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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陳愷璜校長：
談藝術教育與社會、產業的關聯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連繫為何？藝術大學在社會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又是甚麼？藝術

產業在臺灣的發展可以往甚麼方向前進？藝術大學的現況如何？藝術與科技又能迸出

何種火花？本次中心邀請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陳愷璜校長，希望他能以多年來身兼藝

術家及教育者的雙重身分，分享他對臺灣藝術教育的想法，以及藝術發展的看法。

　　大學社會責任（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臺灣高等教育目

前試圖落實的政策，也就是大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大學必須創造社會責任。然而，

陳校長點出，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就連最基本的，與大學最為攸關的大學法（或施行

細則）中，也並未提到大學與社會之間的具體法定關係。但是真的如普遍大眾都認

為，大學與社會的關係是不言自明的？

　　在此客觀環境下，教育部已責成各大學須承擔社會責任，但由於不清楚大學與社

會關係所具備的要件，對於學校的執行者而言，很難去定義個別學校的特殊角色。就

以北藝大為例，藝術大學在大學社會責任中，可以扮演甚麼積極角色？雖然尚沒有法

規的訂定，因此教育部容許大學去創造自己的角色。但角色的背後，事實上是關乎資

源分配的問題，所以往往會有許多模糊空間。因此面對現況，陳校長認為基於臺灣是

一個法治且具系統性的社會，應該要與時俱進的去定義高等教育機構與社會的基本且

具體關係。

　　但若不考慮此客觀環境，藝術大學的社會角色應該是甚麼？陳校長提出，以臺灣

與世界的連結關係去看待，他認為藝術大學應該落實的，是鋪陳「感性啟蒙」的階段

發展軸線或系統。感性啟蒙並非單一屬性的概念，而是需要發展出具當代感性認識的

批判思維，這部分也可以和教育部5年前推動的「美感教育」並置來看，都是感性啟

蒙必要推動的計畫。這些教育計畫，最終都必須回歸「藝術人文」或「藝術文化」來

談。

　　有名的廣告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就揭示如果沒有「人」，科技就只是一

個空洞的名詞。所以如何讓感性啟蒙系統化並放置在教育系統中，由下而上，從國

小、國中、高中、大學，乃至整個社會，需要不斷的耕耘建構。

　　陳校長認為大學可以扮演的社會責任，就是影響跟改變社會的責任。綜觀全臺灣

大學，包含教師、職員及學生，目前的總人數約略在130萬到140萬之間。所以感性

啟蒙並非虛無不可捉模，而是有130萬至140萬人之間的參與者，是具有改變社會的

基礎力量。回到北藝大自身來說，做為一個藝術大學，不僅是培養不同藝術領域的藝

術家，陳校長也希望可以將感性啟蒙與百餘年來發展的理性啟蒙相結合，在知性之

餘，讓感性認識也能在系統性的培育中，在這個時代發揮力量，並透過科技的進化傳

播，達成更好的效能。

　　談到藝術教育與產業的連結，陳校長基於自己兼有藝術家與教育家的身分，他坦

言這兩者的連結關係，是有相當虛構的成分存在。之所以會有此見解，是因為陳校長

認為臺灣的藝術教育中，並沒有對於產業架構化的認知。或著說，可以提出一個審慎

的問題，臺灣各大學，對於產業化是否具備pre-infrastructures的構建能力或是機

制？答案極有可能是沒有。

　　產業化並不是天生就存在，在發展一個展業的時候，就應該從訂定infrastruc-

tures開始，才能勾勒這個產業未來的樣貌，但臺灣的大學面對產業，並不見得具備

這樣的條件或能力。基此，陳校長認為可以由國家提供充足的經費，推動各大學進行

大學產業化的研究與提案。各大學針對各校特色，進行研究及實證、分析，並提出具

體可行的執行方案，才有可能建立教育與產業的連結。

　　舉例來說，就107年來看，臺灣的視覺藝術產業，年產值不到60億。就一個產業

來說，產值非常的稀少。即便綜觀全臺灣文創與藝術產業，107年總共也才8千多億

的年產值。對比韓國一年藝術相關產業總產值3.3兆，雖然也必須考量韓國國力編配

上的優勢，但產值的巨大落差，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因此若要談大學與產業的合作，還是必須研究周邊的環境與要件，以更深層的方

式重新定義跟鋪陳兩者的關聯。也藉由擾動原本的生態關係，重新定義建立產業的基

礎架構，如此，才有讓大學教育跨足產業的餘裕，同時也是幫助臺灣原有產業的改造

與升級。

　　就現在臺灣的藝術大學來看，目前共有四間藝術相關的學校，三間藝術大學及一

間戲曲學院。在教育部與文化部推動下，有許多整合的提議。不過整合通常較難由上

而下，而是先從底層溝通協調，再繼續後一步的整合才比較容易。就現狀而言，四間

學校的合作，仍是以點狀為主，例如師資共享，或是教學平臺、計畫四跨校合作，真

正實質性的整合合作並不多見。近幾年教育部有提供四校其他資源，支援四校的藝術

推廣。108年夏天前，即將有一場四校聯合展演，希望可以透過這次展演再次檢視四

校合作的可能。同時，四校校長也會不定時聚會討論彼此的合作空間，至於其他更全

面的合作計畫，陳校長認為還有一段路需要一起努力。

　　同時，在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藝術大學又在其中有甚麼作用？陳校長以北

藝大的發展來說，早在20年前，北藝大就曾經設立「科技藝術研究所」，後來改名為

「新媒體藝術學系」，而且也成立了「藝術與科技中心」，後來改名為「科技與藝術

中心」。目前，北藝大於107年12月動工，打造國內大學中第一間科技藝術館。所以

可以說北藝大對科技藝術領域，耕耘已久。陳校長認為，科技藝術能廣泛回應「人類

時代」（anthropocene）的必然性，當生活全面性跨到科技媒介所承載的便利、舒

適的生活方式，藝術在其中就扮演了關鍵地位。它導引了從技術到心智、從技術到精

神狀態的重要過程。正如正在建造中的科技藝術館，是北藝大醞釀了10年左右的構

想，初步規劃圖像辨識、行為科學、意識科學、劇場等場館。其中也加入目前全世界

都在關注的AI議題，設立一個AI人文中心，核心之一是希望AI可以成為誘發或啟發

‧訪問源起

　　人社中心將於6月8日在華山舉行一場文化與科技論壇，邀請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陳愷璜校長擔任主持人，

　　本中心特別專訪陳校長請教在當代的臺灣，藝術教育與社會、產業之間有哪些新的發展與契機。

藝術創作的路徑，從資料庫到大數據，這些資料如何去啟發不同的藝術創作，另一個

重點則是人格化與產業應用倫理，希望在AI人文中心激發不同的討論。科技藝術館

預計於109年年底完工，之後也考慮結合北藝大的音樂廳、舞蹈廳、戲劇廳、關渡美

術館等，希望可以讓這些場館連線，並預計推出導覽，讓社會大眾有機會走進後臺，

穿越不同的專業場域、場所、館廳，了解藝術是如何生產、如何培育，以及面臨的挑

戰。

　　陳校長稱此為，公民的藝術教育或社會的藝術教育，藉由實地走訪才能理解一個

表演背後，有聲音、角色、故事，以及演員辛苦的排練，最後成就觀眾所見的表演。

這也呼應到陳校長提出藝術大學的社會責任，即是影響與改變社會，希望可以透過這

樣的方式，影響並改變社會大眾對藝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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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連繫為何？藝術大學在社會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又是甚麼？藝術

產業在臺灣的發展可以往甚麼方向前進？藝術大學的現況如何？藝術與科技又能迸出

何種火花？本次中心邀請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陳愷璜校長，希望他能以多年來身兼藝

術家及教育者的雙重身分，分享他對臺灣藝術教育的想法，以及藝術發展的看法。

　　大學社會責任（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臺灣高等教育目

前試圖落實的政策，也就是大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大學必須創造社會責任。然而，

陳校長點出，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就連最基本的，與大學最為攸關的大學法（或施行

細則）中，也並未提到大學與社會之間的具體法定關係。但是真的如普遍大眾都認

為，大學與社會的關係是不言自明的？

　　在此客觀環境下，教育部已責成各大學須承擔社會責任，但由於不清楚大學與社

會關係所具備的要件，對於學校的執行者而言，很難去定義個別學校的特殊角色。就

以北藝大為例，藝術大學在大學社會責任中，可以扮演甚麼積極角色？雖然尚沒有法

規的訂定，因此教育部容許大學去創造自己的角色。但角色的背後，事實上是關乎資

源分配的問題，所以往往會有許多模糊空間。因此面對現況，陳校長認為基於臺灣是

一個法治且具系統性的社會，應該要與時俱進的去定義高等教育機構與社會的基本且

具體關係。

　　但若不考慮此客觀環境，藝術大學的社會角色應該是甚麼？陳校長提出，以臺灣

與世界的連結關係去看待，他認為藝術大學應該落實的，是鋪陳「感性啟蒙」的階段

發展軸線或系統。感性啟蒙並非單一屬性的概念，而是需要發展出具當代感性認識的

批判思維，這部分也可以和教育部5年前推動的「美感教育」並置來看，都是感性啟

蒙必要推動的計畫。這些教育計畫，最終都必須回歸「藝術人文」或「藝術文化」來

談。

　　有名的廣告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就揭示如果沒有「人」，科技就只是一

個空洞的名詞。所以如何讓感性啟蒙系統化並放置在教育系統中，由下而上，從國

小、國中、高中、大學，乃至整個社會，需要不斷的耕耘建構。

　　陳校長認為大學可以扮演的社會責任，就是影響跟改變社會的責任。綜觀全臺灣

大學，包含教師、職員及學生，目前的總人數約略在130萬到140萬之間。所以感性

啟蒙並非虛無不可捉模，而是有130萬至140萬人之間的參與者，是具有改變社會的

基礎力量。回到北藝大自身來說，做為一個藝術大學，不僅是培養不同藝術領域的藝

術家，陳校長也希望可以將感性啟蒙與百餘年來發展的理性啟蒙相結合，在知性之

餘，讓感性認識也能在系統性的培育中，在這個時代發揮力量，並透過科技的進化傳

播，達成更好的效能。

　　談到藝術教育與產業的連結，陳校長基於自己兼有藝術家與教育家的身分，他坦

言這兩者的連結關係，是有相當虛構的成分存在。之所以會有此見解，是因為陳校長

認為臺灣的藝術教育中，並沒有對於產業架構化的認知。或著說，可以提出一個審慎

的問題，臺灣各大學，對於產業化是否具備pre-infrastructures的構建能力或是機

制？答案極有可能是沒有。

　　產業化並不是天生就存在，在發展一個展業的時候，就應該從訂定infrastruc-

tures開始，才能勾勒這個產業未來的樣貌，但臺灣的大學面對產業，並不見得具備

這樣的條件或能力。基此，陳校長認為可以由國家提供充足的經費，推動各大學進行

大學產業化的研究與提案。各大學針對各校特色，進行研究及實證、分析，並提出具

體可行的執行方案，才有可能建立教育與產業的連結。

　　舉例來說，就107年來看，臺灣的視覺藝術產業，年產值不到60億。就一個產業

來說，產值非常的稀少。即便綜觀全臺灣文創與藝術產業，107年總共也才8千多億

的年產值。對比韓國一年藝術相關產業總產值3.3兆，雖然也必須考量韓國國力編配

上的優勢，但產值的巨大落差，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因此若要談大學與產業的合作，還是必須研究周邊的環境與要件，以更深層的方

式重新定義跟鋪陳兩者的關聯。也藉由擾動原本的生態關係，重新定義建立產業的基

礎架構，如此，才有讓大學教育跨足產業的餘裕，同時也是幫助臺灣原有產業的改造

與升級。

　　就現在臺灣的藝術大學來看，目前共有四間藝術相關的學校，三間藝術大學及一

間戲曲學院。在教育部與文化部推動下，有許多整合的提議。不過整合通常較難由上

而下，而是先從底層溝通協調，再繼續後一步的整合才比較容易。就現狀而言，四間

學校的合作，仍是以點狀為主，例如師資共享，或是教學平臺、計畫四跨校合作，真

正實質性的整合合作並不多見。近幾年教育部有提供四校其他資源，支援四校的藝術

推廣。108年夏天前，即將有一場四校聯合展演，希望可以透過這次展演再次檢視四

校合作的可能。同時，四校校長也會不定時聚會討論彼此的合作空間，至於其他更全

面的合作計畫，陳校長認為還有一段路需要一起努力。

　　同時，在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藝術大學又在其中有甚麼作用？陳校長以北

藝大的發展來說，早在20年前，北藝大就曾經設立「科技藝術研究所」，後來改名為

「新媒體藝術學系」，而且也成立了「藝術與科技中心」，後來改名為「科技與藝術

中心」。目前，北藝大於107年12月動工，打造國內大學中第一間科技藝術館。所以

可以說北藝大對科技藝術領域，耕耘已久。陳校長認為，科技藝術能廣泛回應「人類

時代」（anthropocene）的必然性，當生活全面性跨到科技媒介所承載的便利、舒

適的生活方式，藝術在其中就扮演了關鍵地位。它導引了從技術到心智、從技術到精

神狀態的重要過程。正如正在建造中的科技藝術館，是北藝大醞釀了10年左右的構

想，初步規劃圖像辨識、行為科學、意識科學、劇場等場館。其中也加入目前全世界

都在關注的AI議題，設立一個AI人文中心，核心之一是希望AI可以成為誘發或啟發

藝術創作的路徑，從資料庫到大數據，這些資料如何去啟發不同的藝術創作，另一個

重點則是人格化與產業應用倫理，希望在AI人文中心激發不同的討論。科技藝術館

預計於109年年底完工，之後也考慮結合北藝大的音樂廳、舞蹈廳、戲劇廳、關渡美

術館等，希望可以讓這些場館連線，並預計推出導覽，讓社會大眾有機會走進後臺，

穿越不同的專業場域、場所、館廳，了解藝術是如何生產、如何培育，以及面臨的挑

戰。

　　陳校長稱此為，公民的藝術教育或社會的藝術教育，藉由實地走訪才能理解一個

表演背後，有聲音、角色、故事，以及演員辛苦的排練，最後成就觀眾所見的表演。

這也呼應到陳校長提出藝術大學的社會責任，即是影響與改變社會，希望可以透過這

樣的方式，影響並改變社會大眾對藝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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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連繫為何？藝術大學在社會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又是甚麼？藝術

產業在臺灣的發展可以往甚麼方向前進？藝術大學的現況如何？藝術與科技又能迸出

何種火花？本次中心邀請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陳愷璜校長，希望他能以多年來身兼藝

術家及教育者的雙重身分，分享他對臺灣藝術教育的想法，以及藝術發展的看法。

　　大學社會責任（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臺灣高等教育目

前試圖落實的政策，也就是大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大學必須創造社會責任。然而，

陳校長點出，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就連最基本的，與大學最為攸關的大學法（或施行

細則）中，也並未提到大學與社會之間的具體法定關係。但是真的如普遍大眾都認

為，大學與社會的關係是不言自明的？

　　在此客觀環境下，教育部已責成各大學須承擔社會責任，但由於不清楚大學與社

會關係所具備的要件，對於學校的執行者而言，很難去定義個別學校的特殊角色。就

以北藝大為例，藝術大學在大學社會責任中，可以扮演甚麼積極角色？雖然尚沒有法

規的訂定，因此教育部容許大學去創造自己的角色。但角色的背後，事實上是關乎資

源分配的問題，所以往往會有許多模糊空間。因此面對現況，陳校長認為基於臺灣是

一個法治且具系統性的社會，應該要與時俱進的去定義高等教育機構與社會的基本且

具體關係。

　　但若不考慮此客觀環境，藝術大學的社會角色應該是甚麼？陳校長提出，以臺灣

與世界的連結關係去看待，他認為藝術大學應該落實的，是鋪陳「感性啟蒙」的階段

發展軸線或系統。感性啟蒙並非單一屬性的概念，而是需要發展出具當代感性認識的

批判思維，這部分也可以和教育部5年前推動的「美感教育」並置來看，都是感性啟

蒙必要推動的計畫。這些教育計畫，最終都必須回歸「藝術人文」或「藝術文化」來

談。

　　有名的廣告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就揭示如果沒有「人」，科技就只是一

個空洞的名詞。所以如何讓感性啟蒙系統化並放置在教育系統中，由下而上，從國

小、國中、高中、大學，乃至整個社會，需要不斷的耕耘建構。

　　陳校長認為大學可以扮演的社會責任，就是影響跟改變社會的責任。綜觀全臺灣

大學，包含教師、職員及學生，目前的總人數約略在130萬到140萬之間。所以感性

啟蒙並非虛無不可捉模，而是有130萬至140萬人之間的參與者，是具有改變社會的

基礎力量。回到北藝大自身來說，做為一個藝術大學，不僅是培養不同藝術領域的藝

術家，陳校長也希望可以將感性啟蒙與百餘年來發展的理性啟蒙相結合，在知性之

餘，讓感性認識也能在系統性的培育中，在這個時代發揮力量，並透過科技的進化傳

播，達成更好的效能。

　　談到藝術教育與產業的連結，陳校長基於自己兼有藝術家與教育家的身分，他坦

言這兩者的連結關係，是有相當虛構的成分存在。之所以會有此見解，是因為陳校長

認為臺灣的藝術教育中，並沒有對於產業架構化的認知。或著說，可以提出一個審慎

的問題，臺灣各大學，對於產業化是否具備pre-infrastructures的構建能力或是機

制？答案極有可能是沒有。

　　產業化並不是天生就存在，在發展一個展業的時候，就應該從訂定infrastruc-

tures開始，才能勾勒這個產業未來的樣貌，但臺灣的大學面對產業，並不見得具備

這樣的條件或能力。基此，陳校長認為可以由國家提供充足的經費，推動各大學進行

大學產業化的研究與提案。各大學針對各校特色，進行研究及實證、分析，並提出具

體可行的執行方案，才有可能建立教育與產業的連結。

　　舉例來說，就107年來看，臺灣的視覺藝術產業，年產值不到60億。就一個產業

來說，產值非常的稀少。即便綜觀全臺灣文創與藝術產業，107年總共也才8千多億

的年產值。對比韓國一年藝術相關產業總產值3.3兆，雖然也必須考量韓國國力編配

上的優勢，但產值的巨大落差，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因此若要談大學與產業的合作，還是必須研究周邊的環境與要件，以更深層的方

