雲端後讓AI分類使用者是否需要醫療介入，再由服務中心介紹需要就診的

人到醫院去。郭文華教授承接此技術議題，提出我們須以STS（science, technolo-

gy and society）的角度看待技術物與社會網路的關係，AI讓人即時得到醫療介入，

但標示人可能又會產生「汙名化」風險。對AI醫療過度的期望反讓人們忽略懸而未

決之醫療困境，而健康科技的研發經費與成果考核標準仍待考量。郭文華教授認為

AI革命不是大方向，而是細部的、有脈絡性的改革，並要回歸醫療的平等性與個人

性。

　　醫學是高度複雜的領域，蘇奕彰教授認為AI產業進入醫療領域是避免不了的市

場機制，發展速度快慢端看市場大小。蘇教授秉持教出好醫生才能治百病，然現在

AI只要更新資料庫就能當好醫生，許多現象顯示價值觀與教育系統將逐漸改變，教

師與醫師在未來也會被AI取代，蘇教授提醒人文社會學者應以更高的角度來看待AI

帶來的衝擊，作為教育者要預先為學生思考他們未來的職業範疇。接續的林文源教授

表示AI不只是科技，而是科技社會的複合體，我們在看待一個新技術時，不能脫離

社會想像或是社會既存的脈絡。林教授提醒我們該用平衡的角度來思考AI「能」與

「不能」，以醫療社會學（medical sociology, MS）為例便可分為四個層次：MS 

in AI, MS of AI, MS by AI, MS for AI。AI發展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並帶來新的醫

療與社會議題，然研究者仍須謹慎看待既有問題以及無法展現於海量數據的隱匿現實

。作為本場次之壓軸，林教授提出結語：AI科技是醫療的一環，醫療是健康照護體

系的一環，健康照護體系是社會的一環；AI的發展應該是朝向體系，考量健康整體

而非疾病、醫療技術，朝向價值而非產值，朝向照護（care）不只治療（cure）。

　　本次活動，透過各領域學者豐富多元的報告，及其與現場與會來賓廣泛深入且熱

烈的對談後，劃下句點。本次對談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哲學界的互動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也期許，本次活動僅是播下種子，供國內產官學界，一起

構思AI時代下，新科技對於人文社會的衝擊，及我國政府科技政策各種選項的利弊

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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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技術的提升，機器人不但將引導下

一波產業變革，並終將融入人類生活，而使人類社會預計最快於2030年代進入人機

共存社會。有別於傳統上從事生產與製造的工業型機器人（industrial robots），下

個世代的服務型機器人（service robots）將因其多功能性，而廣泛地進入人類的商

業與家庭生活。然因服務型機器人所擁有的自主性（autonomy），將造成不可預知

的風險。此外，關於人類行為（網路商業活動、金融、健康、教育）之資料，以數位

的形式儲存於結構或非結構的資料庫中，使透過數據的蒐集、儲存、演算與連結，進

行表徵或推理，以預測或模仿人類行為的技術逐漸成熟。AI與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

與結合，將對人類整體帶來廣泛的效益，卻也因其可能改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生活模式，面臨許多倫理挑戰。

　　因此如何透過法律、系統程式設定與市場誘因等機制，設定人工智慧安全概念，

以事前與事後的角度，分配風險與釐清責任歸屬，成為全球人文社會領域共同面對的

難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2018年，就法學、哲學、社會議題等研究領

域，如何在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效益下，同時維護人性尊嚴、平等權與隱私權等價值，

假2018年9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AI與法律、

哲學、社會議題跨領域對談。本次對談共分為四個場次，主題分別為：AI帶給人文

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金融科技、自駕車與醫療照護。

　　第一場次，科技部人社中心邀請到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先生，及日

本東北大學前沿學際科學研究所翁岳暄助理教授進行兩場主題演講。杜先生以「AI

帶給人文社會研究的挑戰與研究議題」為題進行演講，其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關鍵在

於資料蒐集與演算法的創新，目前資料可由雲端及物聯網設備快速累積，結合我們高

素質的人力資源及軟硬體的研發經驗，有利於安全且有效率地進行演算法創新，至於

具競爭優勢的領域則是智慧醫療、智慧城市及人機互動等。

　　翁教授的演講主題則是「東亞的人工智慧法律：機遇與挑戰」。翁教授的研究興

趣是希望透過工程師的視野，思考何謂人工智慧的自然法。目前可遵循的路徑則是

IEEE的倫理規範準則設計（IEEE’s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他以開放組織

風險（Open-Texture Risk）做為一般機器與智能化機器的分水嶺，論述當人工智慧

的發展越過歧異點（singularity）且歷經一段時間後，將提升為超智慧（superin-

telligence），此時的人工智慧因存在終極理性而無立法需求。但自超越歧異點起，

機器人便具有自我意識，故機器人應該具備道德地位，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是否要賦予

