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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訪問學者專訪：
陳美華教授談臺灣社會的性產業轉變
採訪／李宛芝、鄭惠倫　撰文／李宛芝

　　108年2月，中心迎來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陳美華教授至中心訪問。陳教授的

專長領域，有女性主義理論、性社會學、性工作等議題，此次來訪，是想探討社群媒

體對陪侍業網絡的影響。

　　陳教授從博士論文開始，已經在有關性別、性消費及性工作等的議題深耕了十幾

年。長期以來關心的領域，就大範圍來說是探討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位置，然後聚焦

在談性工作的樣態與性產業。另一塊晚近關懷的課題，則有同性婚姻，以及家庭與親

密生活的多樣性，探討多元家庭形式的樣態。而性別與工作、性產業與親密公民權，

都是跟性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在研究過程中，陳教授注意到，臺灣的性產業有越來越多年輕世代的女性投入，

但工作的場域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娼館，而是各式各樣的場所。同時，也有男性投入，

如gay spa的出現等等，都可以看出性產業不斷在變化，且從業者有年輕化的趨勢。

針對此現象，常被衛道人士批評為色情氾濫、年輕女性拜金所導致，但陳教授認為年

輕化反映出青年貧窮、就業不穩定的問題。當就業市場沒有辦法提供適當的工作機會

跟條件，以至於手邊的財務無法提供適當的生活水平，甚至無法維持生計的時候，各

式各樣的性工作就成為相對好的選擇。

　　加上近年來，全球社群媒體平臺興起，如Line或臉書，也改變了人們日常交流

的方式。尤其對年輕世代而言，社群媒體的交流已成為生活日常。受此影響，性產業

也很快地採用社群媒體，建立新的交易模式。為此，性產業中的各個行動者，其工作

模式及勞動條件，也逐漸產生改變。

　　性產業場域中的行動者大致上包括經營者、仲介第三人、性工作者、性消費者，

以及執法者（警方）。陳教授的研究已經遍布這些行動者，而且在訪談這些行動者

時，陳教授發現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會展示他們手機中專門連繫用的Line群組。經紀

人透過群組轉介工作；性工作者藉由社群軟體接收工作，並展現自身的條件；性消費

者透過網路尋找性交易的對象；警方也幾乎每天都有人在負責搜尋並監控這些交易網

絡，並假扮成客人來追捕這些進行交易的人。所以性產業中的行動者，實際上都在同

一個網絡平臺中互動並運行。觀察到這個現象，陳教授進而想瞭解，使用社群媒體究

竟只是媒介改變？還是連其中行動者的實質工作內容也跟著改變？ 

　　陳教授就以經紀人為例，在只有大哥大或是呼叫器做為溝通工具時，經紀人可以

自行決定是否回覆客人。但現在使用Line的群組連繫，24小時都會有客人湧入，就

必須時刻關注群組動向，以致於經紀人幾乎沒有休息時間，隨時要處理各式各樣客人

與工作者間的問題，造成很大的情緒壓力。此外，經紀人也必須有能力分辨誰是消費

者，誰是執法者，所以還要嚴格過濾進入群組或是傳訊息的人，雖然經紀人間自有一

套應對策略，但工作的情境也因此變得複雜。 

　　陳教授也提到，以前還有經紀人找電話秘書打電話「call客」。但現在因為有

Line或臉書，就不只是單純地電話交談，而是要開視訊或滿足顧客聊天的需求。不

過這些call客秘書只負責聊天，而非負責接待客人的工作者，所以還必須要將聊天內

容傳達給實際接客的性工作者，讓負責接待的人可以馬上與消費者的話題接軌，這些

操作與以前單純的接客模式相比下，變得十分複雜。據此觀察，社群媒體對性產業中

的行動者互動及行為的方式，確實帶來許多影響。

　　談到關於臺灣社會對於性議題的觀感，陳教授也從自身多年研究中，提出一些看

法。就法規面而言，以前的社會秩序維護法中，性交易是處三天的拘役，屬自由刑，

剝奪行動自由，或易科罰金，且要走法院的程序。若一再被取締，還會轉送到雲林縣

斗南婦女習藝所，變成半監禁狀態。直到民國98年，於宜蘭的兩位法官審理弱勢性工

作者涉及性交易的案件時，認為社維法對弱勢女性極其不公，向大法官提出釋憲申

請。大法官最後做出釋字第666號，解釋此案違反憲法中的平等原則。但後續的法律

修正，卻改為罰娼妓亦罰嫖客；刑罰的部份則從原本的自由刑轉變為行政罰，如當場

抓獲，警方會對雙方開罰單，如同違反交通規則一樣，僅須繳納罰鍰。

可以看出性交易在臺灣法治中，已經趨向正常化、微罪化，也顯見社會開始視性交易

為正常存在，性交易無需擔負刑責。此一轉變，或許也部分可解釋越來越多年輕世代

的性工作者進到性產業的原因，對沒有適當工作機會的年輕世代而言，性交易提供一

個解決經濟困窘的方案。

　　然而，就另一方面來看，雖然性交易微罪化看似是社會開始接受性交易的存在，

但是性交易仍舊沒有除罪化，一如通姦除罪化在臺灣仍然很具爭議性一樣，是個矛盾

的存在。就法理上而言，通姦與性交易的發生，並不會損害第三方的權益，但社會大

眾於此的看法，仍是保持可以做但不能言說的狀態。因而導致臺灣社會對這兩項性議

題的在社會觀感與實踐上的落差：道德標準十分嚴苛，一旦浮上檯面，就受到譴責，

然而在實踐上又顯得相當普遍。

　　不過陳教授也分享她與王維邦教授的共同研究成果，調查臺灣社會對於三種性議

題的態度，第一個是同性戀，第二是同居，第三則是婚外性行為。一般民眾對同居的

接受度最高，最不能接受的則是婚外性行為。其中，同性戀議題在民國80年的全國性

調查中，有百分之十一的民眾可以接受，而到了民國101年的調查已經增加到百分之

五十左右，顯示臺灣民眾對此議題的支持度已經提高許多。

　　從這些議題還是可以看出臺灣社會經過近年的婦女運動與性別運動後，許多性別

議題能見度都有提高，也打開了討論的空間，同時，這些群體展現出來的樣態也都較

為正面，讓臺灣民眾能以較正面的態度，漸漸接受不同的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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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網絡平臺中互動並運行。觀察到這個現象，陳教授進而想瞭解，使用社群媒體究

竟只是媒介改變？還是連其中行動者的實質工作內容也跟著改變？ 

　　陳教授就以經紀人為例，在只有大哥大或是呼叫器做為溝通工具時，經紀人可以

自行決定是否回覆客人。但現在使用Line的群組連繫，24小時都會有客人湧入，就

必須時刻關注群組動向，以致於經紀人幾乎沒有休息時間，隨時要處理各式各樣客人

與工作者間的問題，造成很大的情緒壓力。此外，經紀人也必須有能力分辨誰是消費

者，誰是執法者，所以還要嚴格過濾進入群組或是傳訊息的人，雖然經紀人間自有一

套應對策略，但工作的情境也因此變得複雜。 

　　陳教授也提到，以前還有經紀人找電話秘書打電話「call客」。但現在因為有

Line或臉書，就不只是單純地電話交談，而是要開視訊或滿足顧客聊天的需求。不

過這些call客秘書只負責聊天，而非負責接待客人的工作者，所以還必須要將聊天內

容傳達給實際接客的性工作者，讓負責接待的人可以馬上與消費者的話題接軌，這些

操作與以前單純的接客模式相比下，變得十分複雜。據此觀察，社群媒體對性產業中

的行動者互動及行為的方式，確實帶來許多影響。

　　談到關於臺灣社會對於性議題的觀感，陳教授也從自身多年研究中，提出一些看

法。就法規面而言，以前的社會秩序維護法中，性交易是處三天的拘役，屬自由刑，

剝奪行動自由，或易科罰金，且要走法院的程序。若一再被取締，還會轉送到雲林縣

斗南婦女習藝所，變成半監禁狀態。直到民國98年，於宜蘭的兩位法官審理弱勢性工

作者涉及性交易的案件時，認為社維法對弱勢女性極其不公，向大法官提出釋憲申

請。大法官最後做出釋字第666號，解釋此案違反憲法中的平等原則。但後續的法律

修正，卻改為罰娼妓亦罰嫖客；刑罰的部份則從原本的自由刑轉變為行政罰，如當場

抓獲，警方會對雙方開罰單，如同違反交通規則一樣，僅須繳納罰鍰。

可以看出性交易在臺灣法治中，已經趨向正常化、微罪化，也顯見社會開始視性交易

為正常存在，性交易無需擔負刑責。此一轉變，或許也部分可解釋越來越多年輕世代

的性工作者進到性產業的原因，對沒有適當工作機會的年輕世代而言，性交易提供一

個解決經濟困窘的方案。

　　然而，就另一方面來看，雖然性交易微罪化看似是社會開始接受性交易的存在，

但是性交易仍舊沒有除罪化，一如通姦除罪化在臺灣仍然很具爭議性一樣，是個矛盾

的存在。就法理上而言，通姦與性交易的發生，並不會損害第三方的權益，但社會大

眾於此的看法，仍是保持可以做但不能言說的狀態。因而導致臺灣社會對這兩項性議

題的在社會觀感與實踐上的落差：道德標準十分嚴苛，一旦浮上檯面，就受到譴責，

然而在實踐上又顯得相當普遍。

　　不過陳教授也分享她與王維邦教授的共同研究成果，調查臺灣社會對於三種性議

題的態度，第一個是同性戀，第二是同居，第三則是婚外性行為。一般民眾對同居的

接受度最高，最不能接受的則是婚外性行為。其中，同性戀議題在民國80年的全國性

調查中，有百分之十一的民眾可以接受，而到了民國101年的調查已經增加到百分之

五十左右，顯示臺灣民眾對此議題的支持度已經提高許多。

　　從這些議題還是可以看出臺灣社會經過近年的婦女運動與性別運動後，許多性別

議題能見度都有提高，也打開了討論的空間，同時，這些群體展現出來的樣態也都較

為正面，讓臺灣民眾能以較正面的態度，漸漸接受不同的性別議題。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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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群專訪：
吳泰熙教授談企業永續及社會責任研究社群
的規劃與經營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中心希望促成學者能以團隊的方式，辦理具有原創性或前瞻性

之學術聚會，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吳

泰熙教授，於106年7月開始執行為期一年的研究群業務，表現出色，因此本次特別

邀請吳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106年吳教授時任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院長，平時已有持續關注中心的補助業務

資訊，恰好吳教授也希望能於院內成立研究社群，已經集結不少有興趣的院內學者。

同一時間，因考量搭配商學院的發展，且當時已獲得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

CSB）的認證，吳教授也希望能提出相應的成果。所以在了解到中心此業務是以挹注

經費的方式，提供一群學者一個分享及交流研究成果的平臺後，就向中心提出申請。

　　在研究議題的擇定上，吳教授當時考慮到臺灣各大學的商學院中，還未有將發展

主軸放在企業社會責任及世代永續議題，因此為了有別於傳統商學領域的研究，所以

選擇以此做為臺北大學商學院的發展特色，為推廣此目標，就需要有更多資源來支持

研究社群的討論及激盪。

　　吳教授的想法主要分成兩個區塊：一塊是從企業端看社會責任，另一塊是從產業

端或社會端來關注這個議題。因此在一開始的計畫書中就分成兩個主軸：主軸一是永

續經營與管理，從企業端的角度探討；主軸二是從產業端看企業社會責任。兩個主軸

下，再分成六個子計畫。

　　為了讓主軸聚焦，吳教授尋找研究群成員時，選擇的成員也多是與議題相關的學

者，並且希望利用這些學者向外滾動傳遞這些研究議題的同時，進而擴大研究群的影

響力。同時，他也希望透過成員的社交網絡，將外系，甚至外校的研究者一起邀請進

入這個社群之中，交流研究的新知與成果。

　　在這些議題中，除了研究群內的成員互相激盪，也一直與研究群外的學者互相學

習。吳教授很肯定這樣的運作模式，透過這些聚會交流，可以看到自身研究在別人的

議題中，有其他可能的不同開展。

　　整體而言，研究群的方向跟內容，都是以較長程的方式來規劃。吳教授也提及，

為了不讓主題分散，因此採取的方式是將經費及議題集中焦點，否則計劃過於分散，

就容易淪為各自表述，無法有具體的成效。此外，臺北大學商學院參與的研究群成

員，也都很配合研究群各項事務，除了建議邀請校外的專家學者外，也都盡可能參與

聚會討論，並發表意見，吳教授也認為，透過這些意見的匯總下，研究群也逐漸融合

出一個更明確具體的方向甚至研究主題。

　　對於執行研究群的基本原則，吳教授強調人員跟經費最好能集中。經費上，除了

中心的補助外，亦有來自臺北大學校方的經費，兩方挹注下，使研究群得以順利推

動。人員部分，則是聚焦主軸，尋找相關議題研究者，並納入其他不同科系或領域的

學者。

　　吳教授也坦言，研究群當初規劃的場次非常多，所以執行結束回顧這一年的成

果，舉辦了34次聚會，共63位成講員分享不同的議題與研究成果，顯示出聚會密集

而緊湊。但是秉持著將事情做完的堅持，在一場又一場的聚會中，吳教授不僅聽到許

多出色的發表跟合作的可能，也挖掘到適合的講者，並於執行結束後，又另外邀請這

些講者來做更長時間的分享或授課。不僅後續的產出遠比預期的豐富而多元，當時的

成員或講員也都持續合作相關議題。

　　提到研究群的後續產出，吳教授也分享對研究成果的看法，他認為學術界展示的

成果應該要是多元的，而不只是侷限在學術期刊的發表，學術期刊雖有一定的影響

力，但研究成果若能更接地，才能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因此研究群核心成員中，

除了臺北大學商學院的學者外，也有來自公共事務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的

李堅明教授，減碳議題本來就是李教授的強項，所以李教授除了研究群執行期間的成

果分享外，於執行結束後，也都持續與商學院及研究群成員合作相關的永續議題。

　　吳教授也認為學術研究群的運作，最好能是跨系、跨院，甚至是跨校，並能與相

關的實務界合作。學術研究群計畫實際上也協助了臺北大學商學院所提出的臺灣永續

價值指數（Taiwan Sustainabil ity Index, TWNSI）。此指數是臺北大學商學院與

財團法人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TAISE）合作推出，指數主在評估企業社會責

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及ESG（環境、社會與公司

治理）績效。TWNSI指數於108年1月23日，正式於Reuters與Bloomberg上線掛

牌。這樣的結果，是吳教授當初設想成立研究社群時，未料到的意外結果，也因為這

個結果，更鼓舞參與的成員，瞭解學者的研究不會只是關在象牙塔中，而是能在後續

延伸中，有其商業價值存在。

　　雖然目前吳教授已經卸任院長一職，但後續接任的池院長亦持續耕耘，更是發揚

光大。資源投入的聚焦，是吳教授最為強調，也認為最重要的一點，不論是人力或是

經費，確定一個明確的目標，才能持續投入精力並看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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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經營與管理，從企業端的角度探討；主軸二是從產業端看企業社會責任。兩個主軸