式重新定義跟鋪陳兩者的關聯。也藉由擾動原本的生態關係，重新定義建立產業的基

礎架構，如此，才有讓大學教育跨足產業的餘裕，同時也是幫助臺灣原有產業的改造

與升級。

　　就現在臺灣的藝術大學來看，目前共有四間藝術相關的學校，三間藝術大學及一

間戲曲學院。在教育部與文化部推動下，有許多整合的提議。不過整合通常較難由上

而下，而是先從底層溝通協調，再繼續後一步的整合才比較容易。就現狀而言，四間

學校的合作，仍是以點狀為主，例如師資共享，或是教學平臺、計畫四跨校合作，真

正實質性的整合合作並不多見。近幾年教育部有提供四校其他資源，支援四校的藝術

推廣。108年夏天前，即將有一場四校聯合展演，希望可以透過這次展演再次檢視四

校合作的可能。同時，四校校長也會不定時聚會討論彼此的合作空間，至於其他更全

面的合作計畫，陳校長認為還有一段路需要一起努力。

　　同時，在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藝術大學又在其中有甚麼作用？陳校長以北

藝大的發展來說，早在20年前，北藝大就曾經設立「科技藝術研究所」，後來改名為

「新媒體藝術學系」，而且也成立了「藝術與科技中心」，後來改名為「科技與藝術

中心」。目前，北藝大於107年12月動工，打造國內大學中第一間科技藝術館。所以

可以說北藝大對科技藝術領域，耕耘已久。陳校長認為，科技藝術能廣泛回應「人類

時代」（anthropocene）的必然性，當生活全面性跨到科技媒介所承載的便利、舒

適的生活方式，藝術在其中就扮演了關鍵地位。它導引了從技術到心智、從技術到精

神狀態的重要過程。正如正在建造中的科技藝術館，是北藝大醞釀了10年左右的構

想，初步規劃圖像辨識、行為科學、意識科學、劇場等場館。其中也加入目前全世界

都在關注的AI議題，設立一個AI人文中心，核心之一是希望AI可以成為誘發或啟發

藝術創作的路徑，從資料庫到大數據，這些資料如何去啟發不同的藝術創作，另一個

重點則是人格化與產業應用倫理，希望在AI人文中心激發不同的討論。科技藝術館

預計於109年年底完工，之後也考慮結合北藝大的音樂廳、舞蹈廳、戲劇廳、關渡美

術館等，希望可以讓這些場館連線，並預計推出導覽，讓社會大眾有機會走進後臺，

穿越不同的專業場域、場所、館廳，了解藝術是如何生產、如何培育，以及面臨的挑

戰。

　　陳校長稱此為，公民的藝術教育或社會的藝術教育，藉由實地走訪才能理解一個

表演背後，有聲音、角色、故事，以及演員辛苦的排練，最後成就觀眾所見的表演。

這也呼應到陳校長提出藝術大學的社會責任，即是影響與改變社會，希望可以透過這

樣的方式，影響並改變社會大眾對藝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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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連繫為何？藝術大學在社會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又是甚麼？藝術

產業在臺灣的發展可以往甚麼方向前進？藝術大學的現況如何？藝術與科技又能迸出

何種火花？本次中心邀請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陳愷璜校長，希望他能以多年來身兼藝

術家及教育者的雙重身分，分享他對臺灣藝術教育的想法，以及藝術發展的看法。

　　大學社會責任（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臺灣高等教育目

前試圖落實的政策，也就是大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大學必須創造社會責任。然而，

陳校長點出，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就連最基本的，與大學最為攸關的大學法（或施行

細則）中，也並未提到大學與社會之間的具體法定關係。但是真的如普遍大眾都認

為，大學與社會的關係是不言自明的？

　　在此客觀環境下，教育部已責成各大學須承擔社會責任，但由於不清楚大學與社

會關係所具備的要件，對於學校的執行者而言，很難去定義個別學校的特殊角色。就

以北藝大為例，藝術大學在大學社會責任中，可以扮演甚麼積極角色？雖然尚沒有法

規的訂定，因此教育部容許大學去創造自己的角色。但角色的背後，事實上是關乎資

源分配的問題，所以往往會有許多模糊空間。因此面對現況，陳校長認為基於臺灣是

一個法治且具系統性的社會，應該要與時俱進的去定義高等教育機構與社會的基本且

具體關係。

　　但若不考慮此客觀環境，藝術大學的社會角色應該是甚麼？陳校長提出，以臺灣

與世界的連結關係去看待，他認為藝術大學應該落實的，是鋪陳「感性啟蒙」的階段

發展軸線或系統。感性啟蒙並非單一屬性的概念，而是需要發展出具當代感性認識的

批判思維，這部分也可以和教育部5年前推動的「美感教育」並置來看，都是感性啟

蒙必要推動的計畫。這些教育計畫，最終都必須回歸「藝術人文」或「藝術文化」來

談。

　　有名的廣告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就揭示如果沒有「人」，科技就只是一

個空洞的名詞。所以如何讓感性啟蒙系統化並放置在教育系統中，由下而上，從國

小、國中、高中、大學，乃至整個社會，需要不斷的耕耘建構。

　　陳校長認為大學可以扮演的社會責任，就是影響跟改變社會的責任。綜觀全臺灣

大學，包含教師、職員及學生，目前的總人數約略在130萬到140萬之間。所以感性

啟蒙並非虛無不可捉模，而是有130萬至140萬人之間的參與者，是具有改變社會的

基礎力量。回到北藝大自身來說，做為一個藝術大學，不僅是培養不同藝術領域的藝

術家，陳校長也希望可以將感性啟蒙與百餘年來發展的理性啟蒙相結合，在知性之

餘，讓感性認識也能在系統性的培育中，在這個時代發揮力量，並透過科技的進化傳

播，達成更好的效能。

　　談到藝術教育與產業的連結，陳校長基於自己兼有藝術家與教育家的身分，他坦

言這兩者的連結關係，是有相當虛構的成分存在。之所以會有此見解，是因為陳校長

認為臺灣的藝術教育中，並沒有對於產業架構化的認知。或著說，可以提出一個審慎

的問題，臺灣各大學，對於產業化是否具備pre-infrastructures的構建能力或是機

制？答案極有可能是沒有。

　　產業化並不是天生就存在，在發展一個展業的時候，就應該從訂定infrastruc-

tures開始，才能勾勒這個產業未來的樣貌，但臺灣的大學面對產業，並不見得具備

這樣的條件或能力。基此，陳校長認為可以由國家提供充足的經費，推動各大學進行

大學產業化的研究與提案。各大學針對各校特色，進行研究及實證、分析，並提出具

體可行的執行方案，才有可能建立教育與產業的連結。

　　舉例來說，就107年來看，臺灣的視覺藝術產業，年產值不到60億。就一個產業

來說，產值非常的稀少。即便綜觀全臺灣文創與藝術產業，107年總共也才8千多億

的年產值。對比韓國一年藝術相關產業總產值3.3兆，雖然也必須考量韓國國力編配

上的優勢，但產值的巨大落差，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因此若要談大學與產業的合作，還是必須研究周邊的環境與要件，以更深層的方

式重新定義跟鋪陳兩者的關聯。也藉由擾動原本的生態關係，重新定義建立產業的基

礎架構，如此，才有讓大學教育跨足產業的餘裕，同時也是幫助臺灣原有產業的改造

與升級。

　　就現在臺灣的藝術大學來看，目前共有四間藝術相關的學校，三間藝術大學及一

間戲曲學院。在教育部與文化部推動下，有許多整合的提議。不過整合通常較難由上

而下，而是先從底層溝通協調，再繼續後一步的整合才比較容易。就現狀而言，四間

學校的合作，仍是以點狀為主，例如師資共享，或是教學平臺、計畫四跨校合作，真

正實質性的整合合作並不多見。近幾年教育部有提供四校其他資源，支援四校的藝術

推廣。108年夏天前，即將有一場四校聯合展演，希望可以透過這次展演再次檢視四

校合作的可能。同時，四校校長也會不定時聚會討論彼此的合作空間，至於其他更全

面的合作計畫，陳校長認為還有一段路需要一起努力。

　　同時，在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藝術大學又在其中有甚麼作用？陳校長以北

藝大的發展來說，早在20年前，北藝大就曾經設立「科技藝術研究所」，後來改名為

「新媒體藝術學系」，而且也成立了「藝術與科技中心」，後來改名為「科技與藝術

中心」。目前，北藝大於107年12月動工，打造國內大學中第一間科技藝術館。所以

可以說北藝大對科技藝術領域，耕耘已久。陳校長認為，科技藝術能廣泛回應「人類

時代」（anthropocene）的必然性，當生活全面性跨到科技媒介所承載的便利、舒

適的生活方式，藝術在其中就扮演了關鍵地位。它導引了從技術到心智、從技術到精

神狀態的重要過程。正如正在建造中的科技藝術館，是北藝大醞釀了10年左右的構

想，初步規劃圖像辨識、行為科學、意識科學、劇場等場館。其中也加入目前全世界

都在關注的AI議題，設立一個AI人文中心，核心之一是希望AI可以成為誘發或啟發

藝術創作的路徑，從資料庫到大數據，這些資料如何去啟發不同的藝術創作，另一個

重點則是人格化與產業應用倫理，希望在AI人文中心激發不同的討論。科技藝術館

預計於109年年底完工，之後也考慮結合北藝大的音樂廳、舞蹈廳、戲劇廳、關渡美

術館等，希望可以讓這些場館連線，並預計推出導覽，讓社會大眾有機會走進後臺，

穿越不同的專業場域、場所、館廳，了解藝術是如何生產、如何培育，以及面臨的挑

戰。

　　陳校長稱此為，公民的藝術教育或社會的藝術教育，藉由實地走訪才能理解一個

表演背後，有聲音、角色、故事，以及演員辛苦的排練，最後成就觀眾所見的表演。

這也呼應到陳校長提出藝術大學的社會責任，即是影響與改變社會，希望可以透過這

樣的方式，影響並改變社會大眾對藝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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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人社中心新任執委歐麗娟教授：
談人文學科與社會大眾的聯結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歐麗娟教授，其研究領域為唐詩及《紅樓夢》。多年

前在臺灣大學積極推廣線上開放課程的契機下，其中一門課程選中歐教授的《紅樓

夢》。歐教授表示線上課程的內容，就是自己實體課程的側錄，因為不清楚課堂以外

的受眾，也無法預測社會大眾的接受程度，所以對於能夠在線上課程開放平臺引起那

麼大的迴響，是出乎意料的。自101年這門課程開始在線上推出後，一來是讓大眾認

識到歐教授，二來則是讓大眾理解到《紅樓夢》的研究成果。也由於這門線上課程的

影響，對《紅樓夢》研究成果有興趣的人，開始邀請歐教授製作類似的課程。

　　但歐教授對於這些邀約，會有隱憂。網路是一種瞬息萬變的新媒體，變化迅速，

線上課程興起後，從Coursera、Mooc線上課程到後來的付費課程等，有五花八門的

平臺。許多人看到了效益，就紛紛投入市場，然而過多投入的結果，反而成為危機。

市場再大，但仍有其容量的上限，越多的課程，就代表接受量的分散，因此關注度也

會隨之下降。為此，若想引起注意，就會需要適當的行銷，但一旦開始行銷，就意味

著會注入許多非知識性的事物，無法保持課程純粹的知識性。歐教授對此現象是擔憂

的，她認為知識就是知識，不應該為了幫助他人，而去改變知識傳遞的手法。若只追

求曝光或流行的機會，內容往往會順應觀眾而流於淺薄化。所以身為知識的擁有者，

歐教授認為必須反思變形的知識推廣是否是值得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抉擇

之間，必須審慎。所以歐教授雖然後續有協助製作其他課程，但通常都會講明是希望

進行知識的傳遞，不會為了增加觀眾而添加其他元素。她希望自己能秉持提供經過深

思熟慮的專業知識，讓願意理解的人能在課程中受益，這對歐教授來說就是最好的回

饋。

　　歐教授研究的《紅樓夢》為清代著名長篇章回小說之一，在晚清已引起許多文人

的關注。到了當代，不僅是一般社會大眾耳熟能詳的經典書籍，更吸引無數學者投入

研究《紅樓夢》的各個面向，舉凡日常飲食、服飾用品等，許多研究推陳出新，展現

了有清一代、曹氏一族由盛而衰的人情事理圖。而且由於現在社群媒體的推陳出新，

不管是《紅樓夢》的影視作品或是相關內容的解析，都可以透過社群平臺交流討論，

也帶動了新一波紅學的推廣。

　　《紅樓夢》作為一本經典，之所以至今能夠持續吸引大眾的原因，歐教授認為包

含了三個重點。第一是文本本身涉及的人物非常多元，不同的人性及性格表現，透過

人物的日常生活呈現在讀者眼前。雖然現代生活型態與價值觀與當時相去甚遠，但因

為仍是「生活」的面向，比之《水滸傳》或是《三國志》等章回小說，更貼近讀者的

生命經驗。第二則是因為文本涉及「青春」與「愛情」，這兩者恰好是人類最緬懷的

兩種情感，即便步入暮年，人類對愛情的憧憬，與對青春黃金歲月的懷念，都是最能

打動讀者的題材。第三是受眾的特性，通常會接觸到《紅樓夢》的時期，是在青少年

階段，所以《紅樓夢》對於此階段的受眾，就起到特殊的啟蒙經驗。文本中又包含了

蕩氣迴腸的寶黛之戀，且又是悲劇結局，投合青少年時期的特殊狀態，對受眾來說形

成某種懷舊的初戀感覺。這樣的啟蒙經驗對很多人來說永生難忘，因此有人終其一輩

子都會不斷重新溫習。對受眾而言，《紅樓夢》已經成為一個深刻的成長印記。

　　《紅樓夢》的魅力從這三點來看，確實是能使文本往大眾化的方向邁進。不過，

歐教授也認為，這樣的現象是一體兩面的，就吸引大眾接觸文本來說，是其優點，但

同時也會造成閱讀上，往往容易用青春年少時期欣賞的角度跟理解去接觸《紅樓

夢》，因而停留在較為初階的閱讀體驗，而沒有更進一步細讀其中的奧妙。因此，歐

教授對於能有機會透過網路平臺推廣《紅樓夢》的研究成果，感到是很不錯的機緣。

　　不過，面對網路平臺時，歐教授認為也需要有接受不同聲音的度量。歐教授在一

門課程中，由於指出林黛玉在小說第三十四到三十五回間對薛寶釵的道德栽贓，因此

遭受到喜愛林黛玉讀者的強烈抨擊。但若放回到當時代的價值觀而言，林黛玉暗諷薛

寶釵對賈寶玉的私心，確實是極為不厚道且刻薄的。不過雖然遭受批評，但歐教授認

為網路傳播帶給她的正面收穫有三方面，第一是對於人心陰暗面的體察，了解並學會

接受世界上的莫名與無明，這對人格的健全與壯大是不錯的訓練，也同時提醒自己不

可落入意氣之爭。第二是《紅樓夢》課程內容確實有幫助到不認識的他人，雖然網路

世界看不到對方，但若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有幫助到一些人，增加世界上善與提升的

力量，是很值得高興的事，且歐教授也堅定的說，這本來就是一個教育者、學者應該

要完成的工作。第三則是對經典的提升，一般對《紅樓夢》的了解易流於常識，若未

深入研究，無法正確或深入理解內涵。譬如第一回，曹雪芹說才子佳人小說終歸於淫

濫。對現代人來說，才子佳人是純粹的愛情，無所謂淫濫的問題。但歐教授梳理《紅

樓夢》全書後，歸結出淫濫即是私情與私心。而才子佳人是一見鍾情、私訂終身，無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感，自然不容於正統的上層文化價值觀。若能重新回到《紅

樓夢》成書時的社會脈絡觀察文本，有助於鍛鍊理性思考跟獨立判斷的能力。而理

性、全面客觀的思維，是現在的社會極為需要的能力，歐教授希望提供願意成長並學

習的人一種不同的思考角度。

　　有關人文學科學者與一般社會大眾的連結，歐教授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專業知識的

傳遞，將研究成果反饋給社會大眾。社會大眾是渴望求知的，因此歐教授會接受講座

的邀約，透過知識的傳遞，提供大眾不同的想法，這亦是社會教育的一環，也是推動

社會進步的一股動力。歐教授認為，學院中的專業本來就應該回饋給社會。在西方國

家，當學術界有新的理論出現，不僅會普及到其他學術領域，也會推廣到一般社會大

眾。歐教授舉Konrad Lorenz為例，Konrad Lorenz是著名的動物行為學家，並因他

的出色研究獲得諾貝爾獎，其著作《所羅門王的指環》家喻戶曉，是一本充滿知識性

及趣味性的書籍，既專業又平易近人，讓一般社會大眾對動物行為能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此外，Konrad Lorenz在維也納廣播電臺也曾進行一系列的講座，講題為「人類

文明的八大罪孽」，之後還將這系列講座集結為《人類文明的八大罪孽》，其中對人

‧訪問源起

　　人社中心新任執委，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歐麗娟教授是《紅樓夢》專家，長期以來不論是書寫或教

　　學，在延伸文學到大眾關心之課題方面，卓然有成。目前歐教授在臺大的《紅樓夢》線上課程，點閱率

　　已達到250萬，對《紅樓夢》的推廣實為一大助力。此次特別邀請歐麗娟教授分享《紅樓夢》與一般社

　　會大眾的聯結引起的迴響，以及人文領域學者對於自身研究與學界及社會互動的想法。

類發展的問題與未來有深刻的思考。歐教授認為，學者應該要有如Konrad Lorenz的

胸襟，關懷世界，關心未來。不管哪一種學科，一個學者，除了是知識的追求者外，

也應該將專業知識放在人類文明中去思考，才能培養宏大與深遠的見地。有此胸襟與

氣度，當有契機時，就可以回饋社會，幫助社會。Konrad Lorenz的行動就是最好的

例證。

　　若是胸襟有大我，眼光夠遠，那麼知識普及才足以提升社會，而不只是個人與大

眾的連結而已。如果無法反本溯源了解到這一點，在與大眾連結時，容易降低專業知

識的高度，以求眾人的眼光，而不是將眾人提升到同一個知識高度。此外受眾也是另

一個關鍵，如果受眾還是希望感性或心情上的滿足，那麼有時候知識的分享可能就無

法有所貢獻。但人本來就有權利選擇接受的事物，歐教授只是希望當有一群人希望成

長時，就能藉由現代網路發達，通過網路社群媒體的傳播接觸這些專業知識，以深化

視野。而學者也應該保持心態的純正無私，讓知識的傳播維持純粹性，如此，不僅對

自身研究可以有所助益，也能使個人的專業與社會大眾產生更深的連結，走向提升大

我群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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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歐麗娟教授，其研究領域為唐詩及《紅樓夢》。多年