其法律地位及何種法律地位？短期內須考慮的問題則為針對有自律行為，但無自我意

識的機器人，如何建構與人類共存的一套法律體系？最後，翁教授的結論有三：1.機

器人法律仍須關注安全與道德的議題；2.長遠來看，則需發掘人工智慧的自然法，且

跨領域合作將不可避免；3.思考人機共存的東亞社會中，我們的核心價值為何？

　　第二場次以金融科技為主題，進行跨領域對談。在臺大邵慶平教授的主持下，共

邀請到清大鍾偉和教授、成大顏盟峰教授、輔大吳宗昇教授、世新黃相博教授進行橫

跨電機、法律、金融以及社會研究領域的對談。

　　鍾偉和教授指出：Fintech將使payment的效率提高、解決保險公司面對的逆選

擇和被保人的道德危機、與自動交易系統的無風險套利導致股票市場的暴漲暴跌。然

而 ICT的引進，將造成資本市場的軍備競賽與無謂的資源浪費、並且對弱勢投資人

與散戶形成不公平競爭。此外，鍾教授也認為：以AI和machine learning技術進行

credit rating雖然已具備相當準確度，但可能造成 Privacy, Legal Compliance, 

Economic Efficiency,與弱勢群體借不到錢等問題。最後，其提到若Bitcoin等

blockchain電磁紀錄成為真正的貨幣，則因Bitcoin的帳戶完全匿名，將對隱私權、

央行的政策工具與追蹤犯罪造成重大的影響與衝擊，需即早規劃因應。

　　顏盟峰教授介紹科技部工程司，在2016年下旬call for paper會議達成的五個跨

領域研究。接著以期刊文章Sutton, Holt, and Arnold (2016)說明，過去30年許多會

計師事務所持續將人工智慧技術嵌入整體的查帳支援系統協助查帳的運作經驗。並以

1980年代以來的人工神經網絡的炒作曲線舉例說明，強調2006年深度神經網絡（

DNN）的發展與深度學習及運算能力的提升，使AI蓬勃發展。其中AI運用在智慧醫

療、智慧製造值得期待，在經濟財務的運用尚在評估，而目前Gartner在2018年分析

出來的趨勢之一為AI的普及化、大眾化。最後顏盟峰教授簡略回顧AI技術於財務和

會計主流的文獻發展，包括 textual mining、machine learning在經濟計量分析的運

用、與AI在金融／保險產業的數個重要應用。

　　吳宗昇副教授則以社會學的角度，簡介150年來金融技術革新，並引導出其所產

生的社會系統性災害，包括臺灣的消費者貸款危機、雷曼兄弟與次級房貸危機、

TRF人民幣遠期外匯商品對臺灣中、小企業的危害、與P2P網路個人貸款的問題。然

後，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on finance）的定義與實際例子，並強調普惠金融只需要

低階的AI技術，但重要的是兩者結合後如何影響社會制度與公平、正義的原則的改

變；緊接著，其說明臺灣普惠金融目前可見的需求，並解釋可能因為金融技術的發展

對於獲利率低的市場不感到興趣，導致全球普惠金融發展緩慢。最後吳副教授呼籲：

AI的發展，應朝加強經濟系統、破產保護、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設計，並透過特殊產

品設計、金融災害控制、貧困者保護提供弱勢團體協助，避免進一步危急平等價值。

　　黃相博助理教授則以金管會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與數位化資訊傳遞，與歐盟個人

資料保護基本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下稱GDPR）的關聯性

為題，進行政策分析。黃教授介紹歐盟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的規範的歷史沿革與適用

爭議，包含The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2）與 GDPR，及其相

關內容。黃教授指出：PSD2主要是以第三方支付公司為規範核心，GDPR則以資料

主體，亦即，客戶端為規範核心。兩規範間因立法目的不同，在實際適用上，可能衍

生爭議處，主要落在GDPR新增賦予的當事人權利，包含：匿名化（去識別化）、被

遺忘權、與拒絕權等。黃教授建議我國金管會與立法者，未來對於GDPR的規範，在

國內立法與解釋應用上，應「原則適用，例外排除」。意即一般情況下，GDPR適用

於金融業上，僅在我國產業界有特殊情況時，例外以立法或行政解釋排除GDPR的適

用。 

　　第三場次的主題為：自動駕駛。由李建良教授擔任主持人。李教授在開場時指出

：隨著AI與自動駕駛的發展，如何確保人的理性與尊嚴，是我們這個世代共同面對

的課題。第三場次共邀請四位具有關法律與哲學背景的講者，分別就自駕車對於公法

、民法、刑法與哲學等面向的衝擊挑戰與未來展望，進行報告與對談。

　　劉靜怡教授對於AI與自動駕駛在法律層面所面對的困境，歸納出五大難題：何

以人工智慧有規範需求？自動駕駛是否已是倫理與法律對話成熟的領域？我們如何處

理各國與各人間倫理評價不一的困境？法律規範的原則應如何隨著科技演進？在法律

監督下，自動駕駛演算法的未來發展？

　　謝世民教授則在自駕車倫理學層面，就如何製造出契合人類價值觀的智能機（

intelligent machines）？提出兩個具體建議：1.自動駕駛車上，應內建安裝客製化

的倫理系統。2.鑑於德國聯邦政府自駕車倫理委員會已於2017年提出20點提議（

Ethics Commission: Automated and Connected Driving, report, Federal Minis-

ter of Transpor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June 2017），臺灣產官學界宜儘速研