下，再分成六個子計畫。

　　為了讓主軸聚焦，吳教授尋找研究群成員時，選擇的成員也多是與議題相關的學

者，並且希望利用這些學者向外滾動傳遞這些研究議題的同時，進而擴大研究群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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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這樣的結果，是吳教授當初設想成立研究社群時，未料到的意外結果，也因為這

個結果，更鼓舞參與的成員，瞭解學者的研究不會只是關在象牙塔中，而是能在後續

延伸中，有其商業價值存在。

　　雖然目前吳教授已經卸任院長一職，但後續接任的池院長亦持續耕耘，更是發揚

光大。資源投入的聚焦，是吳教授最為強調，也認為最重要的一點，不論是人力或是

經費，確定一個明確的目標，才能持續投入精力並看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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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中心希望促成學者能以團隊的方式，辦理具有原創性或前瞻性

之學術聚會，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吳

泰熙教授，於106年7月開始執行為期一年的研究群業務，表現出色，因此本次特別

邀請吳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106年吳教授時任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院長，平時已有持續關注中心的補助業務

資訊，恰好吳教授也希望能於院內成立研究社群，已經集結不少有興趣的院內學者。

同一時間，因考量搭配商學院的發展，且當時已獲得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

CSB）的認證，吳教授也希望能提出相應的成果。所以在了解到中心此業務是以挹注

經費的方式，提供一群學者一個分享及交流研究成果的平臺後，就向中心提出申請。

　　在研究議題的擇定上，吳教授當時考慮到臺灣各大學的商學院中，還未有將發展

主軸放在企業社會責任及世代永續議題，因此為了有別於傳統商學領域的研究，所以

選擇以此做為臺北大學商學院的發展特色，為推廣此目標，就需要有更多資源來支持

研究社群的討論及激盪。

　　吳教授的想法主要分成兩個區塊：一塊是從企業端看社會責任，另一塊是從產業

端或社會端來關注這個議題。因此在一開始的計畫書中就分成兩個主軸：主軸一是永

續經營與管理，從企業端的角度探討；主軸二是從產業端看企業社會責任。兩個主軸

下，再分成六個子計畫。

　　為了讓主軸聚焦，吳教授尋找研究群成員時，選擇的成員也多是與議題相關的學

者，並且希望利用這些學者向外滾動傳遞這些研究議題的同時，進而擴大研究群的影

響力。同時，他也希望透過成員的社交網絡，將外系，甚至外校的研究者一起邀請進

入這個社群之中，交流研究的新知與成果。

　　在這些議題中，除了研究群內的成員互相激盪，也一直與研究群外的學者互相學

習。吳教授很肯定這樣的運作模式，透過這些聚會交流，可以看到自身研究在別人的

議題中，有其他可能的不同開展。

　　整體而言，研究群的方向跟內容，都是以較長程的方式來規劃。吳教授也提及，

為了不讓主題分散，因此採取的方式是將經費及議題集中焦點，否則計劃過於分散，

就容易淪為各自表述，無法有具體的成效。此外，臺北大學商學院參與的研究群成

員，也都很配合研究群各項事務，除了建議邀請校外的專家學者外，也都盡可能參與

聚會討論，並發表意見，吳教授也認為，透過這些意見的匯總下，研究群也逐漸融合

出一個更明確具體的方向甚至研究主題。

　　對於執行研究群的基本原則，吳教授強調人員跟經費最好能集中。經費上，除了

中心的補助外，亦有來自臺北大學校方的經費，兩方挹注下，使研究群得以順利推

動。人員部分，則是聚焦主軸，尋找相關議題研究者，並納入其他不同科系或領域的

學者。

　　吳教授也坦言，研究群當初規劃的場次非常多，所以執行結束回顧這一年的成

果，舉辦了34次聚會，共63位成講員分享不同的議題與研究成果，顯示出聚會密集

而緊湊。但是秉持著將事情做完的堅持，在一場又一場的聚會中，吳教授不僅聽到許

多出色的發表跟合作的可能，也挖掘到適合的講者，並於執行結束後，又另外邀請這

些講者來做更長時間的分享或授課。不僅後續的產出遠比預期的豐富而多元，當時的

成員或講員也都持續合作相關議題。

　　提到研究群的後續產出，吳教授也分享對研究成果的看法，他認為學術界展示的

成果應該要是多元的，而不只是侷限在學術期刊的發表，學術期刊雖有一定的影響

力，但研究成果若能更接地，才能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因此研究群核心成員中，

除了臺北大學商學院的學者外，也有來自公共事務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的

李堅明教授，減碳議題本來就是李教授的強項，所以李教授除了研究群執行期間的成

果分享外，於執行結束後，也都持續與商學院及研究群成員合作相關的永續議題。

　　吳教授也認為學術研究群的運作，最好能是跨系、跨院，甚至是跨校，並能與相

關的實務界合作。學術研究群計畫實際上也協助了臺北大學商學院所提出的臺灣永續

價值指數（Taiwan Sustainabil ity Index, TWNSI）。此指數是臺北大學商學院與

財團法人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TAISE）合作推出，指數主在評估企業社會責

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及ESG（環境、社會與公司

治理）績效。TWNSI指數於108年1月23日，正式於Reuters與Bloomberg上線掛

牌。這樣的結果，是吳教授當初設想成立研究社群時，未料到的意外結果，也因為這

個結果，更鼓舞參與的成員，瞭解學者的研究不會只是關在象牙塔中，而是能在後續

延伸中，有其商業價值存在。

　　雖然目前吳教授已經卸任院長一職，但後續接任的池院長亦持續耕耘，更是發揚

光大。資源投入的聚焦，是吳教授最為強調，也認為最重要的一點，不論是人力或是

經費，確定一個明確的目標，才能持續投入精力並看見成效。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及9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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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工作坊─氣候變遷的人文面向
撰文／曾秉倫（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8年10月IPCC特別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暖化已高出前工業革命水準

約1.0°C，若以當前暖化速率持續下去的話，全球暖化現象預估2030年至2052年間

將達到1.5°C。地球持續性的增溫將造成長期衝擊，而此衝擊範圍不僅影響生態系

統，更改變既有人類社群與經濟生活的樣態，進而成為政治治理與經濟生產活動中不

得不面對的課題。

　　為增進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之學術工作者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有更多的學術探討與

交流，本中心於2019年4月19日假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辦「研習營工作坊─氣候變

遷的人文面向」，邀請氣候變遷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講者與討論人，透過跨領域的課

程安排與圓桌討論，探討氣候變遷下所涉及的自然環境、經濟與社群治理意涵，以及

它們為不同組織與社群所帶來的風險，並以治理的概念為核心聚焦在社會組織之回

應。

曾嬿芬主任開場 & 陳于高教授演講國際網絡新知

　　開場由人社中心曾嬿芬主任先介紹人社中心主要以一系列活動促進研究團隊組成

以進行前瞻性議題，然後引薦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執

行秘書陳于高教授。陳教授演講主軸圍繞在：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參與，才能將驗證科

學的結果更適切地導向應用端及政策的決策支援。這個論點說明之後，即開始介紹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發展歷史與其發表的第五

次年度報告，此報告展示過去觀測資料與相關模型模擬的結果，證明嚴重的溫室效應

的確因人類出現而起。再來，陳教授簡介 IPCC 的2018年最新報告 (Global Warm-

ing of 1.5°C)，並指出控制氣溫增加在1.5°C 的相關系統轉型與建議。

　　緊接著，陳教授解釋 IPCC 的三個系統 (Energy Supply, Energy Demand, 

Land) 與17個聯合國永續目標的連結，強調每個系統的改變都要對17永續目標進行

影響評估。再來介紹 Future Earth 國際組織的發展歷史，闡述聯合國 (政府) 在 

Future Earth 的重要性，並提醒學研單位—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 

積極介入的關鍵性。陳教授也簡介 Future Earth 的推動架構與相關單位，同時指出

不同研究領域的計畫案和11個Knowledge-Action Networks (KANs) 將以納入人文

社會學者的意見、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建議為主要目標。然後，其

提出 Future Earth 2018 峰會的總結與新的挑戰，介紹其合作伙伴貝蒙論壇(BEL-

MENT FORUM)的組織架構與參加國家，並且講解由 Future Earth 與貝蒙論壇的

科學家共同討論的 2018與2019 Research Action。

　　最後，陳教授總結目前的發展趨勢：僅有研究計畫是不夠的，必須將研究計畫往

實際行動發展；另外，氣候變遷（自然科學）與社會發展（人社研究）兩個領域也開

始逐漸具有共同的思考與目標。

工作坊課程簡介

　　A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

所黃書禮教授擔任主持人。首先，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戴興盛教授簡介

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的基本概念，以及「大農大富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科技部永續發展

整合型研究計畫，接著說明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地理位置、研究範圍、以及社會生

態系統。此計畫研究的議題包含野生動物生態、森林生態系、碳與水收支循環、環境

指標、部落社區參與、公民科學家計畫、水龍吟網絡、學術研究與權益關係人對談、

LiPaHak農場與濕地營造、生計多樣化、經濟評估、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治理等，研

究結果顯示「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中部已經成為事實上之生態廊道，而生態廊道北

部與南部造林區可進行更多人為利用。此計畫總結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系統韌性在

兩次主要社會生態系統轉型過程當中相對脆弱，但在2002年後，情況已經有重大轉

變，部落的原住民族運動，以及個別社區與跨社區的集體行動，已經形成逐漸堅實

的、超越部落/社區層級的區域治理網絡。最後，戴教授提出部落網絡、漢原混居的

社區網絡、及公部門三者對於主要議題認知的歧異，可能是影響未來系統是否轉型與

系統韌性的一大變因，而是否有新的擾動會促成對話或衝突，還尚待觀察與進一步的

研究。

　　接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就跨界氣候治理進行講授。周教

授首先回顧國際長期展望，接著介紹UNDP對災難與氣候變遷常態化的定義與典範轉

移的例子。其說明東亞國家共同的現代化結構性問題，例如遲滯、隱匿的高科技風險

社會，和脆弱性社會與風險個人化等，也指出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根源，並藉由普悠瑪

號司機關掉ATP的鬆弛管制與隱匿風險文化，反思是否我們在討論氣候變遷時也會

產生類似的系統性風險。然後，周教授簡介系統性風險的方法論與治理架構，藉此討

論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漣漪效應。氣候變遷調適與災難跨界研究架構雖強調自然科學與

社會科學的對話，但不同學科團隊的研究興趣不同，兩者對話的接軌是一個挑戰。此

外，若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八大專案計畫納入人文社會科學在治理方面的角色，之

後應如何產生「行動」？此將牽涉到轉型管理。近年來，臺灣、澳洲、東南亞國家都

把氣候變遷納入選舉的討論議題，顯示轉型管理開始受到重視。最後，周教授提出後

常態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差異，過去科技決策是evidence-based science，但後常態科

學遇到的問題是科學證據具有不確定性，國家進行決策時如何考慮這方面的風險溝

通？周教授則以能源與永續的爭議為例進行總結。

　　B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與環

境學系蔡博文教授擔任主持人。究心公益科技首席資料科學家鄧東波博士提出如何以

公民科學的方式快速收集到資訊，讓防災更有效率地收集資料，以提供防災單位參

考。基於公民科學定義，他說明了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開放式協同合作之運作，如何