前在臺灣大學積極推廣線上開放課程的契機下，其中一門課程選中歐教授的《紅樓

夢》。歐教授表示線上課程的內容，就是自己實體課程的側錄，因為不清楚課堂以外

的受眾，也無法預測社會大眾的接受程度，所以對於能夠在線上課程開放平臺引起那

麼大的迴響，是出乎意料的。自101年這門課程開始在線上推出後，一來是讓大眾認

識到歐教授，二來則是讓大眾理解到《紅樓夢》的研究成果。也由於這門線上課程的

影響，對《紅樓夢》研究成果有興趣的人，開始邀請歐教授製作類似的課程。

　　但歐教授對於這些邀約，會有隱憂。網路是一種瞬息萬變的新媒體，變化迅速，

線上課程興起後，從Coursera、Mooc線上課程到後來的付費課程等，有五花八門的

平臺。許多人看到了效益，就紛紛投入市場，然而過多投入的結果，反而成為危機。

市場再大，但仍有其容量的上限，越多的課程，就代表接受量的分散，因此關注度也

會隨之下降。為此，若想引起注意，就會需要適當的行銷，但一旦開始行銷，就意味

著會注入許多非知識性的事物，無法保持課程純粹的知識性。歐教授對此現象是擔憂

的，她認為知識就是知識，不應該為了幫助他人，而去改變知識傳遞的手法。若只追

求曝光或流行的機會，內容往往會順應觀眾而流於淺薄化。所以身為知識的擁有者，

歐教授認為必須反思變形的知識推廣是否是值得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抉擇

之間，必須審慎。所以歐教授雖然後續有協助製作其他課程，但通常都會講明是希望

進行知識的傳遞，不會為了增加觀眾而添加其他元素。她希望自己能秉持提供經過深

思熟慮的專業知識，讓願意理解的人能在課程中受益，這對歐教授來說就是最好的回

饋。

　　歐教授研究的《紅樓夢》為清代著名長篇章回小說之一，在晚清已引起許多文人

的關注。到了當代，不僅是一般社會大眾耳熟能詳的經典書籍，更吸引無數學者投入

研究《紅樓夢》的各個面向，舉凡日常飲食、服飾用品等，許多研究推陳出新，展現

了有清一代、曹氏一族由盛而衰的人情事理圖。而且由於現在社群媒體的推陳出新，

不管是《紅樓夢》的影視作品或是相關內容的解析，都可以透過社群平臺交流討論，

也帶動了新一波紅學的推廣。

　　《紅樓夢》作為一本經典，之所以至今能夠持續吸引大眾的原因，歐教授認為包

含了三個重點。第一是文本本身涉及的人物非常多元，不同的人性及性格表現，透過

人物的日常生活呈現在讀者眼前。雖然現代生活型態與價值觀與當時相去甚遠，但因

為仍是「生活」的面向，比之《水滸傳》或是《三國志》等章回小說，更貼近讀者的

生命經驗。第二則是因為文本涉及「青春」與「愛情」，這兩者恰好是人類最緬懷的

兩種情感，即便步入暮年，人類對愛情的憧憬，與對青春黃金歲月的懷念，都是最能

打動讀者的題材。第三是受眾的特性，通常會接觸到《紅樓夢》的時期，是在青少年

階段，所以《紅樓夢》對於此階段的受眾，就起到特殊的啟蒙經驗。文本中又包含了

蕩氣迴腸的寶黛之戀，且又是悲劇結局，投合青少年時期的特殊狀態，對受眾來說形

成某種懷舊的初戀感覺。這樣的啟蒙經驗對很多人來說永生難忘，因此有人終其一輩

子都會不斷重新溫習。對受眾而言，《紅樓夢》已經成為一個深刻的成長印記。

　　《紅樓夢》的魅力從這三點來看，確實是能使文本往大眾化的方向邁進。不過，

歐教授也認為，這樣的現象是一體兩面的，就吸引大眾接觸文本來說，是其優點，但

同時也會造成閱讀上，往往容易用青春年少時期欣賞的角度跟理解去接觸《紅樓

夢》，因而停留在較為初階的閱讀體驗，而沒有更進一步細讀其中的奧妙。因此，歐

教授對於能有機會透過網路平臺推廣《紅樓夢》的研究成果，感到是很不錯的機緣。

　　不過，面對網路平臺時，歐教授認為也需要有接受不同聲音的度量。歐教授在一

門課程中，由於指出林黛玉在小說第三十四到三十五回間對薛寶釵的道德栽贓，因此

遭受到喜愛林黛玉讀者的強烈抨擊。但若放回到當時代的價值觀而言，林黛玉暗諷薛

寶釵對賈寶玉的私心，確實是極為不厚道且刻薄的。不過雖然遭受批評，但歐教授認

為網路傳播帶給她的正面收穫有三方面，第一是對於人心陰暗面的體察，了解並學會

接受世界上的莫名與無明，這對人格的健全與壯大是不錯的訓練，也同時提醒自己不

可落入意氣之爭。第二是《紅樓夢》課程內容確實有幫助到不認識的他人，雖然網路

世界看不到對方，但若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有幫助到一些人，增加世界上善與提升的

力量，是很值得高興的事，且歐教授也堅定的說，這本來就是一個教育者、學者應該

要完成的工作。第三則是對經典的提升，一般對《紅樓夢》的了解易流於常識，若未

深入研究，無法正確或深入理解內涵。譬如第一回，曹雪芹說才子佳人小說終歸於淫

濫。對現代人來說，才子佳人是純粹的愛情，無所謂淫濫的問題。但歐教授梳理《紅

樓夢》全書後，歸結出淫濫即是私情與私心。而才子佳人是一見鍾情、私訂終身，無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感，自然不容於正統的上層文化價值觀。若能重新回到《紅

樓夢》成書時的社會脈絡觀察文本，有助於鍛鍊理性思考跟獨立判斷的能力。而理

性、全面客觀的思維，是現在的社會極為需要的能力，歐教授希望提供願意成長並學

習的人一種不同的思考角度。

　　有關人文學科學者與一般社會大眾的連結，歐教授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專業知識的

傳遞，將研究成果反饋給社會大眾。社會大眾是渴望求知的，因此歐教授會接受講座

的邀約，透過知識的傳遞，提供大眾不同的想法，這亦是社會教育的一環，也是推動

社會進步的一股動力。歐教授認為，學院中的專業本來就應該回饋給社會。在西方國

家，當學術界有新的理論出現，不僅會普及到其他學術領域，也會推廣到一般社會大

眾。歐教授舉Konrad Lorenz為例，Konrad Lorenz是著名的動物行為學家，並因他

的出色研究獲得諾貝爾獎，其著作《所羅門王的指環》家喻戶曉，是一本充滿知識性

及趣味性的書籍，既專業又平易近人，讓一般社會大眾對動物行為能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此外，Konrad Lorenz在維也納廣播電臺也曾進行一系列的講座，講題為「人類

文明的八大罪孽」，之後還將這系列講座集結為《人類文明的八大罪孽》，其中對人

類發展的問題與未來有深刻的思考。歐教授認為，學者應該要有如Konrad Lorenz的

胸襟，關懷世界，關心未來。不管哪一種學科，一個學者，除了是知識的追求者外，

也應該將專業知識放在人類文明中去思考，才能培養宏大與深遠的見地。有此胸襟與

氣度，當有契機時，就可以回饋社會，幫助社會。Konrad Lorenz的行動就是最好的

例證。

　　若是胸襟有大我，眼光夠遠，那麼知識普及才足以提升社會，而不只是個人與大

眾的連結而已。如果無法反本溯源了解到這一點，在與大眾連結時，容易降低專業知

識的高度，以求眾人的眼光，而不是將眾人提升到同一個知識高度。此外受眾也是另

一個關鍵，如果受眾還是希望感性或心情上的滿足，那麼有時候知識的分享可能就無

法有所貢獻。但人本來就有權利選擇接受的事物，歐教授只是希望當有一群人希望成

長時，就能藉由現代網路發達，通過網路社群媒體的傳播接觸這些專業知識，以深化

視野。而學者也應該保持心態的純正無私，讓知識的傳播維持純粹性，如此，不僅對

自身研究可以有所助益，也能使個人的專業與社會大眾產生更深的連結，走向提升大

我群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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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歐麗娟教授，其研究領域為唐詩及《紅樓夢》。多年

前在臺灣大學積極推廣線上開放課程的契機下，其中一門課程選中歐教授的《紅樓

夢》。歐教授表示線上課程的內容，就是自己實體課程的側錄，因為不清楚課堂以外

的受眾，也無法預測社會大眾的接受程度，所以對於能夠在線上課程開放平臺引起那

麼大的迴響，是出乎意料的。自101年這門課程開始在線上推出後，一來是讓大眾認

識到歐教授，二來則是讓大眾理解到《紅樓夢》的研究成果。也由於這門線上課程的

影響，對《紅樓夢》研究成果有興趣的人，開始邀請歐教授製作類似的課程。

　　但歐教授對於這些邀約，會有隱憂。網路是一種瞬息萬變的新媒體，變化迅速，

線上課程興起後，從Coursera、Mooc線上課程到後來的付費課程等，有五花八門的

平臺。許多人看到了效益，就紛紛投入市場，然而過多投入的結果，反而成為危機。

市場再大，但仍有其容量的上限，越多的課程，就代表接受量的分散，因此關注度也

會隨之下降。為此，若想引起注意，就會需要適當的行銷，但一旦開始行銷，就意味

著會注入許多非知識性的事物，無法保持課程純粹的知識性。歐教授對此現象是擔憂

的，她認為知識就是知識，不應該為了幫助他人，而去改變知識傳遞的手法。若只追

求曝光或流行的機會，內容往往會順應觀眾而流於淺薄化。所以身為知識的擁有者，

歐教授認為必須反思變形的知識推廣是否是值得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抉擇

之間，必須審慎。所以歐教授雖然後續有協助製作其他課程，但通常都會講明是希望

進行知識的傳遞，不會為了增加觀眾而添加其他元素。她希望自己能秉持提供經過深

思熟慮的專業知識，讓願意理解的人能在課程中受益，這對歐教授來說就是最好的回

饋。

　　歐教授研究的《紅樓夢》為清代著名長篇章回小說之一，在晚清已引起許多文人

的關注。到了當代，不僅是一般社會大眾耳熟能詳的經典書籍，更吸引無數學者投入

研究《紅樓夢》的各個面向，舉凡日常飲食、服飾用品等，許多研究推陳出新，展現

了有清一代、曹氏一族由盛而衰的人情事理圖。而且由於現在社群媒體的推陳出新，

不管是《紅樓夢》的影視作品或是相關內容的解析，都可以透過社群平臺交流討論，

也帶動了新一波紅學的推廣。

　　《紅樓夢》作為一本經典，之所以至今能夠持續吸引大眾的原因，歐教授認為包

含了三個重點。第一是文本本身涉及的人物非常多元，不同的人性及性格表現，透過

人物的日常生活呈現在讀者眼前。雖然現代生活型態與價值觀與當時相去甚遠，但因

為仍是「生活」的面向，比之《水滸傳》或是《三國志》等章回小說，更貼近讀者的

生命經驗。第二則是因為文本涉及「青春」與「愛情」，這兩者恰好是人類最緬懷的

兩種情感，即便步入暮年，人類對愛情的憧憬，與對青春黃金歲月的懷念，都是最能

打動讀者的題材。第三是受眾的特性，通常會接觸到《紅樓夢》的時期，是在青少年

階段，所以《紅樓夢》對於此階段的受眾，就起到特殊的啟蒙經驗。文本中又包含了

蕩氣迴腸的寶黛之戀，且又是悲劇結局，投合青少年時期的特殊狀態，對受眾來說形

成某種懷舊的初戀感覺。這樣的啟蒙經驗對很多人來說永生難忘，因此有人終其一輩

子都會不斷重新溫習。對受眾而言，《紅樓夢》已經成為一個深刻的成長印記。

　　《紅樓夢》的魅力從這三點來看，確實是能使文本往大眾化的方向邁進。不過，

歐教授也認為，這樣的現象是一體兩面的，就吸引大眾接觸文本來說，是其優點，但

同時也會造成閱讀上，往往容易用青春年少時期欣賞的角度跟理解去接觸《紅樓

夢》，因而停留在較為初階的閱讀體驗，而沒有更進一步細讀其中的奧妙。因此，歐

教授對於能有機會透過網路平臺推廣《紅樓夢》的研究成果，感到是很不錯的機緣。

　　不過，面對網路平臺時，歐教授認為也需要有接受不同聲音的度量。歐教授在一

門課程中，由於指出林黛玉在小說第三十四到三十五回間對薛寶釵的道德栽贓，因此

遭受到喜愛林黛玉讀者的強烈抨擊。但若放回到當時代的價值觀而言，林黛玉暗諷薛

寶釵對賈寶玉的私心，確實是極為不厚道且刻薄的。不過雖然遭受批評，但歐教授認

為網路傳播帶給她的正面收穫有三方面，第一是對於人心陰暗面的體察，了解並學會

接受世界上的莫名與無明，這對人格的健全與壯大是不錯的訓練，也同時提醒自己不

可落入意氣之爭。第二是《紅樓夢》課程內容確實有幫助到不認識的他人，雖然網路

世界看不到對方，但若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有幫助到一些人，增加世界上善與提升的

力量，是很值得高興的事，且歐教授也堅定的說，這本來就是一個教育者、學者應該

要完成的工作。第三則是對經典的提升，一般對《紅樓夢》的了解易流於常識，若未

深入研究，無法正確或深入理解內涵。譬如第一回，曹雪芹說才子佳人小說終歸於淫

濫。對現代人來說，才子佳人是純粹的愛情，無所謂淫濫的問題。但歐教授梳理《紅

樓夢》全書後，歸結出淫濫即是私情與私心。而才子佳人是一見鍾情、私訂終身，無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感，自然不容於正統的上層文化價值觀。若能重新回到《紅

樓夢》成書時的社會脈絡觀察文本，有助於鍛鍊理性思考跟獨立判斷的能力。而理

性、全面客觀的思維，是現在的社會極為需要的能力，歐教授希望提供願意成長並學

習的人一種不同的思考角度。

　　有關人文學科學者與一般社會大眾的連結，歐教授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專業知識的

傳遞，將研究成果反饋給社會大眾。社會大眾是渴望求知的，因此歐教授會接受講座

的邀約，透過知識的傳遞，提供大眾不同的想法，這亦是社會教育的一環，也是推動

社會進步的一股動力。歐教授認為，學院中的專業本來就應該回饋給社會。在西方國

家，當學術界有新的理論出現，不僅會普及到其他學術領域，也會推廣到一般社會大

眾。歐教授舉Konrad Lorenz為例，Konrad Lorenz是著名的動物行為學家，並因他

的出色研究獲得諾貝爾獎，其著作《所羅門王的指環》家喻戶曉，是一本充滿知識性

及趣味性的書籍，既專業又平易近人，讓一般社會大眾對動物行為能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此外，Konrad Lorenz在維也納廣播電臺也曾進行一系列的講座，講題為「人類

文明的八大罪孽」，之後還將這系列講座集結為《人類文明的八大罪孽》，其中對人

類發展的問題與未來有深刻的思考。歐教授認為，學者應該要有如Konrad Lorenz的

胸襟，關懷世界，關心未來。不管哪一種學科，一個學者，除了是知識的追求者外，

也應該將專業知識放在人類文明中去思考，才能培養宏大與深遠的見地。有此胸襟與

氣度，當有契機時，就可以回饋社會，幫助社會。Konrad Lorenz的行動就是最好的

例證。

　　若是胸襟有大我，眼光夠遠，那麼知識普及才足以提升社會，而不只是個人與大

眾的連結而已。如果無法反本溯源了解到這一點，在與大眾連結時，容易降低專業知

識的高度，以求眾人的眼光，而不是將眾人提升到同一個知識高度。此外受眾也是另

一個關鍵，如果受眾還是希望感性或心情上的滿足，那麼有時候知識的分享可能就無

法有所貢獻。但人本來就有權利選擇接受的事物，歐教授只是希望當有一群人希望成

長時，就能藉由現代網路發達，通過網路社群媒體的傳播接觸這些專業知識，以深化

視野。而學者也應該保持心態的純正無私，讓知識的傳播維持純粹性，如此，不僅對

自身研究可以有所助益，也能使個人的專業與社會大眾產生更深的連結，走向提升大

我群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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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歐麗娟教授，其研究領域為唐詩及《紅樓夢》。多年