擬符合臺灣社會文化脈絡的倫理規則，以資參照。

　　而薛智仁教授就自駕車的設計、製造、銷售與使用，可能面臨的刑事法咎責風險

，指出：雖然目前德國有不少刑法學者，鑑於自駕車能大幅降低肇事率，以及程式設

計者或製造者的決策情境和人為駕駛不同，而主張自駕車的設計或製造者，宜適用義

務衝突或容許風險等法律概念，放寬刑法緊急避難要件，以減低受到刑事追訴的風險

。然薛教授指出：基於對人性尊嚴與個人自主原則的尊重，刑事法的評價標準，不應

該降低。因此，自駕車不得在緊急狀態下，造成他人死亡或重大傷害。且刑事法宜課

以設計者、製造者與銷售者，完整告知駕駛與乘客相關系統設計風險之義務，以保障

人的自主選擇權利與人性尊嚴。

　　陳忠五教授則就自駕車在民事法體系的未來，提出3點具體建議：首先，機器人

與自動駕駛，仍然不具備近代法民事法的人格主體地位。雖然近代民法體系發展，將

「人」的定義朝向功能性概念方向發展，將人的概念抽象化，包含法人以及物的擬人

化。但現今各國的民法體系，對於機器人（自動車）仍然認為僅具備物的地位。此外

，陳教授認為自駕車應有責任嚴格化的必要。亦即，歸責對象以有管領權限者為要件

。最後，陳教授認為為落實損害填補原則，未來我國應該在自駕車領域，揚棄行為責

任思考，轉而以損害保險、人身、財產等商業、社會、責任保險，或擔保基金的方式

，來分散AI與自駕車所帶來各種不可預見的風險。最後，陳教授認為：自動車對民

事法的衝擊有限。民事法僅需在個別規定和用語重新調整，即可在新的AI時代中，

有新的生命力。

　　第四場次，則是以醫療照護為跨領域對談主題，由吳嘉苓教授擔任本場次主持人

。吳嘉苓教授指出「健康照護」的議題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此對談目的不僅

想解決AI帶來的衝擊，同時期望人文社會研究能讓AI發展得更好，因此特邀四位具

相關背景的講者參與對談。

　　郭博昭教授提及今年四月臺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高齡者罹患慢性病比例高，為

了醫院人滿為患的問題，郭教授利用電腦實體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發展醫療物聯網技術（medical internet of things），以他開發的儀器為例說明資

料上傳至雲端後讓AI分類使用者是否需要醫療介入，再由服務中心介紹需要就診的

人到醫院去。郭文華教授承接此技術議題，提出我們須以STS（science, technolo-

gy and society）的角度看待技術物與社會網路的關係，AI讓人即時得到醫療介入，

但標示人可能又會產生「汙名化」風險。對AI醫療過度的期望反讓人們忽略懸而未

決之醫療困境，而健康科技的研發經費與成果考核標準仍待考量。郭文華教授認為

AI革命不是大方向，而是細部的、有脈絡性的改革，並要回歸醫療的平等性與個人

性。

　　醫學是高度複雜的領域，蘇奕彰教授認為AI產業進入醫療領域是避免不了的市

場機制，發展速度快慢端看市場大小。蘇教授秉持教出好醫生才能治百病，然現在

AI只要更新資料庫就能當好醫生，許多現象顯示價值觀與教育系統將逐漸改變，教

師與醫師在未來也會被AI取代，蘇教授提醒人文社會學者應以更高的角度來看待AI

帶來的衝擊，作為教育者要預先為學生思考他們未來的職業範疇。接續的林文源教授

表示AI不只是科技，而是科技社會的複合體，我們在看待一個新技術時，不能脫離

社會想像或是社會既存的脈絡。林教授提醒我們該用平衡的角度來思考AI「能」與

「不能」，以醫療社會學（medical sociology, MS）為例便可分為四個層次：MS 

in AI, MS of AI, MS by AI, MS for AI。AI發展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並帶來新的醫

療與社會議題，然研究者仍須謹慎看待既有問題以及無法展現於海量數據的隱匿現實

。作為本場次之壓軸，林教授提出結語：AI科技是醫療的一環，醫療是健康照護體

系的一環，健康照護體系是社會的一環；AI的發展應該是朝向體系，考量健康整體

而非疾病、醫療技術，朝向價值而非產值，朝向照護（care）不只治療（cure）。

　　本次活動，透過各領域學者豐富多元的報告，及其與現場與會來賓廣泛深入且熱

烈的對談後，劃下句點。本次對談延展了國內對於科技與法律、社會、哲學界的互動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也期許，本次活動僅是播下種子，供國內產官學界，一起

構思AI時代下，新科技對於人文社會的衝擊，及我國政府科技政策各種選項的利弊

得失！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活動影片網址：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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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史對《周易》研究帶來的啟發

作者／李忠達（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李忠達，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專長為宋明理學、莊子、