以科技、社群組織、與解決問題三大面向進行開放架構的公民科學行動。鄧博士接著

介紹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 這種以民眾力量建構的地理圖資，如何以公

民科學為基礎的進行防救災相關資料的收集。以OSM主體的防救災資料收集已經發

生在許多國際上重大的災害事件，以一開始運用OSM收集地圖資料支援救災的海地

地震為例，草根式的地理圖資不但被聯合國救災單位使用，而且那次的經驗在OSM

社群中衍生出 Humanitarian OSM Team (HOT)，為一個專門針對防救災所需要的

地理圖資所形成自願性技術社群。這類型防救災社群的出現宣告了，防救災資通訊工

作不在只有官方，民間團體亦可以參與，因此近年來官方和民間社群的合作愈發頻

繁，而逐漸形成數位人道救援網路，使得更多技術性自願者能有效地投入防救災的工

作中。鄧博士最後總結如下：一、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防救災資訊收集，並非取代正

規的方法，而是開創另一個可能的資料收集管道，但資料的整合仍然充滿了問題與挑

戰；二、新的技術與方法帶來許多解決資料收集與整合的可能性；三、數位人道救援

的本質不在於技術，而是在於技術如何有效地應用於人道救援任務。

　　緊接著，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劉致灝助理研究員說明災害管理的四個階段，並

介紹聯合國對於災害治理定義與多項治理規則。從2018年「韌性」開始逐漸受重

視，「2015-2030仙臺減災綱領」訴諸以人為本的災害風險治理原則，而美國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署則強調Whole Community Approach全體社區參與式方法。接著透過

荷蘭政府還地於河的共識溝通的過程闡釋保護溝通及共識溝通的公民參與機制。隨後

劉研究員定義公民科學，強調災害應變的公民科學應用上，資訊工具是達成資訊有效

收集的手段之一，並介紹國外與國內政府推動的成功案例，例如: 加州州立大學以 

Twitter 觀測野火蔓延、海地地震網路志工社區協作、海燕颱風OpenStreetMap網

路協作、以及臺灣在莫拉克風災與2016尼伯特颱風期間的網路自發性公民資訊提供

等。目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管理研究試辦計畫」

則利用 LINE APP 讓地方學研機構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能夠共享公民科學與相關

決策的資訊。最後，劉研究員提出兩個討論議題：一、如何提高社群公民的參與意

科技部人社中心曾嬿芬主任致詞

願，達到公民協作的目標? 其潛在風險為何？二、如何透過公民協作機制，有效傳遞

災害的正確訊息，以減少議題與輿論的渲染？

學員分組討論與報告

　　本研習營工作坊設計之重點在於學員實際的交流互動，因此兩場次授課後均安排

一個小時左右的分組討論。本中心特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林子倫副教授與中

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盧鏡臣副教授，偕同各場次主持人及講者擔任各分組的帶領討

論人。上下午分組討論結束後，最後一場次則由各分組推派代表進行成果分享。

　　第一組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案助理教授洪立三提出如何讓民眾具有防災行為或

節能減碳的行為？如何整合學生成長歷程中關於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的課程？周素

卿副主任則回應，防災的根本的確在民眾的防災意識，但此次研習營主要的重點在協

助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等人社方面科研議題的搜尋與深耕。程宗明副教授則回應臺

灣與日本的民族性不同，兩者防災措施的比較是否有意義值得大家思考。盧鏡臣副教

授則表示，目前的教育是一個「標準答案」模版，而臺灣的升等制度也比較不重視如

何將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實踐。

　　第二組由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謝宜桓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問題：「我需要

什麼能力，未來才能找到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的相關工作」。劉致灝博士為此介紹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相關業務與科系，強調基礎研究及將研究落實應用的能力。鄧

東波博士則說明究心公益科技注重開發 ICT 工具協助防救災，並且重視將資料轉變

成智慧的能力。

　　第三組由戴興盛教授報告，指出臺灣目前面對氣候變遷的重要議題為「能源轉

型」，然臺灣是否在追求能源轉型時也影響生態環境呢？此議題仍存研究缺口，主要

是這類研究不受重視。臺灣自然學界研究方面常遇到科研成果無法被納入政策應用，

此需要科研政策串貫到應用實踐面。另在永續研究計畫方面，戴教授則強調科研計畫

案應該要有人文社會學者考慮治理的面向，才能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政策執行。

　　第四組由中央研究院法律所李仲軒博士後研究員從法律觀點去看氣候變遷議題，

並提出臺灣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具有很大改善的空間。謝宜桓研究員詢問將氣候

變遷議題歸類哪個法律層級比較適當，李仲軒研究員則認為提高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的法律層級是一個可思考的起點，但周桂田教授認為氣候變遷為跨部會議題，

而臺灣在跨部會合作方面的文化較弱。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博士候選人陳俊仰則提出

「價值」或許才是重要的議題。 

　　第五組由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中心王瑞庚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加入質性、

個案性 (敏感族群) 的角度，是否可以讓大部分韌性、脆弱性的量化研究更加完整？

例如老舊柴油車對空氣品質的效果，可以先針對大貨車駕駛進行問卷質性調查，再將

其意見反饋到量化研究，這樣的流程似乎比較有利於將研究成果落實到政策執行。

　　第六組由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黃盈豪助理教授建議將參與成員的聯

繫資料提供給小組成員，有助於形成學術網絡與社群。另其提出的研究議題為「氣候

變遷下的社區回應為何？」並說明此議題可從都市、鄉村、部落等社區回應作為研究

範圍，並以資訊、韌性、族群、組織等角度進行研究。

　　最後，周桂田教授針對臺灣研究議題缺口、國際網絡的研究缺口、科技部研究資

料是否可以開放、如何連結科研結果與政策應用、科研政策的典範轉移、以及如何將

科研知識落實到教育等議題進行本研習營工作坊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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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IPCC特別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暖化已高出前工業革命水準

約1.0°C，若以當前暖化速率持續下去的話，全球暖化現象預估2030年至2052年間

將達到1.5°C。地球持續性的增溫將造成長期衝擊，而此衝擊範圍不僅影響生態系

統，更改變既有人類社群與經濟生活的樣態，進而成為政治治理與經濟生產活動中不

得不面對的課題。

　　為增進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之學術工作者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有更多的學術探討與

交流，本中心於2019年4月19日假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辦「研習營工作坊─氣候變

遷的人文面向」，邀請氣候變遷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講者與討論人，透過跨領域的課

程安排與圓桌討論，探討氣候變遷下所涉及的自然環境、經濟與社群治理意涵，以及

它們為不同組織與社群所帶來的風險，並以治理的概念為核心聚焦在社會組織之回

應。

曾嬿芬主任開場 & 陳于高教授演講國際網絡新知

　　開場由人社中心曾嬿芬主任先介紹人社中心主要以一系列活動促進研究團隊組成

以進行前瞻性議題，然後引薦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執

行秘書陳于高教授。陳教授演講主軸圍繞在：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參與，才能將驗證科

學的結果更適切地導向應用端及政策的決策支援。這個論點說明之後，即開始介紹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發展歷史與其發表的第五

次年度報告，此報告展示過去觀測資料與相關模型模擬的結果，證明嚴重的溫室效應

的確因人類出現而起。再來，陳教授簡介 IPCC 的2018年最新報告 (Global Warm-

ing of 1.5°C)，並指出控制氣溫增加在1.5°C 的相關系統轉型與建議。

　　緊接著，陳教授解釋 IPCC 的三個系統 (Energy Supply, Energy Demand, 

Land) 與17個聯合國永續目標的連結，強調每個系統的改變都要對17永續目標進行

影響評估。再來介紹 Future Earth 國際組織的發展歷史，闡述聯合國 (政府) 在 

Future Earth 的重要性，並提醒學研單位—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 

積極介入的關鍵性。陳教授也簡介 Future Earth 的推動架構與相關單位，同時指出

不同研究領域的計畫案和11個Knowledge-Action Networks (KANs) 將以納入人文

社會學者的意見、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建議為主要目標。然後，其

提出 Future Earth 2018 峰會的總結與新的挑戰，介紹其合作伙伴貝蒙論壇(BEL-

MENT FORUM)的組織架構與參加國家，並且講解由 Future Earth 與貝蒙論壇的

科學家共同討論的 2018與2019 Research Action。

　　最後，陳教授總結目前的發展趨勢：僅有研究計畫是不夠的，必須將研究計畫往

實際行動發展；另外，氣候變遷（自然科學）與社會發展（人社研究）兩個領域也開

始逐漸具有共同的思考與目標。

工作坊課程簡介

　　A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

所黃書禮教授擔任主持人。首先，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戴興盛教授簡介

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的基本概念，以及「大農大富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科技部永續發展

整合型研究計畫，接著說明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地理位置、研究範圍、以及社會生

態系統。此計畫研究的議題包含野生動物生態、森林生態系、碳與水收支循環、環境

指標、部落社區參與、公民科學家計畫、水龍吟網絡、學術研究與權益關係人對談、

LiPaHak農場與濕地營造、生計多樣化、經濟評估、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治理等，研

究結果顯示「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中部已經成為事實上之生態廊道，而生態廊道北

部與南部造林區可進行更多人為利用。此計畫總結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系統韌性在

兩次主要社會生態系統轉型過程當中相對脆弱，但在2002年後，情況已經有重大轉

變，部落的原住民族運動，以及個別社區與跨社區的集體行動，已經形成逐漸堅實

的、超越部落/社區層級的區域治理網絡。最後，戴教授提出部落網絡、漢原混居的

社區網絡、及公部門三者對於主要議題認知的歧異，可能是影響未來系統是否轉型與

系統韌性的一大變因，而是否有新的擾動會促成對話或衝突，還尚待觀察與進一步的

研究。

　　接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就跨界氣候治理進行講授。周教

授首先回顧國際長期展望，接著介紹UNDP對災難與氣候變遷常態化的定義與典範轉

移的例子。其說明東亞國家共同的現代化結構性問題，例如遲滯、隱匿的高科技風險

社會，和脆弱性社會與風險個人化等，也指出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根源，並藉由普悠瑪

號司機關掉ATP的鬆弛管制與隱匿風險文化，反思是否我們在討論氣候變遷時也會

產生類似的系統性風險。然後，周教授簡介系統性風險的方法論與治理架構，藉此討

論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漣漪效應。氣候變遷調適與災難跨界研究架構雖強調自然科學與

社會科學的對話，但不同學科團隊的研究興趣不同，兩者對話的接軌是一個挑戰。此

外，若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八大專案計畫納入人文社會科學在治理方面的角色，之

後應如何產生「行動」？此將牽涉到轉型管理。近年來，臺灣、澳洲、東南亞國家都

把氣候變遷納入選舉的討論議題，顯示轉型管理開始受到重視。最後，周教授提出後

常態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差異，過去科技決策是evidence-based science，但後常態科

學遇到的問題是科學證據具有不確定性，國家進行決策時如何考慮這方面的風險溝

通？周教授則以能源與永續的爭議為例進行總結。

　　B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與環

境學系蔡博文教授擔任主持人。究心公益科技首席資料科學家鄧東波博士提出如何以

公民科學的方式快速收集到資訊，讓防災更有效率地收集資料，以提供防災單位參

考。基於公民科學定義，他說明了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開放式協同合作之運作，如何

以科技、社群組織、與解決問題三大面向進行開放架構的公民科學行動。鄧博士接著

介紹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 這種以民眾力量建構的地理圖資，如何以公

民科學為基礎的進行防救災相關資料的收集。以OSM主體的防救災資料收集已經發

生在許多國際上重大的災害事件，以一開始運用OSM收集地圖資料支援救災的海地

地震為例，草根式的地理圖資不但被聯合國救災單位使用，而且那次的經驗在OSM

社群中衍生出 Humanitarian OSM Team (HOT)，為一個專門針對防救災所需要的

地理圖資所形成自願性技術社群。這類型防救災社群的出現宣告了，防救災資通訊工

作不在只有官方，民間團體亦可以參與，因此近年來官方和民間社群的合作愈發頻

繁，而逐漸形成數位人道救援網路，使得更多技術性自願者能有效地投入防救災的工

作中。鄧博士最後總結如下：一、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防救災資訊收集，並非取代正

規的方法，而是開創另一個可能的資料收集管道，但資料的整合仍然充滿了問題與挑

戰；二、新的技術與方法帶來許多解決資料收集與整合的可能性；三、數位人道救援

的本質不在於技術，而是在於技術如何有效地應用於人道救援任務。

　　緊接著，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劉致灝助理研究員說明災害管理的四個階段，並

介紹聯合國對於災害治理定義與多項治理規則。從2018年「韌性」開始逐漸受重

視，「2015-2030仙臺減災綱領」訴諸以人為本的災害風險治理原則，而美國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署則強調Whole Community Approach全體社區參與式方法。接著透過

荷蘭政府還地於河的共識溝通的過程闡釋保護溝通及共識溝通的公民參與機制。隨後

劉研究員定義公民科學，強調災害應變的公民科學應用上，資訊工具是達成資訊有效

收集的手段之一，並介紹國外與國內政府推動的成功案例，例如: 加州州立大學以 

Twitter 觀測野火蔓延、海地地震網路志工社區協作、海燕颱風OpenStreetMap網

路協作、以及臺灣在莫拉克風災與2016尼伯特颱風期間的網路自發性公民資訊提供

等。目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管理研究試辦計畫」

則利用 LINE APP 讓地方學研機構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能夠共享公民科學與相關