前在臺灣大學積極推廣線上開放課程的契機下，其中一門課程選中歐教授的《紅樓

夢》。歐教授表示線上課程的內容，就是自己實體課程的側錄，因為不清楚課堂以外

的受眾，也無法預測社會大眾的接受程度，所以對於能夠在線上課程開放平臺引起那

麼大的迴響，是出乎意料的。自101年這門課程開始在線上推出後，一來是讓大眾認

識到歐教授，二來則是讓大眾理解到《紅樓夢》的研究成果。也由於這門線上課程的

影響，對《紅樓夢》研究成果有興趣的人，開始邀請歐教授製作類似的課程。

　　但歐教授對於這些邀約，會有隱憂。網路是一種瞬息萬變的新媒體，變化迅速，

線上課程興起後，從Coursera、Mooc線上課程到後來的付費課程等，有五花八門的

平臺。許多人看到了效益，就紛紛投入市場，然而過多投入的結果，反而成為危機。

市場再大，但仍有其容量的上限，越多的課程，就代表接受量的分散，因此關注度也

會隨之下降。為此，若想引起注意，就會需要適當的行銷，但一旦開始行銷，就意味

著會注入許多非知識性的事物，無法保持課程純粹的知識性。歐教授對此現象是擔憂

的，她認為知識就是知識，不應該為了幫助他人，而去改變知識傳遞的手法。若只追

求曝光或流行的機會，內容往往會順應觀眾而流於淺薄化。所以身為知識的擁有者，

歐教授認為必須反思變形的知識推廣是否是值得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抉擇

之間，必須審慎。所以歐教授雖然後續有協助製作其他課程，但通常都會講明是希望

進行知識的傳遞，不會為了增加觀眾而添加其他元素。她希望自己能秉持提供經過深

思熟慮的專業知識，讓願意理解的人能在課程中受益，這對歐教授來說就是最好的回

饋。

　　歐教授研究的《紅樓夢》為清代著名長篇章回小說之一，在晚清已引起許多文人

的關注。到了當代，不僅是一般社會大眾耳熟能詳的經典書籍，更吸引無數學者投入

研究《紅樓夢》的各個面向，舉凡日常飲食、服飾用品等，許多研究推陳出新，展現

了有清一代、曹氏一族由盛而衰的人情事理圖。而且由於現在社群媒體的推陳出新，

不管是《紅樓夢》的影視作品或是相關內容的解析，都可以透過社群平臺交流討論，

也帶動了新一波紅學的推廣。

　　《紅樓夢》作為一本經典，之所以至今能夠持續吸引大眾的原因，歐教授認為包

含了三個重點。第一是文本本身涉及的人物非常多元，不同的人性及性格表現，透過

人物的日常生活呈現在讀者眼前。雖然現代生活型態與價值觀與當時相去甚遠，但因

為仍是「生活」的面向，比之《水滸傳》或是《三國志》等章回小說，更貼近讀者的

生命經驗。第二則是因為文本涉及「青春」與「愛情」，這兩者恰好是人類最緬懷的

兩種情感，即便步入暮年，人類對愛情的憧憬，與對青春黃金歲月的懷念，都是最能

打動讀者的題材。第三是受眾的特性，通常會接觸到《紅樓夢》的時期，是在青少年

階段，所以《紅樓夢》對於此階段的受眾，就起到特殊的啟蒙經驗。文本中又包含了

蕩氣迴腸的寶黛之戀，且又是悲劇結局，投合青少年時期的特殊狀態，對受眾來說形

成某種懷舊的初戀感覺。這樣的啟蒙經驗對很多人來說永生難忘，因此有人終其一輩

子都會不斷重新溫習。對受眾而言，《紅樓夢》已經成為一個深刻的成長印記。

　　《紅樓夢》的魅力從這三點來看，確實是能使文本往大眾化的方向邁進。不過，

歐教授也認為，這樣的現象是一體兩面的，就吸引大眾接觸文本來說，是其優點，但

同時也會造成閱讀上，往往容易用青春年少時期欣賞的角度跟理解去接觸《紅樓

夢》，因而停留在較為初階的閱讀體驗，而沒有更進一步細讀其中的奧妙。因此，歐

教授對於能有機會透過網路平臺推廣《紅樓夢》的研究成果，感到是很不錯的機緣。

　　不過，面對網路平臺時，歐教授認為也需要有接受不同聲音的度量。歐教授在一

門課程中，由於指出林黛玉在小說第三十四到三十五回間對薛寶釵的道德栽贓，因此

遭受到喜愛林黛玉讀者的強烈抨擊。但若放回到當時代的價值觀而言，林黛玉暗諷薛

寶釵對賈寶玉的私心，確實是極為不厚道且刻薄的。不過雖然遭受批評，但歐教授認

為網路傳播帶給她的正面收穫有三方面，第一是對於人心陰暗面的體察，了解並學會

接受世界上的莫名與無明，這對人格的健全與壯大是不錯的訓練，也同時提醒自己不

可落入意氣之爭。第二是《紅樓夢》課程內容確實有幫助到不認識的他人，雖然網路

世界看不到對方，但若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有幫助到一些人，增加世界上善與提升的

力量，是很值得高興的事，且歐教授也堅定的說，這本來就是一個教育者、學者應該

要完成的工作。第三則是對經典的提升，一般對《紅樓夢》的了解易流於常識，若未

深入研究，無法正確或深入理解內涵。譬如第一回，曹雪芹說才子佳人小說終歸於淫

濫。對現代人來說，才子佳人是純粹的愛情，無所謂淫濫的問題。但歐教授梳理《紅

樓夢》全書後，歸結出淫濫即是私情與私心。而才子佳人是一見鍾情、私訂終身，無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感，自然不容於正統的上層文化價值觀。若能重新回到《紅

樓夢》成書時的社會脈絡觀察文本，有助於鍛鍊理性思考跟獨立判斷的能力。而理

性、全面客觀的思維，是現在的社會極為需要的能力，歐教授希望提供願意成長並學

習的人一種不同的思考角度。

　　有關人文學科學者與一般社會大眾的連結，歐教授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專業知識的

傳遞，將研究成果反饋給社會大眾。社會大眾是渴望求知的，因此歐教授會接受講座

的邀約，透過知識的傳遞，提供大眾不同的想法，這亦是社會教育的一環，也是推動

社會進步的一股動力。歐教授認為，學院中的專業本來就應該回饋給社會。在西方國

家，當學術界有新的理論出現，不僅會普及到其他學術領域，也會推廣到一般社會大

眾。歐教授舉Konrad Lorenz為例，Konrad Lorenz是著名的動物行為學家，並因他

的出色研究獲得諾貝爾獎，其著作《所羅門王的指環》家喻戶曉，是一本充滿知識性

及趣味性的書籍，既專業又平易近人，讓一般社會大眾對動物行為能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此外，Konrad Lorenz在維也納廣播電臺也曾進行一系列的講座，講題為「人類

文明的八大罪孽」，之後還將這系列講座集結為《人類文明的八大罪孽》，其中對人

類發展的問題與未來有深刻的思考。歐教授認為，學者應該要有如Konrad Lorenz的

胸襟，關懷世界，關心未來。不管哪一種學科，一個學者，除了是知識的追求者外，

也應該將專業知識放在人類文明中去思考，才能培養宏大與深遠的見地。有此胸襟與

氣度，當有契機時，就可以回饋社會，幫助社會。Konrad Lorenz的行動就是最好的

例證。

　　若是胸襟有大我，眼光夠遠，那麼知識普及才足以提升社會，而不只是個人與大

眾的連結而已。如果無法反本溯源了解到這一點，在與大眾連結時，容易降低專業知

識的高度，以求眾人的眼光，而不是將眾人提升到同一個知識高度。此外受眾也是另

一個關鍵，如果受眾還是希望感性或心情上的滿足，那麼有時候知識的分享可能就無

法有所貢獻。但人本來就有權利選擇接受的事物，歐教授只是希望當有一群人希望成

長時，就能藉由現代網路發達，通過網路社群媒體的傳播接觸這些專業知識，以深化

視野。而學者也應該保持心態的純正無私，讓知識的傳播維持純粹性，如此，不僅對

自身研究可以有所助益，也能使個人的專業與社會大眾產生更深的連結，走向提升大

我群體的目標。



活動報導

activity

9

107年度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研討會
暨「原住民族研究」成果發表
撰文／胡雲薇（前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07年度科技部「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之整合型研究計畫成果會，於11月

30日，假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舉辦。本次會議環繞原住民知識體系的主題，

析分為「原住民研究與知識對話」、「權利語言的對話」、「教育與文化知識」、

「環境與自然資源」四個場次，藉由研究發表、與談人對話，期以呼應目前原住民族

的主體性發展需求。

　　第一場「原住民族研究與知識對話」，探討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知識研究發展現

況。浦忠成教授利用清代方志中番族的相關記載，發現傳統文獻充滿著紀錄他者的偏

見與刻板印象；就文本書寫而言，也歷經沿襲、仿擬、抄錄的過程。陳叔倬研究員從

歷史文物歸還的角度，回顧國際相關文物返還的案例，並彙整臺灣當前原住民族內部

對文物資產管理的想法，建議未來可行之文物歸還的政策規劃。楊政賢教授則以國立

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設置源流，探索當代國家論述與原住民族主義之間的文化倒影與權

力更迭。黃毓超教授則從傳播學研究的脈絡，檢視迄今原住民族媒體的發展歷程與製

播內容，透過回溯與反省，希望能促成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媒體平臺。

　　第二場「權利語言的對話」，圍繞《原住民基本法》與諮商同意權等法律議題，

探問原住民族自治權的可能建構。陳張培倫教授首先梳理原住民族運動抗爭與《原住

民基本法》的形成過程，並論及立法通過後，在推動上也面臨現實困境。再者，若從

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哲學的評述角度，過於強調歷史主權說或歷史正義理論，反而容易

造成社會不同族群的衝突與對立，不利於原住民族的權益爭取。徐揮彥教授則從「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民族自決權規範，

討論國內原住民族諮商同意權的規範基礎，認為當前諮商同意權的運作與落實仍有待

改善。吳秦雯教授嘗試從法國海外領地——玻里尼西亞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反思去殖

民化脈絡下之我國原住民族自治主體的可能構築。

　　下午的場次三聚焦「教育與文化知識」，分別從原住民族的文化活動與教育課程

實踐展開討論。李宜澤教授以南勢阿美族為例，探討儀式地景的空間轉移與物種變

動，思考文化資產、集體記憶和環境偏移之間的動態關連。陳毅峰教授統整此前原住

民族教育的主體發展時期，結合原住民族主義、地理學研究，指出原住民地理學的可

場次一：左起主持人蔣斌教授、發表人陳叔倬研究員、楊政賢教授、
黃毓超教授、與談人石忠山教授

能研究途徑。吳天泰教授、謝吳泯先生於演講中，以大學文化人類學的相關課程為

例，分析當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成分，以及師生互動的情形，團隊也意識到撰寫

合宜的教科書，勢不容緩。湯愛玉教授透過課程實務分享，介紹原住民族知識如何應

用於課堂裡，特別是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就感。在教學策略上，應盡量連結

學生既有的生活經驗，使過去的知識架構得以再利用；另也加入相關的諮詢輔導，讓

學生從實作裡學習，具體如網頁母語屋的成果展現。

　　第四場「環境與自然資源」，以原住民族山川空間的自然資源及部落存續等課題

為中心展開。浦忠勇教授從個人及學術經驗出發，將阿里山鄒族和中國東北鄂倫春族

的狩獵文化進行比較研究，發現二者頗有相似、雷同之處，文化迴圈的共相與對動物

靈性、獵場的重視，共相營造出「人—動物—土地—神靈」的知識體系。戴興盛教授

藉由太魯閣族原住民狩獵空間的範圍變化，並納入狩獵工具、獵場、部落自我組織等

考量因素，研議未來野生動物狩獵自主管理機制的可能性。蔡政良教授也以自我的潛

水漁獵經驗為例，討論都蘭部落阿美族的水下獵人，如何透過身體實踐與海洋互動，

發展並傳承一套近岸海洋的生態知識系統，同時指出當中也蘊藏著族源記憶、氣概磨

練等涵義。

　　最後的綜合討論，由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浦忠成教授主持，邀請謝

世忠、林修澈、帖喇‧尤道教授，及原民會代表雅柏甦詠‧博伊哲努副處長，針對原

住民族知識體系與原住民族權益追求，與在場聽眾相互交流、對談。其中林修澈教授

對當前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各學系招生、授課與原住民族語言教學，乃至往後可能成

立之原住民族大學，從學科定義、研習對象、探索的知識體等項目，提出諸多詰問與

反省，值得研究者與社會大眾重視。另外，雅柏甦詠‧博伊哲努副處長從現前行政體

系，以及原漢民族間可能之抗衡、對立，提醒知識體系的建立，應在各方族群的交互

參照與關懷之下，再去談論如何建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乃至原住民族自治權利才有

意義。在諸多先進、學者的共相對話與知識激盪中，本年度「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

究」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成果發表會告一段落，會中充分顯示國內族群研究的現況和未

來可能的發展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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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科技部「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之整合型研究計畫成果會，於11月

30日，假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舉辦。本次會議環繞原住民知識體系的主題，

析分為「原住民研究與知識對話」、「權利語言的對話」、「教育與文化知識」、

「環境與自然資源」四個場次，藉由研究發表、與談人對話，期以呼應目前原住民族

的主體性發展需求。

　　第一場「原住民族研究與知識對話」，探討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知識研究發展現

況。浦忠成教授利用清代方志中番族的相關記載，發現傳統文獻充滿著紀錄他者的偏

見與刻板印象；就文本書寫而言，也歷經沿襲、仿擬、抄錄的過程。陳叔倬研究員從

歷史文物歸還的角度，回顧國際相關文物返還的案例，並彙整臺灣當前原住民族內部

對文物資產管理的想法，建議未來可行之文物歸還的政策規劃。楊政賢教授則以國立

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設置源流，探索當代國家論述與原住民族主義之間的文化倒影與權

力更迭。黃毓超教授則從傳播學研究的脈絡，檢視迄今原住民族媒體的發展歷程與製

播內容，透過回溯與反省，希望能促成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媒體平臺。

　　第二場「權利語言的對話」，圍繞《原住民基本法》與諮商同意權等法律議題，

探問原住民族自治權的可能建構。陳張培倫教授首先梳理原住民族運動抗爭與《原住

民基本法》的形成過程，並論及立法通過後，在推動上也面臨現實困境。再者，若從

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哲學的評述角度，過於強調歷史主權說或歷史正義理論，反而容易

造成社會不同族群的衝突與對立，不利於原住民族的權益爭取。徐揮彥教授則從「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民族自決權規範，

討論國內原住民族諮商同意權的規範基礎，認為當前諮商同意權的運作與落實仍有待

改善。吳秦雯教授嘗試從法國海外領地——玻里尼西亞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反思去殖

民化脈絡下之我國原住民族自治主體的可能構築。

　　下午的場次三聚焦「教育與文化知識」，分別從原住民族的文化活動與教育課程

實踐展開討論。李宜澤教授以南勢阿美族為例，探討儀式地景的空間轉移與物種變

動，思考文化資產、集體記憶和環境偏移之間的動態關連。陳毅峰教授統整此前原住

民族教育的主體發展時期，結合原住民族主義、地理學研究，指出原住民地理學的可

場次三：左起主持人謝世忠教授、發表人李宜澤教授、陳毅峰教授、
吳天泰教授、湯愛玉教授、與談人謝若蘭教授及董克景教授

能研究途徑。吳天泰教授、謝吳泯先生於演講中，以大學文化人類學的相關課程為

例，分析當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成分，以及師生互動的情形，團隊也意識到撰寫

合宜的教科書，勢不容緩。湯愛玉教授透過課程實務分享，介紹原住民族知識如何應

用於課堂裡，特別是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就感。在教學策略上，應盡量連結

學生既有的生活經驗，使過去的知識架構得以再利用；另也加入相關的諮詢輔導，讓

學生從實作裡學習，具體如網頁母語屋的成果展現。

　　第四場「環境與自然資源」，以原住民族山川空間的自然資源及部落存續等課題

為中心展開。浦忠勇教授從個人及學術經驗出發，將阿里山鄒族和中國東北鄂倫春族

的狩獵文化進行比較研究，發現二者頗有相似、雷同之處，文化迴圈的共相與對動物

靈性、獵場的重視，共相營造出「人—動物—土地—神靈」的知識體系。戴興盛教授

藉由太魯閣族原住民狩獵空間的範圍變化，並納入狩獵工具、獵場、部落自我組織等

考量因素，研議未來野生動物狩獵自主管理機制的可能性。蔡政良教授也以自我的潛

水漁獵經驗為例，討論都蘭部落阿美族的水下獵人，如何透過身體實踐與海洋互動，

發展並傳承一套近岸海洋的生態知識系統，同時指出當中也蘊藏著族源記憶、氣概磨

練等涵義。

　　最後的綜合討論，由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浦忠成教授主持，邀請謝

世忠、林修澈、帖喇‧尤道教授，及原民會代表雅柏甦詠‧博伊哲努副處長，針對原

住民族知識體系與原住民族權益追求，與在場聽眾相互交流、對談。其中林修澈教授

對當前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各學系招生、授課與原住民族語言教學，乃至往後可能成

立之原住民族大學，從學科定義、研習對象、探索的知識體等項目，提出諸多詰問與

反省，值得研究者與社會大眾重視。另外，雅柏甦詠‧博伊哲努副處長從現前行政體

系，以及原漢民族間可能之抗衡、對立，提醒知識體系的建立，應在各方族群的交互

參照與關懷之下，再去談論如何建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乃至原住民族自治權利才有

意義。在諸多先進、學者的共相對話與知識激盪中，本年度「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

究」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成果發表會告一段落，會中充分顯示國內族群研究的現況和未

來可能的發展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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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科技部「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之整合型研究計畫成果會，於11月

30日，假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舉辦。本次會議環繞原住民知識體系的主題，

析分為「原住民研究與知識對話」、「權利語言的對話」、「教育與文化知識」、

「環境與自然資源」四個場次，藉由研究發表、與談人對話，期以呼應目前原住民族

的主體性發展需求。

　　第一場「原住民族研究與知識對話」，探討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知識研究發展現

況。浦忠成教授利用清代方志中番族的相關記載，發現傳統文獻充滿著紀錄他者的偏

見與刻板印象；就文本書寫而言，也歷經沿襲、仿擬、抄錄的過程。陳叔倬研究員從

歷史文物歸還的角度，回顧國際相關文物返還的案例，並彙整臺灣當前原住民族內部

對文物資產管理的想法，建議未來可行之文物歸還的政策規劃。楊政賢教授則以國立

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設置源流，探索當代國家論述與原住民族主義之間的文化倒影與權

力更迭。黃毓超教授則從傳播學研究的脈絡，檢視迄今原住民族媒體的發展歷程與製

播內容，透過回溯與反省，希望能促成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媒體平臺。

　　第二場「權利語言的對話」，圍繞《原住民基本法》與諮商同意權等法律議題，

探問原住民族自治權的可能建構。陳張培倫教授首先梳理原住民族運動抗爭與《原住

民基本法》的形成過程，並論及立法通過後，在推動上也面臨現實困境。再者，若從

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哲學的評述角度，過於強調歷史主權說或歷史正義理論，反而容易

造成社會不同族群的衝突與對立，不利於原住民族的權益爭取。徐揮彥教授則從「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民族自決權規範，

討論國內原住民族諮商同意權的規範基礎，認為當前諮商同意權的運作與落實仍有待

改善。吳秦雯教授嘗試從法國海外領地——玻里尼西亞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反思去殖

民化脈絡下之我國原住民族自治主體的可能構築。

　　下午的場次三聚焦「教育與文化知識」，分別從原住民族的文化活動與教育課程

實踐展開討論。李宜澤教授以南勢阿美族為例，探討儀式地景的空間轉移與物種變

動，思考文化資產、集體記憶和環境偏移之間的動態關連。陳毅峰教授統整此前原住

民族教育的主體發展時期，結合原住民族主義、地理學研究，指出原住民地理學的可

能研究途徑。吳天泰教授、謝吳泯先生於演講中，以大學文化人類學的相關課程為

例，分析當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成分，以及師生互動的情形，團隊也意識到撰寫

合宜的教科書，勢不容緩。湯愛玉教授透過課程實務分享，介紹原住民族知識如何應

用於課堂裡，特別是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就感。在教學策略上，應盡量連結

學生既有的生活經驗，使過去的知識架構得以再利用；另也加入相關的諮詢輔導，讓

學生從實作裡學習，具體如網頁母語屋的成果展現。

　　第四場「環境與自然資源」，以原住民族山川空間的自然資源及部落存續等課題

為中心展開。浦忠勇教授從個人及學術經驗出發，將阿里山鄒族和中國東北鄂倫春族

的狩獵文化進行比較研究，發現二者頗有相似、雷同之處，文化迴圈的共相與對動物

靈性、獵場的重視，共相營造出「人—動物—土地—神靈」的知識體系。戴興盛教授

藉由太魯閣族原住民狩獵空間的範圍變化，並納入狩獵工具、獵場、部落自我組織等

考量因素，研議未來野生動物狩獵自主管理機制的可能性。蔡政良教授也以自我的潛

水漁獵經驗為例，討論都蘭部落阿美族的水下獵人，如何透過身體實踐與海洋互動，

發展並傳承一套近岸海洋的生態知識系統，同時指出當中也蘊藏著族源記憶、氣概磨

練等涵義。

綜合座談：左起主持人浦忠成教授、與談人謝世忠教授、
林修澈名譽教授及帖喇‧尤道教授

　　最後的綜合討論，由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浦忠成教授主持，邀請謝

世忠、林修澈、帖喇‧尤道教授，及原民會代表雅柏甦詠‧博伊哲努副處長，針對原

住民族知識體系與原住民族權益追求，與在場聽眾相互交流、對談。其中林修澈教授

對當前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各學系招生、授課與原住民族語言教學，乃至往後可能成