      周易、禪宗、內丹，興趣聚焦在各種宗教教義、儀式和文化的互動和比較研究，並嘗試探索人類宗教

      現象的心理動機和歷史變化。博士論文題目為《擁抱禪悟：晚明越中地區王學的思想和佛教信仰》，

      專書著有《藥地炮莊校注》，文章可見於《清華學報》、《正學》、《中國文學研究》等期刊。目前

      正著手撰寫《周易時論合編校注》，預計於2019年出版。

　　　編按：李忠達博士研究領域為宋明理學、莊子、周易、禪宗、內丹等議題，此次特邀請他撰寫文章，

       分享研究成果。

　　現代學科意義中的「數學」（mathematics），是李善蘭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時採

用的名詞，在古代中國則稱之為「算術」。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體系中，數學並沒

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學問分類，而是散見於經部小學、子部天文和數術學等學科之中，

是一附屬性質的子學科。在「算術」方面，中國數學長於解決方田、粟米、濬川、土

圭、度晷等應用問題，在圓周率的計算、代數學等方面也有頗深的造詣；但是讓數學

史家驚訝的是，中國數學經常與山醫命卜相等數術理論掛勾，蘊藏著溝通神明、預知

未來、改運造命的內涵。這一部分的內容，和古代以蓍草卜卦的風俗以及《周易》的

誕生有關，並且繼續影響日後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周易》圖象學。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數學卷研究中國算術的起源，發現「算」字的竹字頭

表示「計曆數的算籌」，另外一種寫法「祘」則「肯定是出自計算和算命的關係」，

而且「算和數這兩個字經常帶有預卜未來的意味」。  這些說法可以在許慎《說文解

字》對數、計、算、筭、祘的定義中得到證實。曾擔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郁也

指出，中國古代的數學包括算數、數字學和數術三個部分，經常混合使用，算數方面

以《周髀算經》《孫子算經》《九章算數》等書為代表，數字學則來自於《周易．繫

辭傳》中的天地之數與《河圖》《洛書》所構成的魔方陣（magic square），數術則

從早期的《周易》卦象、蓍草占卜到日後的六壬、遁甲、太乙神數、紫微斗數等占卜

之數皆屬之。

　　事實上，早在先秦兩漢的人已經開始萌生數學起源於《周易》的意識，並且著手

開始將其理論化。如《左傳》說：「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  象是龜甲鑽孔燒灼而產生的裂紋，數是蓍草的數量。換言之，

先秦時代已經將這一套「象」與「數」的關係，建立在具體占卜工具的形象和數量

上。《後漢書．律曆志》繼承《左傳》的概念，主張算術源自於《周易》的傳統，把

十進位制的一、十、百、千、萬當作數字運算通用的標記單位，並且把律、度、量、

衡、曆等領域都當成算術應用的範圍。

　　現代數學家對數術多半不感興趣，或者立基於啟蒙理性的立場將其斥之為古代迷

信，因此這部分的研究往往遭到學者忽略。中國的數學史家如李儼、錢寶琮，到師從

李儼的杜石然，以及李繼閔等人，強烈批判古代「數學」中所蘊藏的「象數神祕主

義」，斥之為「唯心主義」的糟粕。  這反映出受到馬列主義、唯物主義思想以及現

代西方數學觀念影響的數學家們，對於非物質的、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傳統多半視為

迷信而加以排斥。不過，晚近的科學史家開始重視數學中的數術內容，這使得「內

算」和「外算」這一對概念開始重新浮出檯面。

　　「內算」與「外算」是南宋數學家秦九韶在《數學九章》中提出來的觀念。外算

就是我們熟知的算術，其功能在於「經世務，類萬物」；內算則是太乙神數、六壬神

課、奇門遁甲等數術技巧，其功能在於「通神明、順性命」。  秦九韶很明確的推崇

內算的地位，並且用《數學九章》的第一章撰寫〈蓍卦發微〉，用同餘式的概念重新

詮釋蓍草占卜的問題。不只是數學家秦九韶推崇內算，並試圖把《周易》占卜的技巧

和數學連上關係；在宋代圖書象數學發展流行的背景下，丁易東的《大衍索隱》也嘗

試結合圖象學和數學的傳統，將《周易》的先天八卦和大衍之數重新排列為數學的魔

方陣。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不是每一位數學家都像秦九韶一樣推崇數學的內算，也有