決策的資訊。最後，劉研究員提出兩個討論議題：一、如何提高社群公民的參與意

願，達到公民協作的目標? 其潛在風險為何？二、如何透過公民協作機制，有效傳遞

災害的正確訊息，以減少議題與輿論的渲染？

學員分組討論與報告

　　本研習營工作坊設計之重點在於學員實際的交流互動，因此兩場次授課後均安排

一個小時左右的分組討論。本中心特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林子倫副教授與中

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盧鏡臣副教授，偕同各場次主持人及講者擔任各分組的帶領討

論人。上下午分組討論結束後，最後一場次則由各分組推派代表進行成果分享。

　　第一組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案助理教授洪立三提出如何讓民眾具有防災行為或

節能減碳的行為？如何整合學生成長歷程中關於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的課程？周素

卿副主任則回應，防災的根本的確在民眾的防災意識，但此次研習營主要的重點在協

助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等人社方面科研議題的搜尋與深耕。程宗明副教授則回應臺

灣與日本的民族性不同，兩者防災措施的比較是否有意義值得大家思考。盧鏡臣副教

授則表示，目前的教育是一個「標準答案」模版，而臺灣的升等制度也比較不重視如

何將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實踐。

　　第二組由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謝宜桓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問題：「我需要

什麼能力，未來才能找到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的相關工作」。劉致灝博士為此介紹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相關業務與科系，強調基礎研究及將研究落實應用的能力。鄧

東波博士則說明究心公益科技注重開發 ICT 工具協助防救災，並且重視將資料轉變

成智慧的能力。

　　第三組由戴興盛教授報告，指出臺灣目前面對氣候變遷的重要議題為「能源轉

型」，然臺灣是否在追求能源轉型時也影響生態環境呢？此議題仍存研究缺口，主要

是這類研究不受重視。臺灣自然學界研究方面常遇到科研成果無法被納入政策應用，

此需要科研政策串貫到應用實踐面。另在永續研究計畫方面，戴教授則強調科研計畫

案應該要有人文社會學者考慮治理的面向，才能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政策執行。

　　第四組由中央研究院法律所李仲軒博士後研究員從法律觀點去看氣候變遷議題，

並提出臺灣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具有很大改善的空間。謝宜桓研究員詢問將氣候

變遷議題歸類哪個法律層級比較適當，李仲軒研究員則認為提高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的法律層級是一個可思考的起點，但周桂田教授認為氣候變遷為跨部會議題，

而臺灣在跨部會合作方面的文化較弱。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博士候選人陳俊仰則提出

「價值」或許才是重要的議題。 

　　第五組由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中心王瑞庚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加入質性、

個案性 (敏感族群) 的角度，是否可以讓大部分韌性、脆弱性的量化研究更加完整？

例如老舊柴油車對空氣品質的效果，可以先針對大貨車駕駛進行問卷質性調查，再將

其意見反饋到量化研究，這樣的流程似乎比較有利於將研究成果落實到政策執行。

　　第六組由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黃盈豪助理教授建議將參與成員的聯

繫資料提供給小組成員，有助於形成學術網絡與社群。另其提出的研究議題為「氣候

變遷下的社區回應為何？」並說明此議題可從都市、鄉村、部落等社區回應作為研究

範圍，並以資訊、韌性、族群、組織等角度進行研究。

　　最後，周桂田教授針對臺灣研究議題缺口、國際網絡的研究缺口、科技部研究資

料是否可以開放、如何連結科研結果與政策應用、科研政策的典範轉移、以及如何將

科研知識落實到教育等議題進行本研習營工作坊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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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IPCC特別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暖化已高出前工業革命水準

約1.0°C，若以當前暖化速率持續下去的話，全球暖化現象預估2030年至2052年間

將達到1.5°C。地球持續性的增溫將造成長期衝擊，而此衝擊範圍不僅影響生態系

統，更改變既有人類社群與經濟生活的樣態，進而成為政治治理與經濟生產活動中不

得不面對的課題。

　　為增進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之學術工作者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有更多的學術探討與

交流，本中心於2019年4月19日假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辦「研習營工作坊─氣候變

遷的人文面向」，邀請氣候變遷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講者與討論人，透過跨領域的課

程安排與圓桌討論，探討氣候變遷下所涉及的自然環境、經濟與社群治理意涵，以及

它們為不同組織與社群所帶來的風險，並以治理的概念為核心聚焦在社會組織之回

應。

曾嬿芬主任開場 & 陳于高教授演講國際網絡新知

　　開場由人社中心曾嬿芬主任先介紹人社中心主要以一系列活動促進研究團隊組成

以進行前瞻性議題，然後引薦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執

行秘書陳于高教授。陳教授演講主軸圍繞在：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參與，才能將驗證科

學的結果更適切地導向應用端及政策的決策支援。這個論點說明之後，即開始介紹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發展歷史與其發表的第五

次年度報告，此報告展示過去觀測資料與相關模型模擬的結果，證明嚴重的溫室效應

的確因人類出現而起。再來，陳教授簡介 IPCC 的2018年最新報告 (Global Warm-

ing of 1.5°C)，並指出控制氣溫增加在1.5°C 的相關系統轉型與建議。

　　緊接著，陳教授解釋 IPCC 的三個系統 (Energy Supply, Energy Demand, 

Land) 與17個聯合國永續目標的連結，強調每個系統的改變都要對17永續目標進行

影響評估。再來介紹 Future Earth 國際組織的發展歷史，闡述聯合國 (政府) 在 

Future Earth 的重要性，並提醒學研單位—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 

積極介入的關鍵性。陳教授也簡介 Future Earth 的推動架構與相關單位，同時指出

不同研究領域的計畫案和11個Knowledge-Action Networks (KANs) 將以納入人文

社會學者的意見、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建議為主要目標。然後，其

提出 Future Earth 2018 峰會的總結與新的挑戰，介紹其合作伙伴貝蒙論壇(BEL-

MENT FORUM)的組織架構與參加國家，並且講解由 Future Earth 與貝蒙論壇的

科學家共同討論的 2018與2019 Research Action。

　　最後，陳教授總結目前的發展趨勢：僅有研究計畫是不夠的，必須將研究計畫往

實際行動發展；另外，氣候變遷（自然科學）與社會發展（人社研究）兩個領域也開

始逐漸具有共同的思考與目標。

工作坊課程簡介

　　A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

所黃書禮教授擔任主持人。首先，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戴興盛教授簡介

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的基本概念，以及「大農大富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科技部永續發展

整合型研究計畫，接著說明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地理位置、研究範圍、以及社會生

態系統。此計畫研究的議題包含野生動物生態、森林生態系、碳與水收支循環、環境

指標、部落社區參與、公民科學家計畫、水龍吟網絡、學術研究與權益關係人對談、

LiPaHak農場與濕地營造、生計多樣化、經濟評估、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治理等，研

究結果顯示「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中部已經成為事實上之生態廊道，而生態廊道北

部與南部造林區可進行更多人為利用。此計畫總結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系統韌性在

兩次主要社會生態系統轉型過程當中相對脆弱，但在2002年後，情況已經有重大轉

變，部落的原住民族運動，以及個別社區與跨社區的集體行動，已經形成逐漸堅實

的、超越部落/社區層級的區域治理網絡。最後，戴教授提出部落網絡、漢原混居的

社區網絡、及公部門三者對於主要議題認知的歧異，可能是影響未來系統是否轉型與

系統韌性的一大變因，而是否有新的擾動會促成對話或衝突，還尚待觀察與進一步的

研究。

　　接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就跨界氣候治理進行講授。周教

授首先回顧國際長期展望，接著介紹UNDP對災難與氣候變遷常態化的定義與典範轉

移的例子。其說明東亞國家共同的現代化結構性問題，例如遲滯、隱匿的高科技風險

社會，和脆弱性社會與風險個人化等，也指出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根源，並藉由普悠瑪

號司機關掉ATP的鬆弛管制與隱匿風險文化，反思是否我們在討論氣候變遷時也會

產生類似的系統性風險。然後，周教授簡介系統性風險的方法論與治理架構，藉此討

論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漣漪效應。氣候變遷調適與災難跨界研究架構雖強調自然科學與

社會科學的對話，但不同學科團隊的研究興趣不同，兩者對話的接軌是一個挑戰。此

外，若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八大專案計畫納入人文社會科學在治理方面的角色，之

後應如何產生「行動」？此將牽涉到轉型管理。近年來，臺灣、澳洲、東南亞國家都

把氣候變遷納入選舉的討論議題，顯示轉型管理開始受到重視。最後，周教授提出後

常態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差異，過去科技決策是evidence-based science，但後常態科

學遇到的問題是科學證據具有不確定性，國家進行決策時如何考慮這方面的風險溝

通？周教授則以能源與永續的爭議為例進行總結。

　　B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與環

境學系蔡博文教授擔任主持人。究心公益科技首席資料科學家鄧東波博士提出如何以

公民科學的方式快速收集到資訊，讓防災更有效率地收集資料，以提供防災單位參

考。基於公民科學定義，他說明了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開放式協同合作之運作，如何

以科技、社群組織、與解決問題三大面向進行開放架構的公民科學行動。鄧博士接著

介紹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 這種以民眾力量建構的地理圖資，如何以公

民科學為基礎的進行防救災相關資料的收集。以OSM主體的防救災資料收集已經發

生在許多國際上重大的災害事件，以一開始運用OSM收集地圖資料支援救災的海地

地震為例，草根式的地理圖資不但被聯合國救災單位使用，而且那次的經驗在OSM

社群中衍生出 Humanitarian OSM Team (HOT)，為一個專門針對防救災所需要的

地理圖資所形成自願性技術社群。這類型防救災社群的出現宣告了，防救災資通訊工

作不在只有官方，民間團體亦可以參與，因此近年來官方和民間社群的合作愈發頻

繁，而逐漸形成數位人道救援網路，使得更多技術性自願者能有效地投入防救災的工

作中。鄧博士最後總結如下：一、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防救災資訊收集，並非取代正

規的方法，而是開創另一個可能的資料收集管道，但資料的整合仍然充滿了問題與挑

戰；二、新的技術與方法帶來許多解決資料收集與整合的可能性；三、數位人道救援

的本質不在於技術，而是在於技術如何有效地應用於人道救援任務。

　　緊接著，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劉致灝助理研究員說明災害管理的四個階段，並

介紹聯合國對於災害治理定義與多項治理規則。從2018年「韌性」開始逐漸受重

視，「2015-2030仙臺減災綱領」訴諸以人為本的災害風險治理原則，而美國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署則強調Whole Community Approach全體社區參與式方法。接著透過

荷蘭政府還地於河的共識溝通的過程闡釋保護溝通及共識溝通的公民參與機制。隨後

劉研究員定義公民科學，強調災害應變的公民科學應用上，資訊工具是達成資訊有效

收集的手段之一，並介紹國外與國內政府推動的成功案例，例如: 加州州立大學以 

Twitter 觀測野火蔓延、海地地震網路志工社區協作、海燕颱風OpenStreetMap網

路協作、以及臺灣在莫拉克風災與2016尼伯特颱風期間的網路自發性公民資訊提供

等。目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管理研究試辦計畫」

則利用 LINE APP 讓地方學研機構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能夠共享公民科學與相關

決策的資訊。最後，劉研究員提出兩個討論議題：一、如何提高社群公民的參與意

願，達到公民協作的目標? 其潛在風險為何？二、如何透過公民協作機制，有效傳遞

災害的正確訊息，以減少議題與輿論的渲染？

學員分組討論與報告

　　本研習營工作坊設計之重點在於學員實際的交流互動，因此兩場次授課後均安排

一個小時左右的分組討論。本中心特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林子倫副教授與中

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盧鏡臣副教授，偕同各場次主持人及講者擔任各分組的帶領討

論人。上下午分組討論結束後，最後一場次則由各分組推派代表進行成果分享。

　　第一組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案助理教授洪立三提出如何讓民眾具有防災行為或

節能減碳的行為？如何整合學生成長歷程中關於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的課程？周素

卿副主任則回應，防災的根本的確在民眾的防災意識，但此次研習營主要的重點在協

助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等人社方面科研議題的搜尋與深耕。程宗明副教授則回應臺

灣與日本的民族性不同，兩者防災措施的比較是否有意義值得大家思考。盧鏡臣副教

授則表示，目前的教育是一個「標準答案」模版，而臺灣的升等制度也比較不重視如

何將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實踐。

　　第二組由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謝宜桓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問題：「我需要

什麼能力，未來才能找到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的相關工作」。劉致灝博士為此介紹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相關業務與科系，強調基礎研究及將研究落實應用的能力。鄧

東波博士則說明究心公益科技注重開發 ICT 工具協助防救災，並且重視將資料轉變

成智慧的能力。

　　第三組由戴興盛教授報告，指出臺灣目前面對氣候變遷的重要議題為「能源轉

型」，然臺灣是否在追求能源轉型時也影響生態環境呢？此議題仍存研究缺口，主要

是這類研究不受重視。臺灣自然學界研究方面常遇到科研成果無法被納入政策應用，

此需要科研政策串貫到應用實踐面。另在永續研究計畫方面，戴教授則強調科研計畫

案應該要有人文社會學者考慮治理的面向，才能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政策執行。

　　第四組由中央研究院法律所李仲軒博士後研究員從法律觀點去看氣候變遷議題，

並提出臺灣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具有很大改善的空間。謝宜桓研究員詢問將氣候

變遷議題歸類哪個法律層級比較適當，李仲軒研究員則認為提高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的法律層級是一個可思考的起點，但周桂田教授認為氣候變遷為跨部會議題，

而臺灣在跨部會合作方面的文化較弱。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博士候選人陳俊仰則提出

「價值」或許才是重要的議題。 

　　第五組由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中心王瑞庚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加入質性、