立之原住民族大學，從學科定義、研習對象、探索的知識體等項目，提出諸多詰問與

反省，值得研究者與社會大眾重視。另外，雅柏甦詠‧博伊哲努副處長從現前行政體

系，以及原漢民族間可能之抗衡、對立，提醒知識體系的建立，應在各方族群的交互

參照與關懷之下，再去談論如何建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乃至原住民族自治權利才有

意義。在諸多先進、學者的共相對話與知識激盪中，本年度「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

究」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成果發表會告一段落，會中充分顯示國內族群研究的現況和未

來可能的發展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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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科技部「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之整合型研究計畫成果會，於11月

30日，假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舉辦。本次會議環繞原住民知識體系的主題，

析分為「原住民研究與知識對話」、「權利語言的對話」、「教育與文化知識」、

「環境與自然資源」四個場次，藉由研究發表、與談人對話，期以呼應目前原住民族

的主體性發展需求。

　　第一場「原住民族研究與知識對話」，探討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知識研究發展現

況。浦忠成教授利用清代方志中番族的相關記載，發現傳統文獻充滿著紀錄他者的偏

見與刻板印象；就文本書寫而言，也歷經沿襲、仿擬、抄錄的過程。陳叔倬研究員從

歷史文物歸還的角度，回顧國際相關文物返還的案例，並彙整臺灣當前原住民族內部

對文物資產管理的想法，建議未來可行之文物歸還的政策規劃。楊政賢教授則以國立

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設置源流，探索當代國家論述與原住民族主義之間的文化倒影與權

力更迭。黃毓超教授則從傳播學研究的脈絡，檢視迄今原住民族媒體的發展歷程與製

播內容，透過回溯與反省，希望能促成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媒體平臺。

　　第二場「權利語言的對話」，圍繞《原住民基本法》與諮商同意權等法律議題，

探問原住民族自治權的可能建構。陳張培倫教授首先梳理原住民族運動抗爭與《原住

民基本法》的形成過程，並論及立法通過後，在推動上也面臨現實困境。再者，若從

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哲學的評述角度，過於強調歷史主權說或歷史正義理論，反而容易

造成社會不同族群的衝突與對立，不利於原住民族的權益爭取。徐揮彥教授則從「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民族自決權規範，

討論國內原住民族諮商同意權的規範基礎，認為當前諮商同意權的運作與落實仍有待

改善。吳秦雯教授嘗試從法國海外領地——玻里尼西亞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反思去殖

民化脈絡下之我國原住民族自治主體的可能構築。

　　下午的場次三聚焦「教育與文化知識」，分別從原住民族的文化活動與教育課程

實踐展開討論。李宜澤教授以南勢阿美族為例，探討儀式地景的空間轉移與物種變

動，思考文化資產、集體記憶和環境偏移之間的動態關連。陳毅峰教授統整此前原住

民族教育的主體發展時期，結合原住民族主義、地理學研究，指出原住民地理學的可

能研究途徑。吳天泰教授、謝吳泯先生於演講中，以大學文化人類學的相關課程為

例，分析當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成分，以及師生互動的情形，團隊也意識到撰寫

合宜的教科書，勢不容緩。湯愛玉教授透過課程實務分享，介紹原住民族知識如何應

用於課堂裡，特別是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就感。在教學策略上，應盡量連結

學生既有的生活經驗，使過去的知識架構得以再利用；另也加入相關的諮詢輔導，讓

學生從實作裡學習，具體如網頁母語屋的成果展現。

　　第四場「環境與自然資源」，以原住民族山川空間的自然資源及部落存續等課題

為中心展開。浦忠勇教授從個人及學術經驗出發，將阿里山鄒族和中國東北鄂倫春族

的狩獵文化進行比較研究，發現二者頗有相似、雷同之處，文化迴圈的共相與對動物

靈性、獵場的重視，共相營造出「人—動物—土地—神靈」的知識體系。戴興盛教授

藉由太魯閣族原住民狩獵空間的範圍變化，並納入狩獵工具、獵場、部落自我組織等

考量因素，研議未來野生動物狩獵自主管理機制的可能性。蔡政良教授也以自我的潛

水漁獵經驗為例，討論都蘭部落阿美族的水下獵人，如何透過身體實踐與海洋互動，

發展並傳承一套近岸海洋的生態知識系統，同時指出當中也蘊藏著族源記憶、氣概磨

練等涵義。

　　最後的綜合討論，由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浦忠成教授主持，邀請謝

世忠、林修澈、帖喇‧尤道教授，及原民會代表雅柏甦詠‧博伊哲努副處長，針對原

住民族知識體系與原住民族權益追求，與在場聽眾相互交流、對談。其中林修澈教授

對當前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各學系招生、授課與原住民族語言教學，乃至往後可能成

立之原住民族大學，從學科定義、研習對象、探索的知識體等項目，提出諸多詰問與

反省，值得研究者與社會大眾重視。另外，雅柏甦詠‧博伊哲努副處長從現前行政體

系，以及原漢民族間可能之抗衡、對立，提醒知識體系的建立，應在各方族群的交互

參照與關懷之下，再去談論如何建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乃至原住民族自治權利才有

意義。在諸多先進、學者的共相對話與知識激盪中，本年度「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

究」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成果發表會告一段落，會中充分顯示國內族群研究的現況和未

來可能的發展途徑。

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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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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活動報導

activity

14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科技沙龍講座

【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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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機器人演示寫書法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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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講者介紹書法差異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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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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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講者介紹「文史脈流」網路平臺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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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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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講者從科幻電影談VR／MR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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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Real Environment ----------------------------------------------------------------------------------

----------------- Virtual Environment 

augmented reality / augmented virtuality /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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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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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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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行遠專書講座】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為配合推廣科技部「人文行遠專書

寫作計畫試辦方案」，鼓勵具有前瞻性

的傑出學者，進行系統性、可長遠發展

且深刻反映時代意義的人文及社會科學

專書寫作，本中心於108年1月16日下午

假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中央展廳舉辦

「人文行遠專書講座」，邀請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藍佩嘉教授，就其今年（2018

年）由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的學術專書《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進行演講。此書

係「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試辦方案」

支持下的第二本已出版專書，書中深入

剖析不同地理位置與階級地位的家庭如

何因應全球化與移民生活的不安全感與

不確定性，連結在地制度與跨國資源來進行文化協商。

　　藍教授由《虎媽的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書談起，指

出東西方在子女教養的差異；透過哈佛大學訴訟案（Harvard Admission Trial），

則說明亞裔父母憂心於亞裔入學員額，且在哈佛大學入學評分資料中顯示，亞裔學生

在受喜愛度（likability）及友善性（kindness）兩項評分都系統性偏低，可能反映

了美國社會對於亞裔族群的刻板印象。此外，最近白人父母因大量遷入的亞洲移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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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產生「新白人大逃亡」（new white flight）現象，顯示全球各地的中產階級家庭父

母，不僅遭逢全球經濟變化與產業轉型，下一代亦須面對全球化競爭，因而對於子女

未來發展充滿焦慮。

　　藍教授以養育子女做為一個經驗透鏡，檢視在全球化與移民情境中，文化變動如

何進行，以及社會不平等如何持續展現其影響力，並聚焦於臺灣家庭以及歷經跨國和

文化轉變之特殊經驗的美國移民家庭。這些家長雖屬不同階層，而且選擇不同的教養

策略，但因應快速變遷的時代及不確定性，普遍對於養兒育女感到焦慮與不安全感。

書中區分了四種不同的家庭進行比較，有臺灣中產階級家庭及勞工家庭，而在選擇美

國移民家庭時，為增加階級變異而同時納入來自臺灣與中國的移民家庭，同樣分為中

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研究方法則採多地點比較研究（multi-sited research），臺灣

家庭分布於臺北與宜蘭，而美國移民家庭則位於波士頓地區（Boston Areas）。同

時並置進行比較的目的是觀察文化的變遷，看到「文化協商/混雜」（cultural nego-

tiation/hybridization）在不同社會脈絡中發生，且試圖將緊密交織的種族與社會階

層作用力解開，不僅限於不同社會階層的比較，更強調不同階層之間的關係。

主講人分享專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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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藍教授強調養育子女的核心概念是全球保安策略（global security strate-

gies），可用來描述或理解父母養育子女的方式。意即多數父母不是採用功利性，以

階級複製為目標的養育策略，而是盡力避免身為父母可想像到的風險，故談論很多因

身處快速變遷及充滿不確定的年代，發生在家庭生活中的情緒性問題，並且特別重視

全球化脈絡下，父母對於風險的覺知，而衍生出屬於特定階層及境遇的避險策略。因

此，研究問題涉及養育者在全球化與遷移過程中所經歷的階級經驗，如何影響他們認

知家庭生活將面對的風險及不安全？養育者如何透過地理與文化的移動來安排子女養

育、照顧與管教，來維持他們所理解的安全感？以及為何這些「保安策略」經常帶來

非預期效果，反而強化了養育者的焦慮與不安全感？中產階級或勞工階級做為特定社

經背景之代名詞，其涵蓋的家庭社經地位是呈光譜狀分布，相同階層之家庭所採取的

保安策略亦呈光譜狀。藍教授在描述各階層家庭的策略時會同時提到相對多數及相對

少數的策略，但乃光譜的兩端，多數的養育策略是分布於兩種極端策略之間。

　　教養子女看似個別化的保安策略，不僅讓個別家庭負擔更多的成本，他們對於教

養子女的焦慮與不安，也強化了其他父母的不安，進而爭相投入教育資源的軍備競

賽，無形中也增加了更多的社會成本，或許也間接導致亞裔青少年的自殺率偏高，抑

或是亞洲國家的生育率偏低。對於美國讀者而言，藍教授期望透過本書的比較分析，

解構美國社會對於亞洲移民的刻板印象，促進同理性理解移民家庭的焦慮與不安全

感，進而共同形成一個可永保整體社會安康的教養策略。對於臺灣讀者而言，藍教授

則希望臺灣社會想像的美國式快樂童年，其實是過於簡化且夢幻的；引入多元的教養

觀念雖然有助於文化融合，但過程中須歷經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緊張與衝突將不可避

免；更期盼父母在教養子女的歷程中，應該扮演園丁的角色，而非木工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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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沙龍講座】誰與爭鋒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首場以「誰與爭鋒」為題，邀請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系助理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俊臣、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林沛群，以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江振國，展開書法家與科技人的跨

域對談。除了透過學者專家解析人工智能（AI）對於重現王羲之行書的可能性外，

並以機械手臂臨摹當代書法家運筆技巧，實際演示撰寫「快雪時晴帖」。

　　基於擴大AI技術至人文領域應用的思考，江振國教授運用AI技術，擷取王羲之

素負盛名之行書的筆法特性，彷彿時空穿越，「書聖」再現。然而，歷經多次嘗試與

反覆調整神經網絡模型或參數，AI模型訓練雖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書法字的形體輪

廓逐漸浮現，但與王羲之的行書仍有落差，筆畫呈現斑駁斷裂，結果不如預期。江教

授認為，首度嘗試就要AI生成龍飛鳳舞的行書或草書字體，或許陳義過高；其次則

是王羲之行書在蘭亭集序僅有3百多字，現存共有1千多字，訓練樣本過少以致於AI

模型被迫需進行簡化與調整，導致字體生成的結果不甚理想。調整學習目標與執行

策略後，江教授改以瘦金體做為AI書法字生成的目標字體，且輾轉透過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組獲取足夠的字帖供AI模型學習訓練之用。後續生成的瘦金體書法字令人

驚艷，乍看之下與字帖已相去不遠。

　　至於擔綱書法字臨摹重任的機械手臂，在設計時便賦予了六個維度（自由度）的

運動能力，但並未包含手指細微動作的模擬，僅捕捉了手臂及手腕在運筆時的動作。

林沛群教授認為，這樣的設計應已足夠產出書法撰寫之所需。完成機械手臂機構設計

與製作後，接下來是在毛筆上安裝光點，並邀請林俊臣教授至實驗場域持筆撰寫書法

字，利用多部攝影機同時以不同角度紀錄林俊臣教授的運筆軌跡，供運動分析系統計

算毛筆在空間中三維度移動及三維度轉動。因此，林俊臣教授撰寫「快雪時晴帖」時

的運筆過程，透過影像紀錄、運動分析及機械手臂臨摹，書帖內文的書寫過程因林俊

臣教授的臨摹而重現，並透過機械手臂進行再製。

　　最後，林俊臣教授除了評論AI字體生成與機械手臂臨摹，是否已接近當前書法

專業的標準，也介紹了宋徽宗的藝術成就，以及瘦金體的書法特色與歷史地位，補足

了藝術創作與人文思維的想像。總結瘦金體的書寫風格，林俊臣教授認為「瘦不剩

肉，拋筋露骨」、「雖未超逸，受眾甚廣」為其評價。因為瘦金體與標楷體風格相

近，但起手筆大，頗具表現性，在運筆的自我表現，是一般書寫者所嚮往，以此字體

為目標讓AI學習生成，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整體而言，江振國教授闡釋AI如何生成書法字體的要素與過程後，進一步指出

AI撰寫書法字，在大腦部分仍有以下議題或面向值得深入探索：強化精確分辨字體

筆畫差異並擷取保留其精髓的能力、探尋生成行草書等較具個人風格之書法字體的可

能性、依據生成的書法字體自動判定書寫的筆畫順序，以及奠基於字體生成的結果之

上，嘗試推算手腕在三度空間中相對應的運筆方式，進而產出機器手臂多向運動的程

序，甚至是如何將書法家揮毫時的心靈狀態，透過書寫的速度或其他方式，反映在書

法字的表現等，仍有待人文與資訊技術領域學者的跨領域合作。林沛群教授總結機械

手臂重現書法字的歷程，特別提出真人揮毫是精巧且即時的手眼協調歷程，機械工程

需要繁複的調整且仍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工程上亦無法體現書法家揮毫時的身心靈

狀態。換言之，在充分調控的環境中，機械手臂可一定程度地重現書法家的書寫，但

是AI生成瘦金體後，仍然無法自動解析書法家如何運筆寫出這些字，然後轉換成機

械手臂運作所需的指令，更遑論是觀察筆尖狀況，感受到紙張表面與筆尖的作用力，

即時調整機械手臂的書寫力道。

【人文沙龍講座】文史脈流‧盡在網中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文史脈流‧盡在網中」為題， 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資工系的黃崇明教授，在此次科技展會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2008年間

所開始的「文史脈流」網路平臺，整合文史研究成果與科技平臺。黃教授的這場演

講，聚焦於他怎麼在這些年間，與旗下成大資工系團隊，所共同執行的這個網路平臺

設計與開發。2008年間，「文史脈流」也受到了教育部的補助，透過互動科技來行

銷一個場域，一個故事，一個歷史遺跡。

　　黃教授首先用一個學生所拍攝的趣味短片，示範「文史脈流」此一手機導覽系

統，是如何互動式地運作。這個影片講述了一個臺南大學生的故事，提到「文史脈

流」平臺怎麼可以幫助這個學生，帶著新認識的朋友，針對臺南以及安平地區的歷史

源流，進行徒步旅遊式的體驗導覽，並且提供清楚地，在地的資訊介紹。黃教授接著

介紹這個跨領域的文化科技，怎麼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來

進行導覽軟體的設計，導覽行程的運用，找尋距離行動者與參訪地點之間，最短的距

離路徑。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的地方，差別在於「是一

個互動性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使用者可以上傳東西到系統當中，也可以下

載自己所上傳的系統。藉由這樣的互動特色，「文史脈流」可以做到「點，線，面」

的具體呈現，而不僅僅是單一的，孤立的各個文史點。譬如說假使我們要設計一個

「臺灣老樹之旅」，我們可以從最老的，一百年前的老樹，延伸到景區，主題故事，

等等。或者像是處理一個池上鄉的文史故事，賽德克巴萊的故事，等等，這樣的科技

整合，可以做出全面性的導覽系統。

網通數位化

　　所謂的「網通數位化」，在於整合

文史的人才，讓文史人才進行調查，然

後網通人才進行資在轉化的工作，也可

以說是E-heritage，數位遺產畫的工

作。這樣的文史科技整合，最有名的例

子，就是幾年前上海世博，所做的「清

明上河圖」故事，轉化成虛擬體驗。在

這個展示裡，清明上河圖裡許多人物和

活動，都被栩栩如生地虛擬再現，變成

立體化的動畫呈現。但是，黃教授表示

其實他旗下的工作團隊，更希望做到的

是U-heritage, 也就是可以用互動科技

的技術，讓人們在實際體現這些文化遺

產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取得許

多的文史資料。

　　網通整合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庫與後設資料（meta-data）的建立。也

就是說，要建立像是「文史脈流」這樣的應用程式，首先需要的步驟是讓資工系與文

史人坐下來，先對整個應用程式的設計與內容，進行一個基本的協商與設定。這意味

著事先對於一個景點要填寫的資料量多大，是一百筆資料，或是二十筆資料，這些相

關的資料庫細節，都要事先設定好。接著，我們要看到古蹟怎麼作為文化資產的可能

性。讓科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介面裡，這樣的科技與文史整合，同時希

望幫助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可以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將這些學生導引到IT產

業，也同時培訓，加強古蹟景點解說員，在資訊運用，以及介紹模式上的能力。

　　有鑒於當天聽眾們對於這項新文史科技的興趣，黃教授最後總結到，「文史脈

流」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最終，希望推動的是我們從數位文化遺產臺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轉換到行動文化遺產臺（mobile cultural heritage），這樣的

發展方向。也可以說，一個科技人文平臺的發展，不僅僅是牽涉到科技在其他場域裡

的應用，這樣的過程裡，更帶來在地創生與文化再造的可能性。當天的講座，就在黃

教授這樣具有激勵性的總結裡，給在場的眾多聽眾們，帶來了對於未來科技怎麼同時

結合人文與歷史遺產，怎麼朝向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有更多精彩的對話與思考。

【人文沙龍講座】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未來科技展人文沙龍講座第二場以「VR/MR大未來–從科幻電影談起」為