數學家反對讓算術和數術內容掛勾，不過嘗試結合數學和《周易》圖書學的學者始終

存在。這也提醒現代學者在研究古代數學時，需要謹慎避免以今律古的陷阱，正視內

算傳統的影響力。

　　值得重新思考的是，數學和《周易》兩種學科的結合，對於雙方而言具有什麼價

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總論《易》學流派時提出的「兩派六宗」說，指的是象

數學和義理學，並不包含數學在內。在傳統中國學術的分類中，《周易》是經部重要

的典籍，而算術卻不獨立為一門學問，兩者地位差距很大。儘管旁及天文、地理、樂

律、兵法、韻學、算術，甚至道教內外丹等學說，都可以比附《周易》經文，但是始

終不能和《周易》的地位平等看待。

　　對於《周易》學家來說，把數學納入易學的範圍內，可以佐證《周易》對天道的

描述為真，並說明《周易》的原理可以應用到現實世界中的各個領域。對於數學家來

說，《周易》的宇宙論、倫理學、歷史觀，以及它具有占卜未來的特性，可以賦予數

學一種神祕的意義，象徵著掌握數學即可通於神明，進而領悟宇宙的奧秘。在此背景

下，《周易．繫辭傳》的「極數知來」可以被詮釋為通過數學推演來掌握事物將來的

發展，即使是簡單的自然數四則運算，《周易》蘊含的神祕意涵也可以通過數字滲透

到各種事物之上。

　　這種思維方式，接近於列維．布留爾所說的神祕的「互滲」。無論使用何種數字

運算的手法，神秘的意義都可以透過數字不斷轉移、感應到客體存在物，此時認知事

物的重點不在於自然現象的歸納，而在於認識其內在的神秘屬性。另一方面，數學家

的水平越高，也越能藉著數學而擴張《周易》對物理現象的解釋能力，因而使數學與

《周易》形成一種互惠的關係。

　　總而言之，中國的數學永遠都包含著算數和數術、內算與外算兩種內容，並且從

未因為部分人物的排斥而將兩者歧而為二。這種在科學知識中融入神秘意義的思維方

式，並不只發生在中國數學的研究上，不過《周易》仍然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可以促

使我們去反省這種思維方式可以在一個文化傳統中，如何影響到哲學、宗教和科學各

個知識領域的追求。

1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數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0年），頁8-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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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學科意義中的「數學」（mathematics），是李善蘭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時採

用的名詞，在古代中國則稱之為「算術」。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體系中，數學並沒

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學問分類，而是散見於經部小學、子部天文和數術學等學科之中，

是一附屬性質的子學科。在「算術」方面，中國數學長於解決方田、粟米、濬川、土

圭、度晷等應用問題，在圓周率的計算、代數學等方面也有頗深的造詣；但是讓數學

史家驚訝的是，中國數學經常與山醫命卜相等數術理論掛勾，蘊藏著溝通神明、預知

未來、改運造命的內涵。這一部分的內容，和古代以蓍草卜卦的風俗以及《周易》的

誕生有關，並且繼續影響日後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周易》圖象學。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數學卷研究中國算術的起源，發現「算」字的竹字頭

表示「計曆數的算籌」，另外一種寫法「祘」則「肯定是出自計算和算命的關係」，

而且「算和數這兩個字經常帶有預卜未來的意味」。  這些說法可以在許慎《說文解

字》對數、計、算、筭、祘的定義中得到證實。曾擔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郁也

指出，中國古代的數學包括算數、數字學和數術三個部分，經常混合使用，算數方面

以《周髀算經》《孫子算經》《九章算數》等書為代表，數字學則來自於《周易．繫

辭傳》中的天地之數與《河圖》《洛書》所構成的魔方陣（magic square），數術則

從早期的《周易》卦象、蓍草占卜到日後的六壬、遁甲、太乙神數、紫微斗數等占卜

之數皆屬之。

　　事實上，早在先秦兩漢的人已經開始萌生數學起源於《周易》的意識，並且著手

開始將其理論化。如《左傳》說：「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  象是龜甲鑽孔燒灼而產生的裂紋，數是蓍草的數量。換言之，

先秦時代已經將這一套「象」與「數」的關係，建立在具體占卜工具的形象和數量

上。《後漢書．律曆志》繼承《左傳》的概念，主張算術源自於《周易》的傳統，把

十進位制的一、十、百、千、萬當作數字運算通用的標記單位，並且把律、度、量、

衡、曆等領域都當成算術應用的範圍。

　　現代數學家對數術多半不感興趣，或者立基於啟蒙理性的立場將其斥之為古代迷

信，因此這部分的研究往往遭到學者忽略。中國的數學史家如李儼、錢寶琮，到師從

李儼的杜石然，以及李繼閔等人，強烈批判古代「數學」中所蘊藏的「象數神祕主

義」，斥之為「唯心主義」的糟粕。  這反映出受到馬列主義、唯物主義思想以及現

代西方數學觀念影響的數學家們，對於非物質的、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傳統多半視為

迷信而加以排斥。不過，晚近的科學史家開始重視數學中的數術內容，這使得「內

算」和「外算」這一對概念開始重新浮出檯面。

　　「內算」與「外算」是南宋數學家秦九韶在《數學九章》中提出來的觀念。外算

就是我們熟知的算術，其功能在於「經世務，類萬物」；內算則是太乙神數、六壬神

課、奇門遁甲等數術技巧，其功能在於「通神明、順性命」。  秦九韶很明確的推崇

內算的地位，並且用《數學九章》的第一章撰寫〈蓍卦發微〉，用同餘式的概念重新

詮釋蓍草占卜的問題。不只是數學家秦九韶推崇內算，並試圖把《周易》占卜的技巧

和數學連上關係；在宋代圖書象數學發展流行的背景下，丁易東的《大衍索隱》也嘗

試結合圖象學和數學的傳統，將《周易》的先天八卦和大衍之數重新排列為數學的魔

方陣。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不是每一位數學家都像秦九韶一樣推崇數學的內算，也有