個案性 (敏感族群) 的角度，是否可以讓大部分韌性、脆弱性的量化研究更加完整？

例如老舊柴油車對空氣品質的效果，可以先針對大貨車駕駛進行問卷質性調查，再將

其意見反饋到量化研究，這樣的流程似乎比較有利於將研究成果落實到政策執行。

　　第六組由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黃盈豪助理教授建議將參與成員的聯

繫資料提供給小組成員，有助於形成學術網絡與社群。另其提出的研究議題為「氣候

變遷下的社區回應為何？」並說明此議題可從都市、鄉村、部落等社區回應作為研究

範圍，並以資訊、韌性、族群、組織等角度進行研究。

　　最後，周桂田教授針對臺灣研究議題缺口、國際網絡的研究缺口、科技部研究資

料是否可以開放、如何連結科研結果與政策應用、科研政策的典範轉移、以及如何將

科研知識落實到教育等議題進行本研習營工作坊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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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IPCC特別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暖化已高出前工業革命水準

約1.0°C，若以當前暖化速率持續下去的話，全球暖化現象預估2030年至2052年間

將達到1.5°C。地球持續性的增溫將造成長期衝擊，而此衝擊範圍不僅影響生態系

統，更改變既有人類社群與經濟生活的樣態，進而成為政治治理與經濟生產活動中不

得不面對的課題。

　　為增進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之學術工作者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有更多的學術探討與

交流，本中心於2019年4月19日假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辦「研習營工作坊─氣候變

遷的人文面向」，邀請氣候變遷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講者與討論人，透過跨領域的課

程安排與圓桌討論，探討氣候變遷下所涉及的自然環境、經濟與社群治理意涵，以及

它們為不同組織與社群所帶來的風險，並以治理的概念為核心聚焦在社會組織之回

應。

曾嬿芬主任開場 & 陳于高教授演講國際網絡新知

　　開場由人社中心曾嬿芬主任先介紹人社中心主要以一系列活動促進研究團隊組成

以進行前瞻性議題，然後引薦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執

行秘書陳于高教授。陳教授演講主軸圍繞在：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參與，才能將驗證科

學的結果更適切地導向應用端及政策的決策支援。這個論點說明之後，即開始介紹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發展歷史與其發表的第五

次年度報告，此報告展示過去觀測資料與相關模型模擬的結果，證明嚴重的溫室效應

的確因人類出現而起。再來，陳教授簡介 IPCC 的2018年最新報告 (Global Warm-

ing of 1.5°C)，並指出控制氣溫增加在1.5°C 的相關系統轉型與建議。

　　緊接著，陳教授解釋 IPCC 的三個系統 (Energy Supply, Energy Demand, 

Land) 與17個聯合國永續目標的連結，強調每個系統的改變都要對17永續目標進行

影響評估。再來介紹 Future Earth 國際組織的發展歷史，闡述聯合國 (政府) 在 

Future Earth 的重要性，並提醒學研單位—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 

積極介入的關鍵性。陳教授也簡介 Future Earth 的推動架構與相關單位，同時指出

不同研究領域的計畫案和11個Knowledge-Action Networks (KANs) 將以納入人文

社會學者的意見、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建議為主要目標。然後，其

提出 Future Earth 2018 峰會的總結與新的挑戰，介紹其合作伙伴貝蒙論壇(BEL-

MENT FORUM)的組織架構與參加國家，並且講解由 Future Earth 與貝蒙論壇的

科學家共同討論的 2018與2019 Research Action。

　　最後，陳教授總結目前的發展趨勢：僅有研究計畫是不夠的，必須將研究計畫往

實際行動發展；另外，氣候變遷（自然科學）與社會發展（人社研究）兩個領域也開

始逐漸具有共同的思考與目標。

工作坊課程簡介

　　A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

所黃書禮教授擔任主持人。首先，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戴興盛教授簡介

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的基本概念，以及「大農大富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科技部永續發展

整合型研究計畫，接著說明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地理位置、研究範圍、以及社會生

態系統。此計畫研究的議題包含野生動物生態、森林生態系、碳與水收支循環、環境

指標、部落社區參與、公民科學家計畫、水龍吟網絡、學術研究與權益關係人對談、

LiPaHak農場與濕地營造、生計多樣化、經濟評估、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治理等，研

究結果顯示「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中部已經成為事實上之生態廊道，而生態廊道北

部與南部造林區可進行更多人為利用。此計畫總結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系統韌性在

兩次主要社會生態系統轉型過程當中相對脆弱，但在2002年後，情況已經有重大轉

變，部落的原住民族運動，以及個別社區與跨社區的集體行動，已經形成逐漸堅實

的、超越部落/社區層級的區域治理網絡。最後，戴教授提出部落網絡、漢原混居的

社區網絡、及公部門三者對於主要議題認知的歧異，可能是影響未來系統是否轉型與

系統韌性的一大變因，而是否有新的擾動會促成對話或衝突，還尚待觀察與進一步的

研究。

　　接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就跨界氣候治理進行講授。周教

授首先回顧國際長期展望，接著介紹UNDP對災難與氣候變遷常態化的定義與典範轉

移的例子。其說明東亞國家共同的現代化結構性問題，例如遲滯、隱匿的高科技風險

社會，和脆弱性社會與風險個人化等，也指出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根源，並藉由普悠瑪

號司機關掉ATP的鬆弛管制與隱匿風險文化，反思是否我們在討論氣候變遷時也會

產生類似的系統性風險。然後，周教授簡介系統性風險的方法論與治理架構，藉此討

論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漣漪效應。氣候變遷調適與災難跨界研究架構雖強調自然科學與

社會科學的對話，但不同學科團隊的研究興趣不同，兩者對話的接軌是一個挑戰。此

外，若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八大專案計畫納入人文社會科學在治理方面的角色，之

後應如何產生「行動」？此將牽涉到轉型管理。近年來，臺灣、澳洲、東南亞國家都

把氣候變遷納入選舉的討論議題，顯示轉型管理開始受到重視。最後，周教授提出後

常態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差異，過去科技決策是evidence-based science，但後常態科

學遇到的問題是科學證據具有不確定性，國家進行決策時如何考慮這方面的風險溝

通？周教授則以能源與永續的爭議為例進行總結。

　　B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與環

境學系蔡博文教授擔任主持人。究心公益科技首席資料科學家鄧東波博士提出如何以

公民科學的方式快速收集到資訊，讓防災更有效率地收集資料，以提供防災單位參

考。基於公民科學定義，他說明了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開放式協同合作之運作，如何

以科技、社群組織、與解決問題三大面向進行開放架構的公民科學行動。鄧博士接著

介紹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 這種以民眾力量建構的地理圖資，如何以公

民科學為基礎的進行防救災相關資料的收集。以OSM主體的防救災資料收集已經發

生在許多國際上重大的災害事件，以一開始運用OSM收集地圖資料支援救災的海地

地震為例，草根式的地理圖資不但被聯合國救災單位使用，而且那次的經驗在OSM

社群中衍生出 Humanitarian OSM Team (HOT)，為一個專門針對防救災所需要的

地理圖資所形成自願性技術社群。這類型防救災社群的出現宣告了，防救災資通訊工

作不在只有官方，民間團體亦可以參與，因此近年來官方和民間社群的合作愈發頻

繁，而逐漸形成數位人道救援網路，使得更多技術性自願者能有效地投入防救災的工

作中。鄧博士最後總結如下：一、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防救災資訊收集，並非取代正

規的方法，而是開創另一個可能的資料收集管道，但資料的整合仍然充滿了問題與挑

戰；二、新的技術與方法帶來許多解決資料收集與整合的可能性；三、數位人道救援

的本質不在於技術，而是在於技術如何有效地應用於人道救援任務。

　　緊接著，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劉致灝助理研究員說明災害管理的四個階段，並

介紹聯合國對於災害治理定義與多項治理規則。從2018年「韌性」開始逐漸受重

視，「2015-2030仙臺減災綱領」訴諸以人為本的災害風險治理原則，而美國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署則強調Whole Community Approach全體社區參與式方法。接著透過

荷蘭政府還地於河的共識溝通的過程闡釋保護溝通及共識溝通的公民參與機制。隨後

劉研究員定義公民科學，強調災害應變的公民科學應用上，資訊工具是達成資訊有效

收集的手段之一，並介紹國外與國內政府推動的成功案例，例如: 加州州立大學以 

Twitter 觀測野火蔓延、海地地震網路志工社區協作、海燕颱風OpenStreetMap網

路協作、以及臺灣在莫拉克風災與2016尼伯特颱風期間的網路自發性公民資訊提供

等。目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管理研究試辦計畫」

則利用 LINE APP 讓地方學研機構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能夠共享公民科學與相關

決策的資訊。最後，劉研究員提出兩個討論議題：一、如何提高社群公民的參與意

願，達到公民協作的目標? 其潛在風險為何？二、如何透過公民協作機制，有效傳遞

災害的正確訊息，以減少議題與輿論的渲染？

學員分組討論與報告

　　本研習營工作坊設計之重點在於學員實際的交流互動，因此兩場次授課後均安排

一個小時左右的分組討論。本中心特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林子倫副教授與中

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盧鏡臣副教授，偕同各場次主持人及講者擔任各分組的帶領討

論人。上下午分組討論結束後，最後一場次則由各分組推派代表進行成果分享。

　　第一組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案助理教授洪立三提出如何讓民眾具有防災行為或

節能減碳的行為？如何整合學生成長歷程中關於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的課程？周素

卿副主任則回應，防災的根本的確在民眾的防災意識，但此次研習營主要的重點在協

助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等人社方面科研議題的搜尋與深耕。程宗明副教授則回應臺

灣與日本的民族性不同，兩者防災措施的比較是否有意義值得大家思考。盧鏡臣副教

授則表示，目前的教育是一個「標準答案」模版，而臺灣的升等制度也比較不重視如

何將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實踐。

　　第二組由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謝宜桓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問題：「我需要

什麼能力，未來才能找到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的相關工作」。劉致灝博士為此介紹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相關業務與科系，強調基礎研究及將研究落實應用的能力。鄧

東波博士則說明究心公益科技注重開發 ICT 工具協助防救災，並且重視將資料轉變

成智慧的能力。

　　第三組由戴興盛教授報告，指出臺灣目前面對氣候變遷的重要議題為「能源轉

型」，然臺灣是否在追求能源轉型時也影響生態環境呢？此議題仍存研究缺口，主要

是這類研究不受重視。臺灣自然學界研究方面常遇到科研成果無法被納入政策應用，

此需要科研政策串貫到應用實踐面。另在永續研究計畫方面，戴教授則強調科研計畫

案應該要有人文社會學者考慮治理的面向，才能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政策執行。

　　第四組由中央研究院法律所李仲軒博士後研究員從法律觀點去看氣候變遷議題，

並提出臺灣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具有很大改善的空間。謝宜桓研究員詢問將氣候

變遷議題歸類哪個法律層級比較適當，李仲軒研究員則認為提高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的法律層級是一個可思考的起點，但周桂田教授認為氣候變遷為跨部會議題，

而臺灣在跨部會合作方面的文化較弱。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博士候選人陳俊仰則提出

「價值」或許才是重要的議題。 

　　第五組由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中心王瑞庚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加入質性、

個案性 (敏感族群) 的角度，是否可以讓大部分韌性、脆弱性的量化研究更加完整？

例如老舊柴油車對空氣品質的效果，可以先針對大貨車駕駛進行問卷質性調查，再將

其意見反饋到量化研究，這樣的流程似乎比較有利於將研究成果落實到政策執行。

　　第六組由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黃盈豪助理教授建議將參與成員的聯

繫資料提供給小組成員，有助於形成學術網絡與社群。另其提出的研究議題為「氣候

變遷下的社區回應為何？」並說明此議題可從都市、鄉村、部落等社區回應作為研究

範圍，並以資訊、韌性、族群、組織等角度進行研究。

　　最後，周桂田教授針對臺灣研究議題缺口、國際網絡的研究缺口、科技部研究資

料是否可以開放、如何連結科研結果與政策應用、科研政策的典範轉移、以及如何將

科研知識落實到教育等議題進行本研習營工作坊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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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IPCC特別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暖化已高出前工業革命水準

約1.0°C，若以當前暖化速率持續下去的話，全球暖化現象預估2030年至2052年間

將達到1.5°C。地球持續性的增溫將造成長期衝擊，而此衝擊範圍不僅影響生態系

統，更改變既有人類社群與經濟生活的樣態，進而成為政治治理與經濟生產活動中不

得不面對的課題。

　　為增進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之學術工作者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有更多的學術探討與

交流，本中心於2019年4月19日假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辦「研習營工作坊─氣候變

遷的人文面向」，邀請氣候變遷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講者與討論人，透過跨領域的課

程安排與圓桌討論，探討氣候變遷下所涉及的自然環境、經濟與社群治理意涵，以及

它們為不同組織與社群所帶來的風險，並以治理的概念為核心聚焦在社會組織之回

應。

曾嬿芬主任開場 & 陳于高教授演講國際網絡新知

　　開場由人社中心曾嬿芬主任先介紹人社中心主要以一系列活動促進研究團隊組成

以進行前瞻性議題，然後引薦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執

行秘書陳于高教授。陳教授演講主軸圍繞在：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參與，才能將驗證科

學的結果更適切地導向應用端及政策的決策支援。這個論點說明之後，即開始介紹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發展歷史與其發表的第五