題，邀請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發長、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洪一平教授，與當天

在場觀眾分享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科技以及M.R.（mixed reality, 

虛擬與現實混合），這兩項科技在臺灣發展的近況。洪教授首先從大家都熟悉的幾部

科幻電影，像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爭霸戰（Star Trek）」，以

及2018年的「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從這幾部電影裡曾出現的V.R.與

M.R.場景談起。我們不要小看這些科幻故事，對於當代科技的發展，1976年美國第

一架太空梭，原本希望命名為憲法號，也就是Constitution，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寫信給美國太空總署，希望將之改名為企業號（Enterprise）。美國太空總署

最終接受了廣大民眾的意見，將這艘太空船改名為企業號。

　　事實上，在「星際爭霸戰」影集裡出現的許多科技，像是人工智慧與手持平板電

腦，現在都已經成為事實。有關虛擬實境科技大廠Oculus V.R.的發展，可追溯到由

Palmer Luckey在2012年創立的品牌。在2012年時，這個品牌不過就是一個在網路

集資平臺Kickstarter 成立的實驗性虛擬實境科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Oculus 

V.R.在Kickstarter這個集資平臺上募集了高達200萬美金的資金；2014年，Oculus 

V.R.被Facebook給收購，當年三月，Facebook的創辦人Mark Zuckerberg還特別舉

辦了一個盛大的新聞記者會。時序來到

2014年7月時，當Oculus Rift DK2這個

虛擬現實頭盔的新型號推出時，大家就

感覺到V.R.整體的科技已然成熟。2016

年，Mark Zuckerberg特別舉行了生動

的新聞記者會，展現出使用Oculus 

V.R.頭盔可以讓對話者在虛擬世界裡，

以一個動畫的模擬角色出現，同時和另

外兩個角色對話。未來或許我們不再會

拿著手機登上Facebook的網站，而是

會帶著頭盔，利用V.R.來上Facebook

網站。

　　即便一直到近年來，虛擬實境的科

技方屆成熟，但這樣一個概念早在1955

年就出現了。1955年，Morten Heilig

就曾經在一篇論文，”The Cinema of the Future” 當中，描述過他對於一個多重

感官劇場的願景。至於第一個虛擬實境頭盔（Head-Mounted Device）則是在1965

年出現，製作者為Ivan Suttherland。至於M.R.，也就是Mixed Reality的英文簡

寫，指的是混合進當下空間裡的虛擬實境科技，也就是從電腦裡投射出來一個立體的

虛擬情境，或虛擬人物，目前這樣的科技已然存在，但是所費不賃，沒有一百萬臺幣

大概無法購得一個M.R.機器。

CAVE 沈浸式虛擬實境體驗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創造出沈浸於一個全方面，體驗式的虛擬實境環境，這

樣的科技，我們稱之為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這種

虛擬實境科技將人放置到一個空間裡，在這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以及上下的六個平

面，都投射了景象，創造出一種全方位，感官性極強的虛擬環境。像是Barco CAVE

這個公司就相當擅長製作這種類型的投影機，於2016年製作了一個短焦投影機，也

採用全方位式地嵌入投影，使用者一但戴上這個頭盔，就好像是被放置於一個立體的

房間裡，身處於另一個嶄新的時空。但是，虛擬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經驗，與使用者當

下所處的現實環境，這兩者間的互動光譜，其實包含了許多層次。洪教授使用了下面

這個圖表，向現場的觀眾解釋這幾個層次：

　　在這個簡易的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的環境，與虛擬環境之間，有幾種虛

擬實境的模式：第一種為「Augmented Reality實境強化」，指的是在實際環境中的

物件，被納進去電腦程式當中，呈現於虛擬環境中，但是在感官上，也就是聽覺上，

視覺上，甚至是在觸覺上加以特效處理。第二種為「Augmented Virtuality虛擬強

化」，指的是在電子介面裡的虛擬環境，與現實的環境同步進行。第三種則是我們所

知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是到加強了的虛擬環境，到全面的虛擬實境。這

三種虛擬實境與實際環境互動的程度，端看擴增實境與虛擬效果的整合程度，「虛擬

與實境混合（Mixed Reality）」科技，則可以在實體的牆面，製造出像是牆面被打

出一個洞，這樣的效果。

　　最早做出Mixed Reality 這樣的科技效果的，其實是Google glass

（2013-2015）。另外，像是Microsoft Holo Lens（2016），以及Magic Leap 

One （2018），也都是希望在實境當中，做出虛擬的境況。

神遊敦煌61窟

　　洪教授接著展示了幾年前，他與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研發的神遊敦煌61窟計畫。

這個計畫的緣起，是中研院的石守謙院士，希望能夠到敦煌來進行一點研究，並請利

用高科技來對這些石窟遺址，在導覽體驗上加以創新。這個計畫整整洽談了三年，才

進行了三年的工作，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個，是莫高窟第61窟，整個高度高達5公尺的

石窟。

　　這個計劃首先在敦煌石窟遺址中，取得了數位化的影像資料，用以呈現壁畫到底

在講什麼的故事動態，以數位的形式，進行壁畫復原，塑像復原的工作。使用了這些

科技，使得無法進行實際復原的石窟遺址，也可以透過數位復原的方式，來講述這些

石窟內涵的種種故事，在電腦的介面上，將石窟遺址復原到更早以前的狀態。這個計

畫的成果，於2015年在臺北師範學院美術館，做了一個展示。同時，在2017年，這

個計畫也在臺中的科博館，舉辦了「敦煌風華再現」的展覽，讓參觀者可以透過數位

科技，體驗進入到石窟裡面，上上下下地在廣大的石窟空間中，體驗種種壁畫裡的細

節。同樣類型的藝文結合科技，也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走入雀華秋色」展覽當

中，運用了以故宮山水畫為基礎的虛擬實境技術。

風動四方：安平1634

　　另一個精彩的虛擬實境文化體驗，則出現於臺中國家美術館的「風動四方：安平

1634」展覽當中。這個計畫在國美館裡，設置了一個時空門，只要通過這個時空

門，就可以讓人回到重建了的熱蘭遮城。除此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走入趙無

極」，以一結合趙無極藝術畫作的虛擬實境科技展覽。這個展覽之前在巴黎展出，

2018年底間，則在臺北市中心的「文化實驗場」藝術空間展出。利用了虛擬實境製

造出的全方位體驗，這個展覽讓參觀者感受到趙無極畫作裡，從平面到立體化的藝術

饗宴。其他與V.R.相關的應用，還擴展到像是經濟部數位經濟計畫裡，「發現臺灣五

千年」計畫，還有重建南科所在地挖掘出來的整個考古經驗—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臺

灣在V.R.方面前瞻的互動科技研究，以及相關科技在文化資產面向上的活化與應用。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將看到更多活用虛擬實境科技於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例子。如

同趨勢科技近年來所做的，用一臺小巴士車，把虛擬科技所模擬的太空體驗，作為一

個公眾公益計畫，把巴士開到臺灣偏僻鄉鎮去，讓偏鄉的民眾與學童，也都能感受到

虛擬科技帶來的超越性想像體驗。

主講人回答與會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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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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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傳腦：認同才分享
作者／陳可欣（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可欣，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博士，現任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專長為生理心理學、學習與

　　　記憶、小動物功能性核磁共振影像。個人研究興趣為學習事件在個體層次於神經系統產生之變化，多

　　　年來以大白鼠為研究模型，在人社中心任職期間開始對人類行為與社會文化訊息傳遞方法產生興趣，

　　　透過撰寫本文來分享讀書心得並激發新的思考。

　　　｜編按｜陳可欣博士研究領域為生理心理學、學習與記憶、小動物功能性核磁共振影像等議題，此次

　　　　　　　特邀請陳博士撰寫文章，分享研究成果。

模因的由來

　　模因（meme，另有迷因、文化基因等譯名）意指文化資訊傳遞之基本單位，透

過模仿將思想或行為在個體間傳遞。此字源自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1989)於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描述人類文化與思想傳遞亦服膺生物學中的

演化規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思想或行為透過模仿(imitation)複製出許多副

本，在複製過程中亦如基因複製般會產生變異，這些衍生品們(derivatives)在社會文

化脈絡下競爭，只有適合該社會情境的想法會被保留並流傳，不合時宜的便隱滅於滾

滾潮流中。由於思想需透過模仿以在群體間傳遞流動，Dawkins擷取希臘文mimema

（意指模仿物）並與基因(gene)同韻創出meme一字。

　　「模因」一字之崛起與傳遞展現了思想文化在傳遞過程需歷經之變異、競爭以及

選擇。以最原始之定義出發：「模因作為文化傳播的單位」，要讓此想法永存於世是

先透過大量複製、強力放送於人群中，然在散播過程中慢慢出現變異，譬如採演化觀

點之學者將模因類比於基因，認為模因亦有其特殊表現型與轉譯方式，接著流行病學

觀點導入，把模因視為心智病毒(viruses of the mind)四處傳腦、深植於受感染者之

腦中，感染者表現特定行為或想法以繼續感染身邊的人。然這「模因傳腦」歷程引發

強烈爭議，部分學者將人視為模因的載體(vectors)，人透過模仿來複製資訊，複製

結語

　　使用者透過網路模因在網路世界中分享自身訊息並表達獨有特色，網路模因可以

文字、圖片、影片等形式呈現。使用者其實只要仔細留意自己常用的社交平臺或是討

論板，從熱門的口頭禪或影劇臺詞，或是點閱率與討論度極高之新聞影片，都會發現

網路模因俯拾即是。網路模因作為使用者特質與訊息交纏之複合體，除了建構複雜的

網路文化外，其在網路平臺之大數據可供研究者們研究網路模因之產生、傳播、與選

擇競爭，並依此來推論人類之思想與文化傳遞過程。網路上訊息流通快速，加快了新

議題之崛起與消逝，想想2019年至今才短短幾個月，就已經有好幾個熱門議題在網

路瘋狂流竄後又戛然而止、消失匿跡，無論「模因學」是否會在網際網路恢復榮光，

網路文化亦可作為人文社會學者研究人類行為與思想變遷的平臺。

　　早晨的問安圖不僅在重視人際關係之文化脈絡出現，著重個人主義之西方文化如

美國亦有早安圖在網路中流傳。筆者透過google搜尋引擎以早安圖、good morning 

memes為關鍵字搜尋圖片，取圖上文字是中文或英文之圖片各30張來分析圖片背景

主題與文字詞頻。分析結果發現中文問安圖片樣本中，照片背景為自然景物佔87%，

其中以蓮花出現頻率最高，而除了「早安」外，「平安」、「好」之祝福詞出現頻率

最高；對比之下英文問安圖片樣本中則以人類(53%)與動物(33%)的臉孔特寫為大宗，

祝福語除了good morning外少有其他重複字詞。當訊息在無國界的網路四處漫遊傳

遞，訊息產生國際化(globalization)的同時仍保留不同文化之脈絡特色，主因亦是使

用者主動參與訊息之選擇與模仿重製歷程。同樣是早晨之問候圖，臺灣的網路使用者

用花草圖片搭配暖心問候語傳達一種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生活態度，而美國的網路

使用者透過誇張的表情圖片令人會心一笑、開啟美好充實的一天(make your day)。

Shifman指出社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提供展現自我的平臺，在這些平

臺中人們的注意力變成共通貨幣，人們透過分享訊息來吸引他人注意、與人建立連

結，而在分享過程中又要建立個人的獨特性，創造一個獨特的網路模因(internet 

memes)便是一個一舉兩得之方法。

　　Shifman將網路模因之定義為「在使用者共識下所創造之文字、影像或影片，並

於網路上流通、散佈以及模仿再製」，她強調訊息雖散佈於網路，但人才是訊息產生

與傳遞之主體。若訊息僅是在網路上大量散播，頂多只能稱之為病毒(viral)—以高度

精確性複製後在網路快速散播；然網路模因則是需要使用者主動投入創造，隨後訊息

傳遞過程中被其他使用者模仿，並於再製過程中加入自身經驗衍生出新的訊息。模因

學於網際網路復辟，以Shifman的觀點來說模因傳遞不再是單純地產生複本，而是使

用者在模仿過程中加入個人知識文化背景於內容之中，網路模因是為訊息複合體

(complexes)，訊息與使用者特質交纏一起產生新的性質，而不再是基本單位(unit)。

網路模因例子：LINE問安圖，認同才會分享

　　什麼樣的網路模因可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之建立連結，同時又能展現個人獨特性

呢？筆者觀察各式各樣的社交平臺，發現LINE上的「問安圖」或網路鄉民俗稱的

「長輩圖」是個很好的例子。每日早晨許多LINE群組叮叮作響，傳來一張張色彩鮮

艷的風景花朵照，圖上必有問候祝福或是帶有禪意之人生格言。這些圖片的傳遞首先

滿足了使用者想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人建立連結之需求，而圖片之內涵反應了使用者自

身特質，使用者認同圖片之內容、美感亦或價值觀，因而再將內容轉發給其他使用

者。由於智慧型手機普及，拍照與後製圖片不需要複雜的技術，使用者除了接受、轉

發網路上的圖片外，更可以自行創造專屬自己風格的問候圖。倘若使用者不認可問安

圖之功能或圖片內容想傳達之意涵，該圖片便不會再度被轉發分享。在使用者主動選

擇之歷程下，問安圖在認同者們的社群中廣為流傳，同時演化出新的圖片內容，而在

不認同者之社群中則成為不會放在心上的垃圾訊息。

過程中並沒有主動的操控者，新的行為或想法是肇因於資訊反覆複製中產生之變異 

(Blackmore, 1999)；另一派學者則認為在模因傳遞的過程中，人是有決策能力的主

動者而非載具(as actors not as vectors)，決策者會基於個人所處之社會脈絡選擇適

宜之訊息來傳遞並保存，並非消極無助地接受各式各樣模因傳腦。

　　模因之本質與傳遞方法經過各方論戰後，模因學(memetics, memeology)因應而

生並於1997年出現第一本期刊：Journal of Memectis, 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然此期刊僅有七年壽命，無法長命之原因之一是模因學

不如基因學可透過紮實的實驗來檢驗各式假說。儘管模因學有許多思想借鏡於基因

學，但因無法檢證(untested)使得所有想法流於空談，讓模因學一度被評為偽科學

(pseudo-science)而沉寂，後續學者們紛紛轉往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市場

行銷學等領域來對訊息流通進行實徵研究。

網際網路裡的模因

　　Dawkins提出基因能成功傳遞的三大要素是：大量複製(fecundity)、複製時高度

保真(fidelity)、以及複製後的產品壽命長(longevity)。模因作為文化傳遞的基本單

位，在傳遞的過程中是透過人口耳相傳，訊息每經過一個傳遞者複製時容易失真或散

佚，研究者雖可從史料追溯訊息之可能起源，卻不易捕捉訊息傳遞過程中之突變、選

擇、以及競爭等歷程。Limor Shifman(2014)在其著作《網路文化中的模因》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中指出網際網路是研究模因傳遞的絕佳平臺，因為模因

進入網際網路後便具備成功傳遞之三要素—使用者只消動動手指便能大量且精確地複

製原始訊息散佈於網路中，訊息可儲存於各式網路平臺以及使用者電腦，使得訊息壽

命大為延長。Shifman(2014)認為過去在模因傳遞歷程中難以研究之面向均可在網際

網路中實現：我們可以了解訊息如何由個人發起散播到社群、訊息如何透過複製與模

仿再製流通於網路、以及訊息流通過程中遭遇之競爭與選擇。

　　在網路1.0時代，使用者在網路上搜尋企業或組織提供之資訊並瀏覽下載，在網

路2.0時代，使用者變成網路主體，人們開始上傳並分享自己經驗供他人搜尋瀏覽。

參考文獻

Dawkins, R. (1979).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

sity Press

Blackmore, S. (1999).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ifman, L. (2014).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學術訊息

academia

29

模因的由來

　　模因（meme，另有迷因、文化基因等譯名）意指文化資訊傳遞之基本單位，透

過模仿將思想或行為在個體間傳遞。此字源自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1989)於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描述人類文化與思想傳遞亦服膺生物學中的

演化規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思想或行為透過模仿(imitation)複製出許多副

本，在複製過程中亦如基因複製般會產生變異，這些衍生品們(derivatives)在社會文

化脈絡下競爭，只有適合該社會情境的想法會被保留並流傳，不合時宜的便隱滅於滾

滾潮流中。由於思想需透過模仿以在群體間傳遞流動，Dawkins擷取希臘文mimema

（意指模仿物）並與基因(gene)同韻創出meme一字。

　　「模因」一字之崛起與傳遞展現了思想文化在傳遞過程需歷經之變異、競爭以及

選擇。以最原始之定義出發：「模因作為文化傳播的單位」，要讓此想法永存於世是

先透過大量複製、強力放送於人群中，然在散播過程中慢慢出現變異，譬如採演化觀

點之學者將模因類比於基因，認為模因亦有其特殊表現型與轉譯方式，接著流行病學

觀點導入，把模因視為心智病毒(viruses of the mind)四處傳腦、深植於受感染者之

腦中，感染者表現特定行為或想法以繼續感染身邊的人。然這「模因傳腦」歷程引發

強烈爭議，部分學者將人視為模因的載體(vectors)，人透過模仿來複製資訊，複製

結語

　　使用者透過網路模因在網路世界中分享自身訊息並表達獨有特色，網路模因可以

文字、圖片、影片等形式呈現。使用者其實只要仔細留意自己常用的社交平臺或是討

論板，從熱門的口頭禪或影劇臺詞，或是點閱率與討論度極高之新聞影片，都會發現

網路模因俯拾即是。網路模因作為使用者特質與訊息交纏之複合體，除了建構複雜的

網路文化外，其在網路平臺之大數據可供研究者們研究網路模因之產生、傳播、與選

擇競爭，並依此來推論人類之思想與文化傳遞過程。網路上訊息流通快速，加快了新

議題之崛起與消逝，想想2019年至今才短短幾個月，就已經有好幾個熱門議題在網

路瘋狂流竄後又戛然而止、消失匿跡，無論「模因學」是否會在網際網路恢復榮光，

網路文化亦可作為人文社會學者研究人類行為與思想變遷的平臺。

　　早晨的問安圖不僅在重視人際關係之文化脈絡出現，著重個人主義之西方文化如

美國亦有早安圖在網路中流傳。筆者透過google搜尋引擎以早安圖、good morning 

memes為關鍵字搜尋圖片，取圖上文字是中文或英文之圖片各30張來分析圖片背景

主題與文字詞頻。分析結果發現中文問安圖片樣本中，照片背景為自然景物佔87%，

其中以蓮花出現頻率最高，而除了「早安」外，「平安」、「好」之祝福詞出現頻率

最高；對比之下英文問安圖片樣本中則以人類(53%)與動物(33%)的臉孔特寫為大宗，

祝福語除了good morning外少有其他重複字詞。當訊息在無國界的網路四處漫遊傳

遞，訊息產生國際化(globalization)的同時仍保留不同文化之脈絡特色，主因亦是使

用者主動參與訊息之選擇與模仿重製歷程。同樣是早晨之問候圖，臺灣的網路使用者

用花草圖片搭配暖心問候語傳達一種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生活態度，而美國的網路

使用者透過誇張的表情圖片令人會心一笑、開啟美好充實的一天(make your day)。

Shifman指出社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提供展現自我的平臺，在這些平

臺中人們的注意力變成共通貨幣，人們透過分享訊息來吸引他人注意、與人建立連

結，而在分享過程中又要建立個人的獨特性，創造一個獨特的網路模因(internet 

memes)便是一個一舉兩得之方法。

　　Shifman將網路模因之定義為「在使用者共識下所創造之文字、影像或影片，並

於網路上流通、散佈以及模仿再製」，她強調訊息雖散佈於網路，但人才是訊息產生

與傳遞之主體。若訊息僅是在網路上大量散播，頂多只能稱之為病毒(viral)—以高度

精確性複製後在網路快速散播；然網路模因則是需要使用者主動投入創造，隨後訊息

傳遞過程中被其他使用者模仿，並於再製過程中加入自身經驗衍生出新的訊息。模因

學於網際網路復辟，以Shifman的觀點來說模因傳遞不再是單純地產生複本，而是使

用者在模仿過程中加入個人知識文化背景於內容之中，網路模因是為訊息複合體

(complexes)，訊息與使用者特質交纏一起產生新的性質，而不再是基本單位(unit)。

網路模因例子：LINE問安圖，認同才會分享

　　什麼樣的網路模因可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之建立連結，同時又能展現個人獨特性

呢？筆者觀察各式各樣的社交平臺，發現LINE上的「問安圖」或網路鄉民俗稱的

「長輩圖」是個很好的例子。每日早晨許多LINE群組叮叮作響，傳來一張張色彩鮮

艷的風景花朵照，圖上必有問候祝福或是帶有禪意之人生格言。這些圖片的傳遞首先

滿足了使用者想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人建立連結之需求，而圖片之內涵反應了使用者自