數學家反對讓算術和數術內容掛勾，不過嘗試結合數學和《周易》圖書學的學者始終

存在。這也提醒現代學者在研究古代數學時，需要謹慎避免以今律古的陷阱，正視內

算傳統的影響力。

　　值得重新思考的是，數學和《周易》兩種學科的結合，對於雙方而言具有什麼價

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總論《易》學流派時提出的「兩派六宗」說，指的是象

數學和義理學，並不包含數學在內。在傳統中國學術的分類中，《周易》是經部重要

的典籍，而算術卻不獨立為一門學問，兩者地位差距很大。儘管旁及天文、地理、樂

律、兵法、韻學、算術，甚至道教內外丹等學說，都可以比附《周易》經文，但是始

終不能和《周易》的地位平等看待。

　　對於《周易》學家來說，把數學納入易學的範圍內，可以佐證《周易》對天道的

描述為真，並說明《周易》的原理可以應用到現實世界中的各個領域。對於數學家來

說，《周易》的宇宙論、倫理學、歷史觀，以及它具有占卜未來的特性，可以賦予數

學一種神祕的意義，象徵著掌握數學即可通於神明，進而領悟宇宙的奧秘。在此背景

下，《周易．繫辭傳》的「極數知來」可以被詮釋為通過數學推演來掌握事物將來的

發展，即使是簡單的自然數四則運算，《周易》蘊含的神祕意涵也可以通過數字滲透

到各種事物之上。

　　這種思維方式，接近於列維．布留爾所說的神祕的「互滲」。無論使用何種數字

運算的手法，神秘的意義都可以透過數字不斷轉移、感應到客體存在物，此時認知事

物的重點不在於自然現象的歸納，而在於認識其內在的神秘屬性。另一方面，數學家

的水平越高，也越能藉著數學而擴張《周易》對物理現象的解釋能力，因而使數學與

《周易》形成一種互惠的關係。

　　總而言之，中國的數學永遠都包含著算數和數術、內算與外算兩種內容，並且從

未因為部分人物的排斥而將兩者歧而為二。這種在科學知識中融入神秘意義的思維方

式，並不只發生在中國數學的研究上，不過《周易》仍然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可以促

使我們去反省這種思維方式可以在一個文化傳統中，如何影響到哲學、宗教和科學各

個知識領域的追求。

2

3

  數學、數字學、術數的分別，以及《河圖》《洛書》與數學魔方陣之關係，參何丙郁〈易數與傳

統科學的關係〉〈從科技史觀點談易數〉〈從另一觀點探討中國傳統科技的發展〉諸文（何丙郁《

何丙郁中國科技史論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98-238）。

2

  孔穎達《春秋左傳注疏》卷14（《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頁39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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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學科意義中的「數學」（mathematics），是李善蘭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時採

用的名詞，在古代中國則稱之為「算術」。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體系中，數學並沒

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學問分類，而是散見於經部小學、子部天文和數術學等學科之中，

是一附屬性質的子學科。在「算術」方面，中國數學長於解決方田、粟米、濬川、土

圭、度晷等應用問題，在圓周率的計算、代數學等方面也有頗深的造詣；但是讓數學

史家驚訝的是，中國數學經常與山醫命卜相等數術理論掛勾，蘊藏著溝通神明、預知

未來、改運造命的內涵。這一部分的內容，和古代以蓍草卜卦的風俗以及《周易》的

誕生有關，並且繼續影響日後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周易》圖象學。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數學卷研究中國算術的起源，發現「算」字的竹字頭

表示「計曆數的算籌」，另外一種寫法「祘」則「肯定是出自計算和算命的關係」，

而且「算和數這兩個字經常帶有預卜未來的意味」。  這些說法可以在許慎《說文解

字》對數、計、算、筭、祘的定義中得到證實。曾擔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郁也

指出，中國古代的數學包括算數、數字學和數術三個部分，經常混合使用，算數方面

以《周髀算經》《孫子算經》《九章算數》等書為代表，數字學則來自於《周易．繫

辭傳》中的天地之數與《河圖》《洛書》所構成的魔方陣（magic square），數術則

從早期的《周易》卦象、蓍草占卜到日後的六壬、遁甲、太乙神數、紫微斗數等占卜

之數皆屬之。

　　事實上，早在先秦兩漢的人已經開始萌生數學起源於《周易》的意識，並且著手

開始將其理論化。如《左傳》說：「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  象是龜甲鑽孔燒灼而產生的裂紋，數是蓍草的數量。換言之，

先秦時代已經將這一套「象」與「數」的關係，建立在具體占卜工具的形象和數量

上。《後漢書．律曆志》繼承《左傳》的概念，主張算術源自於《周易》的傳統，把

十進位制的一、十、百、千、萬當作數字運算通用的標記單位，並且把律、度、量、

衡、曆等領域都當成算術應用的範圍。

　　現代數學家對數術多半不感興趣，或者立基於啟蒙理性的立場將其斥之為古代迷

信，因此這部分的研究往往遭到學者忽略。中國的數學史家如李儼、錢寶琮，到師從

李儼的杜石然，以及李繼閔等人，強烈批判古代「數學」中所蘊藏的「象數神祕主

義」，斥之為「唯心主義」的糟粕。  這反映出受到馬列主義、唯物主義思想以及現

代西方數學觀念影響的數學家們，對於非物質的、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傳統多半視為