次年度報告，此報告展示過去觀測資料與相關模型模擬的結果，證明嚴重的溫室效應

的確因人類出現而起。再來，陳教授簡介 IPCC 的2018年最新報告 (Global Warm-

ing of 1.5°C)，並指出控制氣溫增加在1.5°C 的相關系統轉型與建議。

　　緊接著，陳教授解釋 IPCC 的三個系統 (Energy Supply, Energy Demand, 

Land) 與17個聯合國永續目標的連結，強調每個系統的改變都要對17永續目標進行

影響評估。再來介紹 Future Earth 國際組織的發展歷史，闡述聯合國 (政府) 在 

Future Earth 的重要性，並提醒學研單位—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 

積極介入的關鍵性。陳教授也簡介 Future Earth 的推動架構與相關單位，同時指出

不同研究領域的計畫案和11個Knowledge-Action Networks (KANs) 將以納入人文

社會學者的意見、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建議為主要目標。然後，其

提出 Future Earth 2018 峰會的總結與新的挑戰，介紹其合作伙伴貝蒙論壇(BEL-

MENT FORUM)的組織架構與參加國家，並且講解由 Future Earth 與貝蒙論壇的

科學家共同討論的 2018與2019 Research Action。

　　最後，陳教授總結目前的發展趨勢：僅有研究計畫是不夠的，必須將研究計畫往

實際行動發展；另外，氣候變遷（自然科學）與社會發展（人社研究）兩個領域也開

始逐漸具有共同的思考與目標。

工作坊課程簡介

　　A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

所黃書禮教授擔任主持人。首先，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戴興盛教授簡介

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的基本概念，以及「大農大富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科技部永續發展

整合型研究計畫，接著說明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地理位置、研究範圍、以及社會生

態系統。此計畫研究的議題包含野生動物生態、森林生態系、碳與水收支循環、環境

指標、部落社區參與、公民科學家計畫、水龍吟網絡、學術研究與權益關係人對談、

LiPaHak農場與濕地營造、生計多樣化、經濟評估、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治理等，研

究結果顯示「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中部已經成為事實上之生態廊道，而生態廊道北

部與南部造林區可進行更多人為利用。此計畫總結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系統韌性在

兩次主要社會生態系統轉型過程當中相對脆弱，但在2002年後，情況已經有重大轉

變，部落的原住民族運動，以及個別社區與跨社區的集體行動，已經形成逐漸堅實

的、超越部落/社區層級的區域治理網絡。最後，戴教授提出部落網絡、漢原混居的

社區網絡、及公部門三者對於主要議題認知的歧異，可能是影響未來系統是否轉型與

系統韌性的一大變因，而是否有新的擾動會促成對話或衝突，還尚待觀察與進一步的

研究。

　　接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就跨界氣候治理進行講授。周教

授首先回顧國際長期展望，接著介紹UNDP對災難與氣候變遷常態化的定義與典範轉

移的例子。其說明東亞國家共同的現代化結構性問題，例如遲滯、隱匿的高科技風險

社會，和脆弱性社會與風險個人化等，也指出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根源，並藉由普悠瑪

號司機關掉ATP的鬆弛管制與隱匿風險文化，反思是否我們在討論氣候變遷時也會

產生類似的系統性風險。然後，周教授簡介系統性風險的方法論與治理架構，藉此討

論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漣漪效應。氣候變遷調適與災難跨界研究架構雖強調自然科學與

社會科學的對話，但不同學科團隊的研究興趣不同，兩者對話的接軌是一個挑戰。此

外，若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八大專案計畫納入人文社會科學在治理方面的角色，之

後應如何產生「行動」？此將牽涉到轉型管理。近年來，臺灣、澳洲、東南亞國家都

把氣候變遷納入選舉的討論議題，顯示轉型管理開始受到重視。最後，周教授提出後

常態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差異，過去科技決策是evidence-based science，但後常態科

學遇到的問題是科學證據具有不確定性，國家進行決策時如何考慮這方面的風險溝

通？周教授則以能源與永續的爭議為例進行總結。

　　B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與環

境學系蔡博文教授擔任主持人。究心公益科技首席資料科學家鄧東波博士提出如何以

公民科學的方式快速收集到資訊，讓防災更有效率地收集資料，以提供防災單位參

考。基於公民科學定義，他說明了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開放式協同合作之運作，如何

以科技、社群組織、與解決問題三大面向進行開放架構的公民科學行動。鄧博士接著

介紹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 這種以民眾力量建構的地理圖資，如何以公

民科學為基礎的進行防救災相關資料的收集。以OSM主體的防救災資料收集已經發

生在許多國際上重大的災害事件，以一開始運用OSM收集地圖資料支援救災的海地

地震為例，草根式的地理圖資不但被聯合國救災單位使用，而且那次的經驗在OSM

社群中衍生出 Humanitarian OSM Team (HOT)，為一個專門針對防救災所需要的

地理圖資所形成自願性技術社群。這類型防救災社群的出現宣告了，防救災資通訊工

作不在只有官方，民間團體亦可以參與，因此近年來官方和民間社群的合作愈發頻

繁，而逐漸形成數位人道救援網路，使得更多技術性自願者能有效地投入防救災的工

作中。鄧博士最後總結如下：一、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防救災資訊收集，並非取代正

規的方法，而是開創另一個可能的資料收集管道，但資料的整合仍然充滿了問題與挑

戰；二、新的技術與方法帶來許多解決資料收集與整合的可能性；三、數位人道救援

的本質不在於技術，而是在於技術如何有效地應用於人道救援任務。

　　緊接著，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劉致灝助理研究員說明災害管理的四個階段，並

介紹聯合國對於災害治理定義與多項治理規則。從2018年「韌性」開始逐漸受重

視，「2015-2030仙臺減災綱領」訴諸以人為本的災害風險治理原則，而美國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署則強調Whole Community Approach全體社區參與式方法。接著透過

荷蘭政府還地於河的共識溝通的過程闡釋保護溝通及共識溝通的公民參與機制。隨後

劉研究員定義公民科學，強調災害應變的公民科學應用上，資訊工具是達成資訊有效

收集的手段之一，並介紹國外與國內政府推動的成功案例，例如: 加州州立大學以 

Twitter 觀測野火蔓延、海地地震網路志工社區協作、海燕颱風OpenStreetMap網

路協作、以及臺灣在莫拉克風災與2016尼伯特颱風期間的網路自發性公民資訊提供

等。目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管理研究試辦計畫」

則利用 LINE APP 讓地方學研機構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能夠共享公民科學與相關

決策的資訊。最後，劉研究員提出兩個討論議題：一、如何提高社群公民的參與意

願，達到公民協作的目標? 其潛在風險為何？二、如何透過公民協作機制，有效傳遞

災害的正確訊息，以減少議題與輿論的渲染？

學員分組討論與報告

　　本研習營工作坊設計之重點在於學員實際的交流互動，因此兩場次授課後均安排

一個小時左右的分組討論。本中心特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林子倫副教授與中

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盧鏡臣副教授，偕同各場次主持人及講者擔任各分組的帶領討

論人。上下午分組討論結束後，最後一場次則由各分組推派代表進行成果分享。

　　第一組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案助理教授洪立三提出如何讓民眾具有防災行為或

節能減碳的行為？如何整合學生成長歷程中關於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的課程？周素

卿副主任則回應，防災的根本的確在民眾的防災意識，但此次研習營主要的重點在協

助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等人社方面科研議題的搜尋與深耕。程宗明副教授則回應臺

灣與日本的民族性不同，兩者防災措施的比較是否有意義值得大家思考。盧鏡臣副教

授則表示，目前的教育是一個「標準答案」模版，而臺灣的升等制度也比較不重視如

何將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實踐。

　　第二組由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謝宜桓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問題：「我需要

什麼能力，未來才能找到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的相關工作」。劉致灝博士為此介紹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相關業務與科系，強調基礎研究及將研究落實應用的能力。鄧

東波博士則說明究心公益科技注重開發 ICT 工具協助防救災，並且重視將資料轉變

成智慧的能力。

　　第三組由戴興盛教授報告，指出臺灣目前面對氣候變遷的重要議題為「能源轉

型」，然臺灣是否在追求能源轉型時也影響生態環境呢？此議題仍存研究缺口，主要

是這類研究不受重視。臺灣自然學界研究方面常遇到科研成果無法被納入政策應用，

此需要科研政策串貫到應用實踐面。另在永續研究計畫方面，戴教授則強調科研計畫

案應該要有人文社會學者考慮治理的面向，才能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政策執行。

　　第四組由中央研究院法律所李仲軒博士後研究員從法律觀點去看氣候變遷議題，

並提出臺灣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具有很大改善的空間。謝宜桓研究員詢問將氣候

變遷議題歸類哪個法律層級比較適當，李仲軒研究員則認為提高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的法律層級是一個可思考的起點，但周桂田教授認為氣候變遷為跨部會議題，

而臺灣在跨部會合作方面的文化較弱。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博士候選人陳俊仰則提出

「價值」或許才是重要的議題。 

　　第五組由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中心王瑞庚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加入質性、

個案性 (敏感族群) 的角度，是否可以讓大部分韌性、脆弱性的量化研究更加完整？

例如老舊柴油車對空氣品質的效果，可以先針對大貨車駕駛進行問卷質性調查，再將

其意見反饋到量化研究，這樣的流程似乎比較有利於將研究成果落實到政策執行。

　　第六組由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黃盈豪助理教授建議將參與成員的聯

繫資料提供給小組成員，有助於形成學術網絡與社群。另其提出的研究議題為「氣候

變遷下的社區回應為何？」並說明此議題可從都市、鄉村、部落等社區回應作為研究

範圍，並以資訊、韌性、族群、組織等角度進行研究。

　　最後，周桂田教授針對臺灣研究議題缺口、國際網絡的研究缺口、科技部研究資

料是否可以開放、如何連結科研結果與政策應用、科研政策的典範轉移、以及如何將

科研知識落實到教育等議題進行本研習營工作坊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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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IPCC特別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暖化已高出前工業革命水準

約1.0°C，若以當前暖化速率持續下去的話，全球暖化現象預估2030年至2052年間

將達到1.5°C。地球持續性的增溫將造成長期衝擊，而此衝擊範圍不僅影響生態系

統，更改變既有人類社群與經濟生活的樣態，進而成為政治治理與經濟生產活動中不

得不面對的課題。

　　為增進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之學術工作者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有更多的學術探討與

交流，本中心於2019年4月19日假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辦「研習營工作坊─氣候變

遷的人文面向」，邀請氣候變遷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講者與討論人，透過跨領域的課

程安排與圓桌討論，探討氣候變遷下所涉及的自然環境、經濟與社群治理意涵，以及

它們為不同組織與社群所帶來的風險，並以治理的概念為核心聚焦在社會組織之回

應。

曾嬿芬主任開場 & 陳于高教授演講國際網絡新知

　　開場由人社中心曾嬿芬主任先介紹人社中心主要以一系列活動促進研究團隊組成

以進行前瞻性議題，然後引薦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執

行秘書陳于高教授。陳教授演講主軸圍繞在：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參與，才能將驗證科

學的結果更適切地導向應用端及政策的決策支援。這個論點說明之後，即開始介紹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發展歷史與其發表的第五

次年度報告，此報告展示過去觀測資料與相關模型模擬的結果，證明嚴重的溫室效應

的確因人類出現而起。再來，陳教授簡介 IPCC 的2018年最新報告 (Global Warm-

ing of 1.5°C)，並指出控制氣溫增加在1.5°C 的相關系統轉型與建議。

　　緊接著，陳教授解釋 IPCC 的三個系統 (Energy Supply, Energy Demand, 

Land) 與17個聯合國永續目標的連結，強調每個系統的改變都要對17永續目標進行

影響評估。再來介紹 Future Earth 國際組織的發展歷史，闡述聯合國 (政府) 在 

Future Earth 的重要性，並提醒學研單位—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 

積極介入的關鍵性。陳教授也簡介 Future Earth 的推動架構與相關單位，同時指出

不同研究領域的計畫案和11個Knowledge-Action Networks (KANs) 將以納入人文

社會學者的意見、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建議為主要目標。然後，其

提出 Future Earth 2018 峰會的總結與新的挑戰，介紹其合作伙伴貝蒙論壇(BEL-

MENT FORUM)的組織架構與參加國家，並且講解由 Future Earth 與貝蒙論壇的

科學家共同討論的 2018與2019 Research Action。

　　最後，陳教授總結目前的發展趨勢：僅有研究計畫是不夠的，必須將研究計畫往

實際行動發展；另外，氣候變遷（自然科學）與社會發展（人社研究）兩個領域也開

始逐漸具有共同的思考與目標。

工作坊課程簡介

　　A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

所黃書禮教授擔任主持人。首先，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戴興盛教授簡介

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的基本概念，以及「大農大富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科技部永續發展

整合型研究計畫，接著說明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地理位置、研究範圍、以及社會生

態系統。此計畫研究的議題包含野生動物生態、森林生態系、碳與水收支循環、環境

指標、部落社區參與、公民科學家計畫、水龍吟網絡、學術研究與權益關係人對談、

LiPaHak農場與濕地營造、生計多樣化、經濟評估、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治理等，研