身特質，使用者認同圖片之內容、美感亦或價值觀，因而再將內容轉發給其他使用

者。由於智慧型手機普及，拍照與後製圖片不需要複雜的技術，使用者除了接受、轉

發網路上的圖片外，更可以自行創造專屬自己風格的問候圖。倘若使用者不認可問安

圖之功能或圖片內容想傳達之意涵，該圖片便不會再度被轉發分享。在使用者主動選

擇之歷程下，問安圖在認同者們的社群中廣為流傳，同時演化出新的圖片內容，而在

不認同者之社群中則成為不會放在心上的垃圾訊息。

過程中並沒有主動的操控者，新的行為或想法是肇因於資訊反覆複製中產生之變異 

(Blackmore, 1999)；另一派學者則認為在模因傳遞的過程中，人是有決策能力的主

動者而非載具(as actors not as vectors)，決策者會基於個人所處之社會脈絡選擇適

宜之訊息來傳遞並保存，並非消極無助地接受各式各樣模因傳腦。

　　模因之本質與傳遞方法經過各方論戰後，模因學(memetics, memeology)因應而

生並於1997年出現第一本期刊：Journal of Memectis, 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然此期刊僅有七年壽命，無法長命之原因之一是模因學

不如基因學可透過紮實的實驗來檢驗各式假說。儘管模因學有許多思想借鏡於基因

學，但因無法檢證(untested)使得所有想法流於空談，讓模因學一度被評為偽科學

(pseudo-science)而沉寂，後續學者們紛紛轉往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市場

行銷學等領域來對訊息流通進行實徵研究。

網際網路裡的模因

　　Dawkins提出基因能成功傳遞的三大要素是：大量複製(fecundity)、複製時高度

保真(fidelity)、以及複製後的產品壽命長(longevity)。模因作為文化傳遞的基本單

位，在傳遞的過程中是透過人口耳相傳，訊息每經過一個傳遞者複製時容易失真或散

佚，研究者雖可從史料追溯訊息之可能起源，卻不易捕捉訊息傳遞過程中之突變、選

擇、以及競爭等歷程。Limor Shifman(2014)在其著作《網路文化中的模因》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中指出網際網路是研究模因傳遞的絕佳平臺，因為模因

進入網際網路後便具備成功傳遞之三要素—使用者只消動動手指便能大量且精確地複

製原始訊息散佈於網路中，訊息可儲存於各式網路平臺以及使用者電腦，使得訊息壽

命大為延長。Shifman(2014)認為過去在模因傳遞歷程中難以研究之面向均可在網際

網路中實現：我們可以了解訊息如何由個人發起散播到社群、訊息如何透過複製與模

仿再製流通於網路、以及訊息流通過程中遭遇之競爭與選擇。

　　在網路1.0時代，使用者在網路上搜尋企業或組織提供之資訊並瀏覽下載，在網

路2.0時代，使用者變成網路主體，人們開始上傳並分享自己經驗供他人搜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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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的由來

　　模因（meme，另有迷因、文化基因等譯名）意指文化資訊傳遞之基本單位，透

過模仿將思想或行為在個體間傳遞。此字源自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1989)於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描述人類文化與思想傳遞亦服膺生物學中的

演化規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思想或行為透過模仿(imitation)複製出許多副

本，在複製過程中亦如基因複製般會產生變異，這些衍生品們(derivatives)在社會文

化脈絡下競爭，只有適合該社會情境的想法會被保留並流傳，不合時宜的便隱滅於滾

滾潮流中。由於思想需透過模仿以在群體間傳遞流動，Dawkins擷取希臘文mimema

（意指模仿物）並與基因(gene)同韻創出meme一字。

　　「模因」一字之崛起與傳遞展現了思想文化在傳遞過程需歷經之變異、競爭以及

選擇。以最原始之定義出發：「模因作為文化傳播的單位」，要讓此想法永存於世是

先透過大量複製、強力放送於人群中，然在散播過程中慢慢出現變異，譬如採演化觀

點之學者將模因類比於基因，認為模因亦有其特殊表現型與轉譯方式，接著流行病學

觀點導入，把模因視為心智病毒(viruses of the mind)四處傳腦、深植於受感染者之

腦中，感染者表現特定行為或想法以繼續感染身邊的人。然這「模因傳腦」歷程引發

強烈爭議，部分學者將人視為模因的載體(vectors)，人透過模仿來複製資訊，複製

結語

　　使用者透過網路模因在網路世界中分享自身訊息並表達獨有特色，網路模因可以

文字、圖片、影片等形式呈現。使用者其實只要仔細留意自己常用的社交平臺或是討

論板，從熱門的口頭禪或影劇臺詞，或是點閱率與討論度極高之新聞影片，都會發現

網路模因俯拾即是。網路模因作為使用者特質與訊息交纏之複合體，除了建構複雜的

網路文化外，其在網路平臺之大數據可供研究者們研究網路模因之產生、傳播、與選

擇競爭，並依此來推論人類之思想與文化傳遞過程。網路上訊息流通快速，加快了新

議題之崛起與消逝，想想2019年至今才短短幾個月，就已經有好幾個熱門議題在網

路瘋狂流竄後又戛然而止、消失匿跡，無論「模因學」是否會在網際網路恢復榮光，

網路文化亦可作為人文社會學者研究人類行為與思想變遷的平臺。

　　早晨的問安圖不僅在重視人際關係之文化脈絡出現，著重個人主義之西方文化如

美國亦有早安圖在網路中流傳。筆者透過google搜尋引擎以早安圖、good morning 

memes為關鍵字搜尋圖片，取圖上文字是中文或英文之圖片各30張來分析圖片背景

主題與文字詞頻。分析結果發現中文問安圖片樣本中，照片背景為自然景物佔87%，

其中以蓮花出現頻率最高，而除了「早安」外，「平安」、「好」之祝福詞出現頻率

最高；對比之下英文問安圖片樣本中則以人類(53%)與動物(33%)的臉孔特寫為大宗，

祝福語除了good morning外少有其他重複字詞。當訊息在無國界的網路四處漫遊傳

遞，訊息產生國際化(globalization)的同時仍保留不同文化之脈絡特色，主因亦是使

用者主動參與訊息之選擇與模仿重製歷程。同樣是早晨之問候圖，臺灣的網路使用者

用花草圖片搭配暖心問候語傳達一種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生活態度，而美國的網路

使用者透過誇張的表情圖片令人會心一笑、開啟美好充實的一天(make your day)。

Shifman指出社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提供展現自我的平臺，在這些平

臺中人們的注意力變成共通貨幣，人們透過分享訊息來吸引他人注意、與人建立連

結，而在分享過程中又要建立個人的獨特性，創造一個獨特的網路模因(internet 

memes)便是一個一舉兩得之方法。

　　Shifman將網路模因之定義為「在使用者共識下所創造之文字、影像或影片，並

於網路上流通、散佈以及模仿再製」，她強調訊息雖散佈於網路，但人才是訊息產生

與傳遞之主體。若訊息僅是在網路上大量散播，頂多只能稱之為病毒(viral)—以高度

精確性複製後在網路快速散播；然網路模因則是需要使用者主動投入創造，隨後訊息

傳遞過程中被其他使用者模仿，並於再製過程中加入自身經驗衍生出新的訊息。模因

學於網際網路復辟，以Shifman的觀點來說模因傳遞不再是單純地產生複本，而是使

用者在模仿過程中加入個人知識文化背景於內容之中，網路模因是為訊息複合體

(complexes)，訊息與使用者特質交纏一起產生新的性質，而不再是基本單位(unit)。

網路模因例子：LINE問安圖，認同才會分享

　　什麼樣的網路模因可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之建立連結，同時又能展現個人獨特性

呢？筆者觀察各式各樣的社交平臺，發現LINE上的「問安圖」或網路鄉民俗稱的

「長輩圖」是個很好的例子。每日早晨許多LINE群組叮叮作響，傳來一張張色彩鮮

艷的風景花朵照，圖上必有問候祝福或是帶有禪意之人生格言。這些圖片的傳遞首先

滿足了使用者想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人建立連結之需求，而圖片之內涵反應了使用者自

身特質，使用者認同圖片之內容、美感亦或價值觀，因而再將內容轉發給其他使用

者。由於智慧型手機普及，拍照與後製圖片不需要複雜的技術，使用者除了接受、轉

發網路上的圖片外，更可以自行創造專屬自己風格的問候圖。倘若使用者不認可問安

圖之功能或圖片內容想傳達之意涵，該圖片便不會再度被轉發分享。在使用者主動選

擇之歷程下，問安圖在認同者們的社群中廣為流傳，同時演化出新的圖片內容，而在

不認同者之社群中則成為不會放在心上的垃圾訊息。

過程中並沒有主動的操控者，新的行為或想法是肇因於資訊反覆複製中產生之變異 

(Blackmore, 1999)；另一派學者則認為在模因傳遞的過程中，人是有決策能力的主

動者而非載具(as actors not as vectors)，決策者會基於個人所處之社會脈絡選擇適

宜之訊息來傳遞並保存，並非消極無助地接受各式各樣模因傳腦。

　　模因之本質與傳遞方法經過各方論戰後，模因學(memetics, memeology)因應而

生並於1997年出現第一本期刊：Journal of Memectis, 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然此期刊僅有七年壽命，無法長命之原因之一是模因學

不如基因學可透過紮實的實驗來檢驗各式假說。儘管模因學有許多思想借鏡於基因

學，但因無法檢證(untested)使得所有想法流於空談，讓模因學一度被評為偽科學

(pseudo-science)而沉寂，後續學者們紛紛轉往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市場

行銷學等領域來對訊息流通進行實徵研究。

網際網路裡的模因

　　Dawkins提出基因能成功傳遞的三大要素是：大量複製(fecundity)、複製時高度

保真(fidelity)、以及複製後的產品壽命長(longevity)。模因作為文化傳遞的基本單

位，在傳遞的過程中是透過人口耳相傳，訊息每經過一個傳遞者複製時容易失真或散

佚，研究者雖可從史料追溯訊息之可能起源，卻不易捕捉訊息傳遞過程中之突變、選

擇、以及競爭等歷程。Limor Shifman(2014)在其著作《網路文化中的模因》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中指出網際網路是研究模因傳遞的絕佳平臺，因為模因

進入網際網路後便具備成功傳遞之三要素—使用者只消動動手指便能大量且精確地複

製原始訊息散佈於網路中，訊息可儲存於各式網路平臺以及使用者電腦，使得訊息壽

命大為延長。Shifman(2014)認為過去在模因傳遞歷程中難以研究之面向均可在網際

網路中實現：我們可以了解訊息如何由個人發起散播到社群、訊息如何透過複製與模

仿再製流通於網路、以及訊息流通過程中遭遇之競爭與選擇。

　　在網路1.0時代，使用者在網路上搜尋企業或組織提供之資訊並瀏覽下載，在網

路2.0時代，使用者變成網路主體，人們開始上傳並分享自己經驗供他人搜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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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的由來

　　模因（meme，另有迷因、文化基因等譯名）意指文化資訊傳遞之基本單位，透

過模仿將思想或行為在個體間傳遞。此字源自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1989)於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描述人類文化與思想傳遞亦服膺生物學中的

演化規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思想或行為透過模仿(imitation)複製出許多副

本，在複製過程中亦如基因複製般會產生變異，這些衍生品們(derivatives)在社會文

化脈絡下競爭，只有適合該社會情境的想法會被保留並流傳，不合時宜的便隱滅於滾

滾潮流中。由於思想需透過模仿以在群體間傳遞流動，Dawkins擷取希臘文mimema

（意指模仿物）並與基因(gene)同韻創出meme一字。

　　「模因」一字之崛起與傳遞展現了思想文化在傳遞過程需歷經之變異、競爭以及

選擇。以最原始之定義出發：「模因作為文化傳播的單位」，要讓此想法永存於世是

先透過大量複製、強力放送於人群中，然在散播過程中慢慢出現變異，譬如採演化觀

點之學者將模因類比於基因，認為模因亦有其特殊表現型與轉譯方式，接著流行病學

觀點導入，把模因視為心智病毒(viruses of the mind)四處傳腦、深植於受感染者之

腦中，感染者表現特定行為或想法以繼續感染身邊的人。然這「模因傳腦」歷程引發

強烈爭議，部分學者將人視為模因的載體(vectors)，人透過模仿來複製資訊，複製

結語

　　使用者透過網路模因在網路世界中分享自身訊息並表達獨有特色，網路模因可以

文字、圖片、影片等形式呈現。使用者其實只要仔細留意自己常用的社交平臺或是討

論板，從熱門的口頭禪或影劇臺詞，或是點閱率與討論度極高之新聞影片，都會發現

網路模因俯拾即是。網路模因作為使用者特質與訊息交纏之複合體，除了建構複雜的

網路文化外，其在網路平臺之大數據可供研究者們研究網路模因之產生、傳播、與選

擇競爭，並依此來推論人類之思想與文化傳遞過程。網路上訊息流通快速，加快了新

議題之崛起與消逝，想想2019年至今才短短幾個月，就已經有好幾個熱門議題在網

路瘋狂流竄後又戛然而止、消失匿跡，無論「模因學」是否會在網際網路恢復榮光，

網路文化亦可作為人文社會學者研究人類行為與思想變遷的平臺。

　　早晨的問安圖不僅在重視人際關係之文化脈絡出現，著重個人主義之西方文化如

美國亦有早安圖在網路中流傳。筆者透過google搜尋引擎以早安圖、good morning 

memes為關鍵字搜尋圖片，取圖上文字是中文或英文之圖片各30張來分析圖片背景

主題與文字詞頻。分析結果發現中文問安圖片樣本中，照片背景為自然景物佔87%，

其中以蓮花出現頻率最高，而除了「早安」外，「平安」、「好」之祝福詞出現頻率

最高；對比之下英文問安圖片樣本中則以人類(53%)與動物(33%)的臉孔特寫為大宗，

祝福語除了good morning外少有其他重複字詞。當訊息在無國界的網路四處漫遊傳

遞，訊息產生國際化(globalization)的同時仍保留不同文化之脈絡特色，主因亦是使

用者主動參與訊息之選擇與模仿重製歷程。同樣是早晨之問候圖，臺灣的網路使用者

用花草圖片搭配暖心問候語傳達一種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生活態度，而美國的網路

使用者透過誇張的表情圖片令人會心一笑、開啟美好充實的一天(make your day)。

Shifman指出社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提供展現自我的平臺，在這些平

臺中人們的注意力變成共通貨幣，人們透過分享訊息來吸引他人注意、與人建立連

結，而在分享過程中又要建立個人的獨特性，創造一個獨特的網路模因(internet 

memes)便是一個一舉兩得之方法。

　　Shifman將網路模因之定義為「在使用者共識下所創造之文字、影像或影片，並

於網路上流通、散佈以及模仿再製」，她強調訊息雖散佈於網路，但人才是訊息產生

與傳遞之主體。若訊息僅是在網路上大量散播，頂多只能稱之為病毒(viral)—以高度

精確性複製後在網路快速散播；然網路模因則是需要使用者主動投入創造，隨後訊息

傳遞過程中被其他使用者模仿，並於再製過程中加入自身經驗衍生出新的訊息。模因

學於網際網路復辟，以Shifman的觀點來說模因傳遞不再是單純地產生複本，而是使

用者在模仿過程中加入個人知識文化背景於內容之中，網路模因是為訊息複合體

(complexes)，訊息與使用者特質交纏一起產生新的性質，而不再是基本單位(unit)。

網路模因例子：LINE問安圖，認同才會分享

　　什麼樣的網路模因可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之建立連結，同時又能展現個人獨特性

呢？筆者觀察各式各樣的社交平臺，發現LINE上的「問安圖」或網路鄉民俗稱的

「長輩圖」是個很好的例子。每日早晨許多LINE群組叮叮作響，傳來一張張色彩鮮

艷的風景花朵照，圖上必有問候祝福或是帶有禪意之人生格言。這些圖片的傳遞首先

滿足了使用者想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人建立連結之需求，而圖片之內涵反應了使用者自