迷信而加以排斥。不過，晚近的科學史家開始重視數學中的數術內容，這使得「內

算」和「外算」這一對概念開始重新浮出檯面。

　　「內算」與「外算」是南宋數學家秦九韶在《數學九章》中提出來的觀念。外算

就是我們熟知的算術，其功能在於「經世務，類萬物」；內算則是太乙神數、六壬神

課、奇門遁甲等數術技巧，其功能在於「通神明、順性命」。  秦九韶很明確的推崇

內算的地位，並且用《數學九章》的第一章撰寫〈蓍卦發微〉，用同餘式的概念重新

詮釋蓍草占卜的問題。不只是數學家秦九韶推崇內算，並試圖把《周易》占卜的技巧

和數學連上關係；在宋代圖書象數學發展流行的背景下，丁易東的《大衍索隱》也嘗

試結合圖象學和數學的傳統，將《周易》的先天八卦和大衍之數重新排列為數學的魔

方陣。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不是每一位數學家都像秦九韶一樣推崇數學的內算，也有

數學家反對讓算術和數術內容掛勾，不過嘗試結合數學和《周易》圖書學的學者始終

存在。這也提醒現代學者在研究古代數學時，需要謹慎避免以今律古的陷阱，正視內

算傳統的影響力。

　　值得重新思考的是，數學和《周易》兩種學科的結合，對於雙方而言具有什麼價

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總論《易》學流派時提出的「兩派六宗」說，指的是象

數學和義理學，並不包含數學在內。在傳統中國學術的分類中，《周易》是經部重要

的典籍，而算術卻不獨立為一門學問，兩者地位差距很大。儘管旁及天文、地理、樂

律、兵法、韻學、算術，甚至道教內外丹等學說，都可以比附《周易》經文，但是始

終不能和《周易》的地位平等看待。

　　對於《周易》學家來說，把數學納入易學的範圍內，可以佐證《周易》對天道的

描述為真，並說明《周易》的原理可以應用到現實世界中的各個領域。對於數學家來

說，《周易》的宇宙論、倫理學、歷史觀，以及它具有占卜未來的特性，可以賦予數

學一種神祕的意義，象徵著掌握數學即可通於神明，進而領悟宇宙的奧秘。在此背景

下，《周易．繫辭傳》的「極數知來」可以被詮釋為通過數學推演來掌握事物將來的

發展，即使是簡單的自然數四則運算，《周易》蘊含的神祕意涵也可以通過數字滲透

到各種事物之上。

　　這種思維方式，接近於列維．布留爾所說的神祕的「互滲」。無論使用何種數字

運算的手法，神秘的意義都可以透過數字不斷轉移、感應到客體存在物，此時認知事

物的重點不在於自然現象的歸納，而在於認識其內在的神秘屬性。另一方面，數學家

的水平越高，也越能藉著數學而擴張《周易》對物理現象的解釋能力，因而使數學與

《周易》形成一種互惠的關係。

　　總而言之，中國的數學永遠都包含著算數和數術、內算與外算兩種內容，並且從

未因為部分人物的排斥而將兩者歧而為二。這種在科學知識中融入神秘意義的思維方

式，並不只發生在中國數學的研究上，不過《周易》仍然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可以促

使我們去反省這種思維方式可以在一個文化傳統中，如何影響到哲學、宗教和科學各

個知識領域的追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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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李儼、錢寶琮《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繼閔著

；曲安京、金英姬整理《算法的源流：東方古典數學的特徵》（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以

及杜石然《數學．歷史．社會》（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書。

4

  秦九韶《數學九章》（《叢書集成新編》第41冊，臺北：新文豐，1985年），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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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學科意義中的「數學」（mathematics），是李善蘭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時採

用的名詞，在古代中國則稱之為「算術」。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體系中，數學並沒

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學問分類，而是散見於經部小學、子部天文和數術學等學科之中，

是一附屬性質的子學科。在「算術」方面，中國數學長於解決方田、粟米、濬川、土

圭、度晷等應用問題，在圓周率的計算、代數學等方面也有頗深的造詣；但是讓數學

史家驚訝的是，中國數學經常與山醫命卜相等數術理論掛勾，蘊藏著溝通神明、預知

未來、改運造命的內涵。這一部分的內容，和古代以蓍草卜卦的風俗以及《周易》的

誕生有關，並且繼續影響日後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周易》圖象學。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數學卷研究中國算術的起源，發現「算」字的竹字頭