究結果顯示「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中部已經成為事實上之生態廊道，而生態廊道北

部與南部造林區可進行更多人為利用。此計畫總結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系統韌性在

兩次主要社會生態系統轉型過程當中相對脆弱，但在2002年後，情況已經有重大轉

變，部落的原住民族運動，以及個別社區與跨社區的集體行動，已經形成逐漸堅實

的、超越部落/社區層級的區域治理網絡。最後，戴教授提出部落網絡、漢原混居的

社區網絡、及公部門三者對於主要議題認知的歧異，可能是影響未來系統是否轉型與

系統韌性的一大變因，而是否有新的擾動會促成對話或衝突，還尚待觀察與進一步的

研究。

　　接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就跨界氣候治理進行講授。周教

授首先回顧國際長期展望，接著介紹UNDP對災難與氣候變遷常態化的定義與典範轉

移的例子。其說明東亞國家共同的現代化結構性問題，例如遲滯、隱匿的高科技風險

社會，和脆弱性社會與風險個人化等，也指出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根源，並藉由普悠瑪

號司機關掉ATP的鬆弛管制與隱匿風險文化，反思是否我們在討論氣候變遷時也會

產生類似的系統性風險。然後，周教授簡介系統性風險的方法論與治理架構，藉此討

論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漣漪效應。氣候變遷調適與災難跨界研究架構雖強調自然科學與

社會科學的對話，但不同學科團隊的研究興趣不同，兩者對話的接軌是一個挑戰。此

外，若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八大專案計畫納入人文社會科學在治理方面的角色，之

後應如何產生「行動」？此將牽涉到轉型管理。近年來，臺灣、澳洲、東南亞國家都

把氣候變遷納入選舉的討論議題，顯示轉型管理開始受到重視。最後，周教授提出後

常態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差異，過去科技決策是evidence-based science，但後常態科

學遇到的問題是科學證據具有不確定性，國家進行決策時如何考慮這方面的風險溝

通？周教授則以能源與永續的爭議為例進行總結。

　　B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與環

境學系蔡博文教授擔任主持人。究心公益科技首席資料科學家鄧東波博士提出如何以

公民科學的方式快速收集到資訊，讓防災更有效率地收集資料，以提供防災單位參

考。基於公民科學定義，他說明了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開放式協同合作之運作，如何

以科技、社群組織、與解決問題三大面向進行開放架構的公民科學行動。鄧博士接著

介紹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 這種以民眾力量建構的地理圖資，如何以公

民科學為基礎的進行防救災相關資料的收集。以OSM主體的防救災資料收集已經發

生在許多國際上重大的災害事件，以一開始運用OSM收集地圖資料支援救災的海地

地震為例，草根式的地理圖資不但被聯合國救災單位使用，而且那次的經驗在OSM

社群中衍生出 Humanitarian OSM Team (HOT)，為一個專門針對防救災所需要的

地理圖資所形成自願性技術社群。這類型防救災社群的出現宣告了，防救災資通訊工

作不在只有官方，民間團體亦可以參與，因此近年來官方和民間社群的合作愈發頻

繁，而逐漸形成數位人道救援網路，使得更多技術性自願者能有效地投入防救災的工

作中。鄧博士最後總結如下：一、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防救災資訊收集，並非取代正

規的方法，而是開創另一個可能的資料收集管道，但資料的整合仍然充滿了問題與挑

戰；二、新的技術與方法帶來許多解決資料收集與整合的可能性；三、數位人道救援

的本質不在於技術，而是在於技術如何有效地應用於人道救援任務。

　　緊接著，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劉致灝助理研究員說明災害管理的四個階段，並

介紹聯合國對於災害治理定義與多項治理規則。從2018年「韌性」開始逐漸受重

視，「2015-2030仙臺減災綱領」訴諸以人為本的災害風險治理原則，而美國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署則強調Whole Community Approach全體社區參與式方法。接著透過

荷蘭政府還地於河的共識溝通的過程闡釋保護溝通及共識溝通的公民參與機制。隨後

劉研究員定義公民科學，強調災害應變的公民科學應用上，資訊工具是達成資訊有效

收集的手段之一，並介紹國外與國內政府推動的成功案例，例如: 加州州立大學以 

Twitter 觀測野火蔓延、海地地震網路志工社區協作、海燕颱風OpenStreetMap網

路協作、以及臺灣在莫拉克風災與2016尼伯特颱風期間的網路自發性公民資訊提供

等。目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管理研究試辦計畫」

則利用 LINE APP 讓地方學研機構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能夠共享公民科學與相關

決策的資訊。最後，劉研究員提出兩個討論議題：一、如何提高社群公民的參與意

願，達到公民協作的目標? 其潛在風險為何？二、如何透過公民協作機制，有效傳遞

災害的正確訊息，以減少議題與輿論的渲染？

學員分組討論與報告

　　本研習營工作坊設計之重點在於學員實際的交流互動，因此兩場次授課後均安排

一個小時左右的分組討論。本中心特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林子倫副教授與中

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盧鏡臣副教授，偕同各場次主持人及講者擔任各分組的帶領討

論人。上下午分組討論結束後，最後一場次則由各分組推派代表進行成果分享。

　　第一組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案助理教授洪立三提出如何讓民眾具有防災行為或

節能減碳的行為？如何整合學生成長歷程中關於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的課程？周素

卿副主任則回應，防災的根本的確在民眾的防災意識，但此次研習營主要的重點在協

助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等人社方面科研議題的搜尋與深耕。程宗明副教授則回應臺

灣與日本的民族性不同，兩者防災措施的比較是否有意義值得大家思考。盧鏡臣副教

授則表示，目前的教育是一個「標準答案」模版，而臺灣的升等制度也比較不重視如

何將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實踐。

　　第二組由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謝宜桓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問題：「我需要

什麼能力，未來才能找到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的相關工作」。劉致灝博士為此介紹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相關業務與科系，強調基礎研究及將研究落實應用的能力。鄧

東波博士則說明究心公益科技注重開發 ICT 工具協助防救災，並且重視將資料轉變

成智慧的能力。

　　第三組由戴興盛教授報告，指出臺灣目前面對氣候變遷的重要議題為「能源轉

型」，然臺灣是否在追求能源轉型時也影響生態環境呢？此議題仍存研究缺口，主要

是這類研究不受重視。臺灣自然學界研究方面常遇到科研成果無法被納入政策應用，

此需要科研政策串貫到應用實踐面。另在永續研究計畫方面，戴教授則強調科研計畫

案應該要有人文社會學者考慮治理的面向，才能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政策執行。

　　第四組由中央研究院法律所李仲軒博士後研究員從法律觀點去看氣候變遷議題，

並提出臺灣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具有很大改善的空間。謝宜桓研究員詢問將氣候

變遷議題歸類哪個法律層級比較適當，李仲軒研究員則認為提高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的法律層級是一個可思考的起點，但周桂田教授認為氣候變遷為跨部會議題，

而臺灣在跨部會合作方面的文化較弱。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博士候選人陳俊仰則提出

「價值」或許才是重要的議題。 

　　第五組由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中心王瑞庚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加入質性、

個案性 (敏感族群) 的角度，是否可以讓大部分韌性、脆弱性的量化研究更加完整？

例如老舊柴油車對空氣品質的效果，可以先針對大貨車駕駛進行問卷質性調查，再將

其意見反饋到量化研究，這樣的流程似乎比較有利於將研究成果落實到政策執行。

　　第六組由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黃盈豪助理教授建議將參與成員的聯

繫資料提供給小組成員，有助於形成學術網絡與社群。另其提出的研究議題為「氣候

變遷下的社區回應為何？」並說明此議題可從都市、鄉村、部落等社區回應作為研究

範圍，並以資訊、韌性、族群、組織等角度進行研究。

戴興盛教授報告討論內容

　　最後，周桂田教授針對臺灣研究議題缺口、國際網絡的研究缺口、科技部研究資

料是否可以開放、如何連結科研結果與政策應用、科研政策的典範轉移、以及如何將

科研知識落實到教育等議題進行本研習營工作坊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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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IPCC特別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暖化已高出前工業革命水準

約1.0°C，若以當前暖化速率持續下去的話，全球暖化現象預估2030年至2052年間

將達到1.5°C。地球持續性的增溫將造成長期衝擊，而此衝擊範圍不僅影響生態系

統，更改變既有人類社群與經濟生活的樣態，進而成為政治治理與經濟生產活動中不

得不面對的課題。

　　為增進自然與人文社會科學之學術工作者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有更多的學術探討與

交流，本中心於2019年4月19日假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辦「研習營工作坊─氣候變

遷的人文面向」，邀請氣候變遷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講者與討論人，透過跨領域的課

程安排與圓桌討論，探討氣候變遷下所涉及的自然環境、經濟與社群治理意涵，以及

它們為不同組織與社群所帶來的風險，並以治理的概念為核心聚焦在社會組織之回

應。

曾嬿芬主任開場 & 陳于高教授演講國際網絡新知

　　開場由人社中心曾嬿芬主任先介紹人社中心主要以一系列活動促進研究團隊組成

以進行前瞻性議題，然後引薦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執

行秘書陳于高教授。陳教授演講主軸圍繞在：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參與，才能將驗證科

學的結果更適切地導向應用端及政策的決策支援。這個論點說明之後，即開始介紹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發展歷史與其發表的第五

次年度報告，此報告展示過去觀測資料與相關模型模擬的結果，證明嚴重的溫室效應

的確因人類出現而起。再來，陳教授簡介 IPCC 的2018年最新報告 (Global Warm-

ing of 1.5°C)，並指出控制氣溫增加在1.5°C 的相關系統轉型與建議。

　　緊接著，陳教授解釋 IPCC 的三個系統 (Energy Supply, Energy Demand, 

Land) 與17個聯合國永續目標的連結，強調每個系統的改變都要對17永續目標進行

影響評估。再來介紹 Future Earth 國際組織的發展歷史，闡述聯合國 (政府) 在 

Future Earth 的重要性，並提醒學研單位—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 

積極介入的關鍵性。陳教授也簡介 Future Earth 的推動架構與相關單位，同時指出

不同研究領域的計畫案和11個Knowledge-Action Networks (KANs) 將以納入人文

社會學者的意見、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建議為主要目標。然後，其

提出 Future Earth 2018 峰會的總結與新的挑戰，介紹其合作伙伴貝蒙論壇(BEL-

MENT FORUM)的組織架構與參加國家，並且講解由 Future Earth 與貝蒙論壇的

科學家共同討論的 2018與2019 Research Action。

　　最後，陳教授總結目前的發展趨勢：僅有研究計畫是不夠的，必須將研究計畫往

實際行動發展；另外，氣候變遷（自然科學）與社會發展（人社研究）兩個領域也開

始逐漸具有共同的思考與目標。

工作坊課程簡介

　　A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

所黃書禮教授擔任主持人。首先，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戴興盛教授簡介

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的基本概念，以及「大農大富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科技部永續發展

整合型研究計畫，接著說明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地理位置、研究範圍、以及社會生

態系統。此計畫研究的議題包含野生動物生態、森林生態系、碳與水收支循環、環境

指標、部落社區參與、公民科學家計畫、水龍吟網絡、學術研究與權益關係人對談、

LiPaHak農場與濕地營造、生計多樣化、經濟評估、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治理等，研

究結果顯示「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中部已經成為事實上之生態廊道，而生態廊道北

部與南部造林區可進行更多人為利用。此計畫總結大農大富平地造林區的系統韌性在

兩次主要社會生態系統轉型過程當中相對脆弱，但在2002年後，情況已經有重大轉

變，部落的原住民族運動，以及個別社區與跨社區的集體行動，已經形成逐漸堅實

的、超越部落/社區層級的區域治理網絡。最後，戴教授提出部落網絡、漢原混居的

社區網絡、及公部門三者對於主要議題認知的歧異，可能是影響未來系統是否轉型與

系統韌性的一大變因，而是否有新的擾動會促成對話或衝突，還尚待觀察與進一步的

研究。

　　接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就跨界氣候治理進行講授。周教

授首先回顧國際長期展望，接著介紹UNDP對災難與氣候變遷常態化的定義與典範轉

移的例子。其說明東亞國家共同的現代化結構性問題，例如遲滯、隱匿的高科技風險

社會，和脆弱性社會與風險個人化等，也指出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根源，並藉由普悠瑪

號司機關掉ATP的鬆弛管制與隱匿風險文化，反思是否我們在討論氣候變遷時也會

產生類似的系統性風險。然後，周教授簡介系統性風險的方法論與治理架構，藉此討

論臺灣系統性風險的漣漪效應。氣候變遷調適與災難跨界研究架構雖強調自然科學與

社會科學的對話，但不同學科團隊的研究興趣不同，兩者對話的接軌是一個挑戰。此

外，若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八大專案計畫納入人文社會科學在治理方面的角色，之

後應如何產生「行動」？此將牽涉到轉型管理。近年來，臺灣、澳洲、東南亞國家都

把氣候變遷納入選舉的討論議題，顯示轉型管理開始受到重視。最後，周教授提出後

常態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差異，過去科技決策是evidence-based science，但後常態科

學遇到的問題是科學證據具有不確定性，國家進行決策時如何考慮這方面的風險溝

通？周教授則以能源與永續的爭議為例進行總結。

　　B場次課程主題為「韌性導向與跨界風險治理」，由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資源與環

境學系蔡博文教授擔任主持人。究心公益科技首席資料科學家鄧東波博士提出如何以

公民科學的方式快速收集到資訊，讓防災更有效率地收集資料，以提供防災單位參

考。基於公民科學定義，他說明了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開放式協同合作之運作，如何