身特質，使用者認同圖片之內容、美感亦或價值觀，因而再將內容轉發給其他使用

者。由於智慧型手機普及，拍照與後製圖片不需要複雜的技術，使用者除了接受、轉

發網路上的圖片外，更可以自行創造專屬自己風格的問候圖。倘若使用者不認可問安

圖之功能或圖片內容想傳達之意涵，該圖片便不會再度被轉發分享。在使用者主動選

擇之歷程下，問安圖在認同者們的社群中廣為流傳，同時演化出新的圖片內容，而在

不認同者之社群中則成為不會放在心上的垃圾訊息。

過程中並沒有主動的操控者，新的行為或想法是肇因於資訊反覆複製中產生之變異 

(Blackmore, 1999)；另一派學者則認為在模因傳遞的過程中，人是有決策能力的主

動者而非載具(as actors not as vectors)，決策者會基於個人所處之社會脈絡選擇適

宜之訊息來傳遞並保存，並非消極無助地接受各式各樣模因傳腦。

　　模因之本質與傳遞方法經過各方論戰後，模因學(memetics, memeology)因應而

生並於1997年出現第一本期刊：Journal of Memectis, 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然此期刊僅有七年壽命，無法長命之原因之一是模因學

不如基因學可透過紮實的實驗來檢驗各式假說。儘管模因學有許多思想借鏡於基因

學，但因無法檢證(untested)使得所有想法流於空談，讓模因學一度被評為偽科學

(pseudo-science)而沉寂，後續學者們紛紛轉往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市場

行銷學等領域來對訊息流通進行實徵研究。

網際網路裡的模因

　　Dawkins提出基因能成功傳遞的三大要素是：大量複製(fecundity)、複製時高度

保真(fidelity)、以及複製後的產品壽命長(longevity)。模因作為文化傳遞的基本單

位，在傳遞的過程中是透過人口耳相傳，訊息每經過一個傳遞者複製時容易失真或散

佚，研究者雖可從史料追溯訊息之可能起源，卻不易捕捉訊息傳遞過程中之突變、選

擇、以及競爭等歷程。Limor Shifman(2014)在其著作《網路文化中的模因》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中指出網際網路是研究模因傳遞的絕佳平臺，因為模因

進入網際網路後便具備成功傳遞之三要素—使用者只消動動手指便能大量且精確地複

製原始訊息散佈於網路中，訊息可儲存於各式網路平臺以及使用者電腦，使得訊息壽

命大為延長。Shifman(2014)認為過去在模因傳遞歷程中難以研究之面向均可在網際

網路中實現：我們可以了解訊息如何由個人發起散播到社群、訊息如何透過複製與模

仿再製流通於網路、以及訊息流通過程中遭遇之競爭與選擇。

　　在網路1.0時代，使用者在網路上搜尋企業或組織提供之資訊並瀏覽下載，在網

路2.0時代，使用者變成網路主體，人們開始上傳並分享自己經驗供他人搜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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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的由來

　　模因（meme，另有迷因、文化基因等譯名）意指文化資訊傳遞之基本單位，透

過模仿將思想或行為在個體間傳遞。此字源自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1989)於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描述人類文化與思想傳遞亦服膺生物學中的

演化規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思想或行為透過模仿(imitation)複製出許多副

本，在複製過程中亦如基因複製般會產生變異，這些衍生品們(derivatives)在社會文

化脈絡下競爭，只有適合該社會情境的想法會被保留並流傳，不合時宜的便隱滅於滾

滾潮流中。由於思想需透過模仿以在群體間傳遞流動，Dawkins擷取希臘文mimema

（意指模仿物）並與基因(gene)同韻創出meme一字。

　　「模因」一字之崛起與傳遞展現了思想文化在傳遞過程需歷經之變異、競爭以及

選擇。以最原始之定義出發：「模因作為文化傳播的單位」，要讓此想法永存於世是

先透過大量複製、強力放送於人群中，然在散播過程中慢慢出現變異，譬如採演化觀

點之學者將模因類比於基因，認為模因亦有其特殊表現型與轉譯方式，接著流行病學

觀點導入，把模因視為心智病毒(viruses of the mind)四處傳腦、深植於受感染者之

腦中，感染者表現特定行為或想法以繼續感染身邊的人。然這「模因傳腦」歷程引發

強烈爭議，部分學者將人視為模因的載體(vectors)，人透過模仿來複製資訊，複製

結語

　　使用者透過網路模因在網路世界中分享自身訊息並表達獨有特色，網路模因可以

文字、圖片、影片等形式呈現。使用者其實只要仔細留意自己常用的社交平臺或是討

論板，從熱門的口頭禪或影劇臺詞，或是點閱率與討論度極高之新聞影片，都會發現

網路模因俯拾即是。網路模因作為使用者特質與訊息交纏之複合體，除了建構複雜的

網路文化外，其在網路平臺之大數據可供研究者們研究網路模因之產生、傳播、與選

擇競爭，並依此來推論人類之思想與文化傳遞過程。網路上訊息流通快速，加快了新

議題之崛起與消逝，想想2019年至今才短短幾個月，就已經有好幾個熱門議題在網

路瘋狂流竄後又戛然而止、消失匿跡，無論「模因學」是否會在網際網路恢復榮光，

網路文化亦可作為人文社會學者研究人類行為與思想變遷的平臺。

　　早晨的問安圖不僅在重視人際關係之文化脈絡出現，著重個人主義之西方文化如

美國亦有早安圖在網路中流傳。筆者透過google搜尋引擎以早安圖、good morning 

memes為關鍵字搜尋圖片，取圖上文字是中文或英文之圖片各30張來分析圖片背景

主題與文字詞頻。分析結果發現中文問安圖片樣本中，照片背景為自然景物佔87%，

其中以蓮花出現頻率最高，而除了「早安」外，「平安」、「好」之祝福詞出現頻率

最高；對比之下英文問安圖片樣本中則以人類(53%)與動物(33%)的臉孔特寫為大宗，

祝福語除了good morning外少有其他重複字詞。當訊息在無國界的網路四處漫遊傳

遞，訊息產生國際化(globalization)的同時仍保留不同文化之脈絡特色，主因亦是使

用者主動參與訊息之選擇與模仿重製歷程。同樣是早晨之問候圖，臺灣的網路使用者

用花草圖片搭配暖心問候語傳達一種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生活態度，而美國的網路

使用者透過誇張的表情圖片令人會心一笑、開啟美好充實的一天(make your day)。

Shifman指出社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提供展現自我的平臺，在這些平

臺中人們的注意力變成共通貨幣，人們透過分享訊息來吸引他人注意、與人建立連

結，而在分享過程中又要建立個人的獨特性，創造一個獨特的網路模因(internet 

memes)便是一個一舉兩得之方法。

　　Shifman將網路模因之定義為「在使用者共識下所創造之文字、影像或影片，並

於網路上流通、散佈以及模仿再製」，她強調訊息雖散佈於網路，但人才是訊息產生

與傳遞之主體。若訊息僅是在網路上大量散播，頂多只能稱之為病毒(viral)—以高度

精確性複製後在網路快速散播；然網路模因則是需要使用者主動投入創造，隨後訊息

傳遞過程中被其他使用者模仿，並於再製過程中加入自身經驗衍生出新的訊息。模因

學於網際網路復辟，以Shifman的觀點來說模因傳遞不再是單純地產生複本，而是使

用者在模仿過程中加入個人知識文化背景於內容之中，網路模因是為訊息複合體

(complexes)，訊息與使用者特質交纏一起產生新的性質，而不再是基本單位(unit)。

網路模因例子：LINE問安圖，認同才會分享

　　什麼樣的網路模因可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之建立連結，同時又能展現個人獨特性

呢？筆者觀察各式各樣的社交平臺，發現LINE上的「問安圖」或網路鄉民俗稱的

「長輩圖」是個很好的例子。每日早晨許多LINE群組叮叮作響，傳來一張張色彩鮮

艷的風景花朵照，圖上必有問候祝福或是帶有禪意之人生格言。這些圖片的傳遞首先

滿足了使用者想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人建立連結之需求，而圖片之內涵反應了使用者自

身特質，使用者認同圖片之內容、美感亦或價值觀，因而再將內容轉發給其他使用

者。由於智慧型手機普及，拍照與後製圖片不需要複雜的技術，使用者除了接受、轉

發網路上的圖片外，更可以自行創造專屬自己風格的問候圖。倘若使用者不認可問安

圖之功能或圖片內容想傳達之意涵，該圖片便不會再度被轉發分享。在使用者主動選

擇之歷程下，問安圖在認同者們的社群中廣為流傳，同時演化出新的圖片內容，而在

不認同者之社群中則成為不會放在心上的垃圾訊息。

過程中並沒有主動的操控者，新的行為或想法是肇因於資訊反覆複製中產生之變異 

(Blackmore, 1999)；另一派學者則認為在模因傳遞的過程中，人是有決策能力的主

動者而非載具(as actors not as vectors)，決策者會基於個人所處之社會脈絡選擇適

宜之訊息來傳遞並保存，並非消極無助地接受各式各樣模因傳腦。

　　模因之本質與傳遞方法經過各方論戰後，模因學(memetics, memeology)因應而

生並於1997年出現第一本期刊：Journal of Memectis, 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然此期刊僅有七年壽命，無法長命之原因之一是模因學

不如基因學可透過紮實的實驗來檢驗各式假說。儘管模因學有許多思想借鏡於基因

學，但因無法檢證(untested)使得所有想法流於空談，讓模因學一度被評為偽科學

(pseudo-science)而沉寂，後續學者們紛紛轉往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市場

行銷學等領域來對訊息流通進行實徵研究。

網際網路裡的模因

　　Dawkins提出基因能成功傳遞的三大要素是：大量複製(fecundity)、複製時高度

保真(fidelity)、以及複製後的產品壽命長(longevity)。模因作為文化傳遞的基本單

位，在傳遞的過程中是透過人口耳相傳，訊息每經過一個傳遞者複製時容易失真或散

佚，研究者雖可從史料追溯訊息之可能起源，卻不易捕捉訊息傳遞過程中之突變、選

擇、以及競爭等歷程。Limor Shifman(2014)在其著作《網路文化中的模因》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中指出網際網路是研究模因傳遞的絕佳平臺，因為模因

進入網際網路後便具備成功傳遞之三要素—使用者只消動動手指便能大量且精確地複

製原始訊息散佈於網路中，訊息可儲存於各式網路平臺以及使用者電腦，使得訊息壽

命大為延長。Shifman(2014)認為過去在模因傳遞歷程中難以研究之面向均可在網際

網路中實現：我們可以了解訊息如何由個人發起散播到社群、訊息如何透過複製與模

仿再製流通於網路、以及訊息流通過程中遭遇之競爭與選擇。

　　在網路1.0時代，使用者在網路上搜尋企業或組織提供之資訊並瀏覽下載，在網

路2.0時代，使用者變成網路主體，人們開始上傳並分享自己經驗供他人搜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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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的由來

　　模因（meme，另有迷因、文化基因等譯名）意指文化資訊傳遞之基本單位，透

過模仿將思想或行為在個體間傳遞。此字源自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1989)於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描述人類文化與思想傳遞亦服膺生物學中的

演化規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思想或行為透過模仿(imitation)複製出許多副

本，在複製過程中亦如基因複製般會產生變異，這些衍生品們(derivatives)在社會文

化脈絡下競爭，只有適合該社會情境的想法會被保留並流傳，不合時宜的便隱滅於滾

滾潮流中。由於思想需透過模仿以在群體間傳遞流動，Dawkins擷取希臘文mimema

（意指模仿物）並與基因(gene)同韻創出meme一字。

　　「模因」一字之崛起與傳遞展現了思想文化在傳遞過程需歷經之變異、競爭以及

選擇。以最原始之定義出發：「模因作為文化傳播的單位」，要讓此想法永存於世是

先透過大量複製、強力放送於人群中，然在散播過程中慢慢出現變異，譬如採演化觀

點之學者將模因類比於基因，認為模因亦有其特殊表現型與轉譯方式，接著流行病學

觀點導入，把模因視為心智病毒(viruses of the mind)四處傳腦、深植於受感染者之

腦中，感染者表現特定行為或想法以繼續感染身邊的人。然這「模因傳腦」歷程引發

強烈爭議，部分學者將人視為模因的載體(vectors)，人透過模仿來複製資訊，複製

結語

　　使用者透過網路模因在網路世界中分享自身訊息並表達獨有特色，網路模因可以

文字、圖片、影片等形式呈現。使用者其實只要仔細留意自己常用的社交平臺或是討

論板，從熱門的口頭禪或影劇臺詞，或是點閱率與討論度極高之新聞影片，都會發現

網路模因俯拾即是。網路模因作為使用者特質與訊息交纏之複合體，除了建構複雜的

網路文化外，其在網路平臺之大數據可供研究者們研究網路模因之產生、傳播、與選

擇競爭，並依此來推論人類之思想與文化傳遞過程。網路上訊息流通快速，加快了新

議題之崛起與消逝，想想2019年至今才短短幾個月，就已經有好幾個熱門議題在網

路瘋狂流竄後又戛然而止、消失匿跡，無論「模因學」是否會在網際網路恢復榮光，

網路文化亦可作為人文社會學者研究人類行為與思想變遷的平臺。

　　早晨的問安圖不僅在重視人際關係之文化脈絡出現，著重個人主義之西方文化如

美國亦有早安圖在網路中流傳。筆者透過google搜尋引擎以早安圖、good morning 

memes為關鍵字搜尋圖片，取圖上文字是中文或英文之圖片各30張來分析圖片背景

主題與文字詞頻。分析結果發現中文問安圖片樣本中，照片背景為自然景物佔87%，

其中以蓮花出現頻率最高，而除了「早安」外，「平安」、「好」之祝福詞出現頻率

最高；對比之下英文問安圖片樣本中則以人類(53%)與動物(33%)的臉孔特寫為大宗，

祝福語除了good morning外少有其他重複字詞。當訊息在無國界的網路四處漫遊傳

遞，訊息產生國際化(globalization)的同時仍保留不同文化之脈絡特色，主因亦是使

用者主動參與訊息之選擇與模仿重製歷程。同樣是早晨之問候圖，臺灣的網路使用者

用花草圖片搭配暖心問候語傳達一種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生活態度，而美國的網路

使用者透過誇張的表情圖片令人會心一笑、開啟美好充實的一天(make your day)。

Shifman指出社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提供展現自我的平臺，在這些平

臺中人們的注意力變成共通貨幣，人們透過分享訊息來吸引他人注意、與人建立連

結，而在分享過程中又要建立個人的獨特性，創造一個獨特的網路模因(internet 

memes)便是一個一舉兩得之方法。

　　Shifman將網路模因之定義為「在使用者共識下所創造之文字、影像或影片，並

於網路上流通、散佈以及模仿再製」，她強調訊息雖散佈於網路，但人才是訊息產生

與傳遞之主體。若訊息僅是在網路上大量散播，頂多只能稱之為病毒(viral)—以高度

精確性複製後在網路快速散播；然網路模因則是需要使用者主動投入創造，隨後訊息

傳遞過程中被其他使用者模仿，並於再製過程中加入自身經驗衍生出新的訊息。模因

學於網際網路復辟，以Shifman的觀點來說模因傳遞不再是單純地產生複本，而是使

用者在模仿過程中加入個人知識文化背景於內容之中，網路模因是為訊息複合體

(complexes)，訊息與使用者特質交纏一起產生新的性質，而不再是基本單位(unit)。

網路模因例子：LINE問安圖，認同才會分享

　　什麼樣的網路模因可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之建立連結，同時又能展現個人獨特性

呢？筆者觀察各式各樣的社交平臺，發現LINE上的「問安圖」或網路鄉民俗稱的

「長輩圖」是個很好的例子。每日早晨許多LINE群組叮叮作響，傳來一張張色彩鮮

艷的風景花朵照，圖上必有問候祝福或是帶有禪意之人生格言。這些圖片的傳遞首先

滿足了使用者想吸引他人注意並與人建立連結之需求，而圖片之內涵反應了使用者自

身特質，使用者認同圖片之內容、美感亦或價值觀，因而再將內容轉發給其他使用

者。由於智慧型手機普及，拍照與後製圖片不需要複雜的技術，使用者除了接受、轉

發網路上的圖片外，更可以自行創造專屬自己風格的問候圖。倘若使用者不認可問安

圖之功能或圖片內容想傳達之意涵，該圖片便不會再度被轉發分享。在使用者主動選

擇之歷程下，問安圖在認同者們的社群中廣為流傳，同時演化出新的圖片內容，而在

不認同者之社群中則成為不會放在心上的垃圾訊息。

過程中並沒有主動的操控者，新的行為或想法是肇因於資訊反覆複製中產生之變異 

(Blackmore, 1999)；另一派學者則認為在模因傳遞的過程中，人是有決策能力的主

動者而非載具(as actors not as vectors)，決策者會基於個人所處之社會脈絡選擇適

宜之訊息來傳遞並保存，並非消極無助地接受各式各樣模因傳腦。

　　模因之本質與傳遞方法經過各方論戰後，模因學(memetics, memeology)因應而

生並於1997年出現第一本期刊：Journal of Memectis, 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然此期刊僅有七年壽命，無法長命之原因之一是模因學

不如基因學可透過紮實的實驗來檢驗各式假說。儘管模因學有許多思想借鏡於基因

學，但因無法檢證(untested)使得所有想法流於空談，讓模因學一度被評為偽科學

(pseudo-science)而沉寂，後續學者們紛紛轉往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市場

行銷學等領域來對訊息流通進行實徵研究。

網際網路裡的模因

　　Dawkins提出基因能成功傳遞的三大要素是：大量複製(fecundity)、複製時高度

保真(fidelity)、以及複製後的產品壽命長(longevity)。模因作為文化傳遞的基本單

位，在傳遞的過程中是透過人口耳相傳，訊息每經過一個傳遞者複製時容易失真或散

佚，研究者雖可從史料追溯訊息之可能起源，卻不易捕捉訊息傳遞過程中之突變、選

擇、以及競爭等歷程。Limor Shifman(2014)在其著作《網路文化中的模因》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中指出網際網路是研究模因傳遞的絕佳平臺，因為模因

進入網際網路後便具備成功傳遞之三要素—使用者只消動動手指便能大量且精確地複

製原始訊息散佈於網路中，訊息可儲存於各式網路平臺以及使用者電腦，使得訊息壽

命大為延長。Shifman(2014)認為過去在模因傳遞歷程中難以研究之面向均可在網際

網路中實現：我們可以了解訊息如何由個人發起散播到社群、訊息如何透過複製與模

仿再製流通於網路、以及訊息流通過程中遭遇之競爭與選擇。

　　在網路1.0時代，使用者在網路上搜尋企業或組織提供之資訊並瀏覽下載，在網

路2.0時代，使用者變成網路主體，人們開始上傳並分享自己經驗供他人搜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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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4月至6月業務行事曆

　　4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108年4月1日至108年4月30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108年4月1日至108年4月30日

　　5月

　　 補助學術研習營：108年5月1日至10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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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