表示「計曆數的算籌」，另外一種寫法「祘」則「肯定是出自計算和算命的關係」，

而且「算和數這兩個字經常帶有預卜未來的意味」。  這些說法可以在許慎《說文解

字》對數、計、算、筭、祘的定義中得到證實。曾擔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郁也

指出，中國古代的數學包括算數、數字學和數術三個部分，經常混合使用，算數方面

以《周髀算經》《孫子算經》《九章算數》等書為代表，數字學則來自於《周易．繫

辭傳》中的天地之數與《河圖》《洛書》所構成的魔方陣（magic square），數術則

從早期的《周易》卦象、蓍草占卜到日後的六壬、遁甲、太乙神數、紫微斗數等占卜

之數皆屬之。

　　事實上，早在先秦兩漢的人已經開始萌生數學起源於《周易》的意識，並且著手

開始將其理論化。如《左傳》說：「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  象是龜甲鑽孔燒灼而產生的裂紋，數是蓍草的數量。換言之，

先秦時代已經將這一套「象」與「數」的關係，建立在具體占卜工具的形象和數量

上。《後漢書．律曆志》繼承《左傳》的概念，主張算術源自於《周易》的傳統，把

十進位制的一、十、百、千、萬當作數字運算通用的標記單位，並且把律、度、量、

衡、曆等領域都當成算術應用的範圍。

　　現代數學家對數術多半不感興趣，或者立基於啟蒙理性的立場將其斥之為古代迷

信，因此這部分的研究往往遭到學者忽略。中國的數學史家如李儼、錢寶琮，到師從

李儼的杜石然，以及李繼閔等人，強烈批判古代「數學」中所蘊藏的「象數神祕主

義」，斥之為「唯心主義」的糟粕。  這反映出受到馬列主義、唯物主義思想以及現

代西方數學觀念影響的數學家們，對於非物質的、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傳統多半視為

迷信而加以排斥。不過，晚近的科學史家開始重視數學中的數術內容，這使得「內

算」和「外算」這一對概念開始重新浮出檯面。

　　「內算」與「外算」是南宋數學家秦九韶在《數學九章》中提出來的觀念。外算

就是我們熟知的算術，其功能在於「經世務，類萬物」；內算則是太乙神數、六壬神

課、奇門遁甲等數術技巧，其功能在於「通神明、順性命」。  秦九韶很明確的推崇

內算的地位，並且用《數學九章》的第一章撰寫〈蓍卦發微〉，用同餘式的概念重新

詮釋蓍草占卜的問題。不只是數學家秦九韶推崇內算，並試圖把《周易》占卜的技巧

和數學連上關係；在宋代圖書象數學發展流行的背景下，丁易東的《大衍索隱》也嘗

試結合圖象學和數學的傳統，將《周易》的先天八卦和大衍之數重新排列為數學的魔

方陣。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不是每一位數學家都像秦九韶一樣推崇數學的內算，也有

數學家反對讓算術和數術內容掛勾，不過嘗試結合數學和《周易》圖書學的學者始終

存在。這也提醒現代學者在研究古代數學時，需要謹慎避免以今律古的陷阱，正視內

算傳統的影響力。

　　值得重新思考的是，數學和《周易》兩種學科的結合，對於雙方而言具有什麼價

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總論《易》學流派時提出的「兩派六宗」說，指的是象

數學和義理學，並不包含數學在內。在傳統中國學術的分類中，《周易》是經部重要

的典籍，而算術卻不獨立為一門學問，兩者地位差距很大。儘管旁及天文、地理、樂

律、兵法、韻學、算術，甚至道教內外丹等學說，都可以比附《周易》經文，但是始

終不能和《周易》的地位平等看待。

　　對於《周易》學家來說，把數學納入易學的範圍內，可以佐證《周易》對天道的

描述為真，並說明《周易》的原理可以應用到現實世界中的各個領域。對於數學家來

說，《周易》的宇宙論、倫理學、歷史觀，以及它具有占卜未來的特性，可以賦予數

學一種神祕的意義，象徵著掌握數學即可通於神明，進而領悟宇宙的奧秘。在此背景

下，《周易．繫辭傳》的「極數知來」可以被詮釋為通過數學推演來掌握事物將來的

發展，即使是簡單的自然數四則運算，《周易》蘊含的神祕意涵也可以通過數字滲透

到各種事物之上。

　　這種思維方式，接近於列維．布留爾所說的神祕的「互滲」。無論使用何種數字

運算的手法，神秘的意義都可以透過數字不斷轉移、感應到客體存在物，此時認知事

物的重點不在於自然現象的歸納，而在於認識其內在的神秘屬性。另一方面，數學家

的水平越高，也越能藉著數學而擴張《周易》對物理現象的解釋能力，因而使數學與

《周易》形成一種互惠的關係。

　　總而言之，中國的數學永遠都包含著算數和數術、內算與外算兩種內容，並且從

未因為部分人物的排斥而將兩者歧而為二。這種在科學知識中融入神秘意義的思維方

式，並不只發生在中國數學的研究上，不過《周易》仍然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可以促

使我們去反省這種思維方式可以在一個文化傳統中，如何影響到哲學、宗教和科學各

個知識領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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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1月至108年2月業務行事曆

　　107年11月

　　補助學術研習營：107年11月1日至107年11月30日

　　108年1月

　　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108年1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

　　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108年1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

　　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108年1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108年1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108年1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

　　108年2月

　　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108年1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境外學人來臺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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