以科技、社群組織、與解決問題三大面向進行開放架構的公民科學行動。鄧博士接著

介紹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 這種以民眾力量建構的地理圖資，如何以公

民科學為基礎的進行防救災相關資料的收集。以OSM主體的防救災資料收集已經發

生在許多國際上重大的災害事件，以一開始運用OSM收集地圖資料支援救災的海地

地震為例，草根式的地理圖資不但被聯合國救災單位使用，而且那次的經驗在OSM

社群中衍生出 Humanitarian OSM Team (HOT)，為一個專門針對防救災所需要的

地理圖資所形成自願性技術社群。這類型防救災社群的出現宣告了，防救災資通訊工

作不在只有官方，民間團體亦可以參與，因此近年來官方和民間社群的合作愈發頻

繁，而逐漸形成數位人道救援網路，使得更多技術性自願者能有效地投入防救災的工

作中。鄧博士最後總結如下：一、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防救災資訊收集，並非取代正

規的方法，而是開創另一個可能的資料收集管道，但資料的整合仍然充滿了問題與挑

戰；二、新的技術與方法帶來許多解決資料收集與整合的可能性；三、數位人道救援

的本質不在於技術，而是在於技術如何有效地應用於人道救援任務。

　　緊接著，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劉致灝助理研究員說明災害管理的四個階段，並

介紹聯合國對於災害治理定義與多項治理規則。從2018年「韌性」開始逐漸受重

視，「2015-2030仙臺減災綱領」訴諸以人為本的災害風險治理原則，而美國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署則強調Whole Community Approach全體社區參與式方法。接著透過

荷蘭政府還地於河的共識溝通的過程闡釋保護溝通及共識溝通的公民參與機制。隨後

劉研究員定義公民科學，強調災害應變的公民科學應用上，資訊工具是達成資訊有效

收集的手段之一，並介紹國外與國內政府推動的成功案例，例如: 加州州立大學以 

Twitter 觀測野火蔓延、海地地震網路志工社區協作、海燕颱風OpenStreetMap網

路協作、以及臺灣在莫拉克風災與2016尼伯特颱風期間的網路自發性公民資訊提供

等。目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管理研究試辦計畫」

則利用 LINE APP 讓地方學研機構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能夠共享公民科學與相關

決策的資訊。最後，劉研究員提出兩個討論議題：一、如何提高社群公民的參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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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願，達到公民協作的目標? 其潛在風險為何？二、如何透過公民協作機制，有效傳遞

災害的正確訊息，以減少議題與輿論的渲染？

學員分組討論與報告

　　本研習營工作坊設計之重點在於學員實際的交流互動，因此兩場次授課後均安排

一個小時左右的分組討論。本中心特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林子倫副教授與中

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盧鏡臣副教授，偕同各場次主持人及講者擔任各分組的帶領討

論人。上下午分組討論結束後，最後一場次則由各分組推派代表進行成果分享。

　　第一組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案助理教授洪立三提出如何讓民眾具有防災行為或

節能減碳的行為？如何整合學生成長歷程中關於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的課程？周素

卿副主任則回應，防災的根本的確在民眾的防災意識，但此次研習營主要的重點在協

助防災、永續、氣候變遷等人社方面科研議題的搜尋與深耕。程宗明副教授則回應臺

灣與日本的民族性不同，兩者防災措施的比較是否有意義值得大家思考。盧鏡臣副教

授則表示，目前的教育是一個「標準答案」模版，而臺灣的升等制度也比較不重視如

何將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實踐。

　　第二組由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謝宜桓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問題：「我需要

什麼能力，未來才能找到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的相關工作」。劉致灝博士為此介紹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相關業務與科系，強調基礎研究及將研究落實應用的能力。鄧

東波博士則說明究心公益科技注重開發 ICT 工具協助防救災，並且重視將資料轉變

成智慧的能力。

　　第三組由戴興盛教授報告，指出臺灣目前面對氣候變遷的重要議題為「能源轉

型」，然臺灣是否在追求能源轉型時也影響生態環境呢？此議題仍存研究缺口，主要

是這類研究不受重視。臺灣自然學界研究方面常遇到科研成果無法被納入政策應用，

此需要科研政策串貫到應用實踐面。另在永續研究計畫方面，戴教授則強調科研計畫

案應該要有人文社會學者考慮治理的面向，才能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政策執行。

　　第四組由中央研究院法律所李仲軒博士後研究員從法律觀點去看氣候變遷議題，

並提出臺灣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具有很大改善的空間。謝宜桓研究員詢問將氣候

變遷議題歸類哪個法律層級比較適當，李仲軒研究員則認為提高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的法律層級是一個可思考的起點，但周桂田教授認為氣候變遷為跨部會議題，

而臺灣在跨部會合作方面的文化較弱。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博士候選人陳俊仰則提出

「價值」或許才是重要的議題。 

　　第五組由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中心王瑞庚博士後研究員提出加入質性、

個案性 (敏感族群) 的角度，是否可以讓大部分韌性、脆弱性的量化研究更加完整？

例如老舊柴油車對空氣品質的效果，可以先針對大貨車駕駛進行問卷質性調查，再將

其意見反饋到量化研究，這樣的流程似乎比較有利於將研究成果落實到政策執行。

　　第六組由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黃盈豪助理教授建議將參與成員的聯

繫資料提供給小組成員，有助於形成學術網絡與社群。另其提出的研究議題為「氣候

變遷下的社區回應為何？」並說明此議題可從都市、鄉村、部落等社區回應作為研究

範圍，並以資訊、韌性、族群、組織等角度進行研究。

　　最後，周桂田教授針對臺灣研究議題缺口、國際網絡的研究缺口、科技部研究資

料是否可以開放、如何連結科研結果與政策應用、科研政策的典範轉移、以及如何將

科研知識落實到教育等議題進行本研習營工作坊的總結。

分組討論，學員熱烈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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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與AI創新工作坊（HSS&AI Workshop）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初春的星期六早晨，一群關心人工

智能（AI）發展的人文社會科學

（HSS）學者，犧牲個人的週休假期，

紛紛趕赴「人文社會與AI創新工作坊

（HSS & AI Workshop）」於清華大學

旺宏館二樓245教室的會場。無非是感受

到AI對於人文社會研究的影響日趨顯

著，期望藉由參與此工作坊，掌握當前

人社領域AI研究趨勢，以及瞭解AI做為

研究工具時，事前的資料預處理程序及

應具備的基本知能之外，透過獲補助之

人社AI研究團隊的經驗分享，亦有助於

理解研究實務上可能遭遇的挑戰，以及

如何建構跨領域團隊。 

　　此次工作坊是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人社AI團隊、國立臺灣大學共同主辦，議程包含國際人文

社會AI研究趨勢、AI 101（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人文社會的AI跨領域經

驗，以及人社AI創新與展望等四個部分。針對國際人文社會AI研究趨勢，國立清華

大學人社AI團隊召集人林文源教授將AI視為社會行動者，將AI與人文社會研究的關

係，以by、in、of、for等四個介係詞來描述，HSS by AI偏向探索AI做為工具，如

研究方法之應用與推廣；HSS in AI偏向解決AI技術進入社會使用之實務需求，如AI

之倫理、法律與社會議題（ELSI）；HSS of AI以人文社會之核心理論為主軸，探

討AI發展造成之效應，如傳統治理與權力議題；HSS for AI則是讓HSS成為當前與

未來AI發展時的關鍵面向，以事前共同探索，共同發展之角度，完善人文、科技與

社會之共榮。

　　沿襲林教授的觀點，科技部人社中心張澄清博士則列舉數篇高影響力研究文獻，

說明上述四取徑的人文社會AI，並利用文獻計量學分析AI技術發展的興衰、主要發

展國家、研究機構，以及人社AI的主要研究議題（包含：人機互動界面設計應用、

分類/預測技術與應用、教育領域相關議題、腦電圖/腦影像圖之辨識與應用、大數據/

資料探勘、自然語言處理、AI輔助決策及倫理相關議題，以及教育資料探勘等），

亦指出自2015年起，有愈來愈多的人社領域研究者，嘗試由各自的觀點與方法處理

AI相關議題。

　　AI 101則是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王道維教授以其自身參與跨領域AI研究的經

驗，闡述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面對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從AI研究前的資料標

註、運作的基本原理，到目前重要發展及未來潛力的介紹，王教授以非資訊科學及人

文社會之學術背景，深入淺出地分享其對於AI跨領域研究的觀察與預測，且回憶其

進入AI研究時提及，直到AlphaGo在象徵人類智慧結晶的圍棋上壓倒性贏過世界冠

軍李世乭時，他才開始認真看待AI的發展，積極投入AI的跨領域研究，用於尋找新

形成的恆星、探討果蠅大腦的神經傳導方式，以及預測法院判決結果等。

　　王教授不僅為現場來賓釐清了人類思維與AI運算的根本差異，並由專家系統與

統計模型，逐步進入到深度學習，解析AI如何發揮作用。後續王教授則進一步介紹

AI的各類應用，鼓勵大家著手以AI工具來解決長期關心的研究問題。此外，在描述

如何建構跨領域研究團隊時，王教授提醒與會的人文社會學者，必須先對目標資料有

一定程度的理解，也能明確地定義研究問題，才是與資料科學家或技術人員接觸的時

機，討論資訊技術可否解決或如何解決其研究問題。若期望能透過AI技術來形成研

究問題，恐怕有點不切實際，合作心態也不健全，將不利與資訊技術學者組成跨領域

合作團隊。

　　另一場AI跨領域經驗分享，首先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眾傳播研究所王維菁教

授，以「AI、網路輿論控制、假新聞」為題，說明AI加速假新聞散播，以及網絡輿

論控制的現象，因此嘗試開發假新聞之人工智慧機器辨識系統、建構面對假新聞與

AI網路輿論操控現象之「數位傳播素養教育」課程與教材，以及對運用AI介入網路

傳播或進行輿論控制，其倫理、規範與法規探討等三個面向來回應現狀，目標是維護

公平且不受扭曲的資訊傳播環境。然而，要實際辨識新聞內容的真假著實不易，因此

目前是以資料、特徵、模型及應用等面向，進行新聞資料檢測，建立一般新聞（由主

流的新聞組織，透過傳統的生產與守門機制所產生的新聞）資料庫，而假新聞則是依

據新聞來源進行辨識，如來自內容農場的新聞。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莊弘鈺助理教授則以「醫療照護人工智慧開發與應

用之法制研究—建構良性循環的法規環境」為題進行分享，主要是針對人工智慧應用

於醫療照護領域所面臨之法律問題，以醫療資料為核心，整合資料、產業、監管及醫

院等四個面向，試圖建構良性循環體系，其中橫跨醫學、資訊、法學三大領域的深度

交流將是此計畫的主要挑戰。

　　此外，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李怡俐助理教授則是以總主持人的身份介紹

了「競爭或合作？人工智慧在人文社會的應用與影響探究」計畫，並說明總計畫下六

個子計畫的目標及如何橫向溝通運作。

　　關於「人社AI創新與展望」，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吳全峰副研究員關注AI

對現有倫理原則的挑戰，提醒大家思考AI的發展與運用究竟是對個人自主性的強化

還是限制？對專業領域之自主性的影響為何？如何辨識AI在設計與操作上的判斷，

所產生之公共利益或經濟效益並非完全立基於設計者之專利獨斷，且亦能同時納入社

會多元價值？以及憑藉大量資源與資訊來發展的AI，是否可能加劇社會與資源分配

的不平等。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蔡政宏研究員則論述從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

gence）到人工智慧（Artificial Wisdom），說明AI機器人是什麼？能做什麼？應

做什麼？探討AI機器人的「道德推理」，以及如何由人工智能推進到人工智慧。

　　最後，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蘇豐文教授闡釋「為何AI適合人文社會研

究？」指出人類與AI之間可以相互學習，並利用AI協助解決社會中的複雜問題，但

仍不忘提醒「掌控AI者將進一步掌控社會中尚未掌控AI的其他人」。

　　整體而言，此次工作坊的各項議題都引發了深度的討論與互動，主辦單位也提到

科技部已經開始著手蒐集資料科學家名單，期盼與會者能延續討論的熱度，進一步形

成有意義的研究主題，並可利用相關資源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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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的星期六早晨，一群關心人工

智能（AI）發展的人文社會科學

（HSS）學者，犧牲個人的週休假期，

紛紛趕赴「人文社會與AI創新工作坊

（HSS & AI Workshop）」於清華大學

旺宏館二樓245教室的會場。無非是感受

到AI對於人文社會研究的影響日趨顯

著，期望藉由參與此工作坊，掌握當前

人社領域AI研究趨勢，以及瞭解AI做為

研究工具時，事前的資料預處理程序及

應具備的基本知能之外，透過獲補助之

人社AI研究團隊的經驗分享，亦有助於

理解研究實務上可能遭遇的挑戰，以及

如何建構跨領域團隊。 

　　此次工作坊是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人社AI團隊、國立臺灣大學共同主辦，議程包含國際人文

社會AI研究趨勢、AI 101（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人文社會的AI跨領域經

驗，以及人社AI創新與展望等四個部分。針對國際人文社會AI研究趨勢，國立清華

大學人社AI團隊召集人林文源教授將AI視為社會行動者，將AI與人文社會研究的關

係，以by、in、of、for等四個介係詞來描述，HSS by AI偏向探索AI做為工具，如

研究方法之應用與推廣；HSS in AI偏向解決AI技術進入社會使用之實務需求，如AI

之倫理、法律與社會議題（ELSI）；HSS of AI以人文社會之核心理論為主軸，探

討AI發展造成之效應，如傳統治理與權力議題；HSS for AI則是讓HSS成為當前與

未來AI發展時的關鍵面向，以事前共同探索，共同發展之角度，完善人文、科技與

社會之共榮。

　　沿襲林教授的觀點，科技部人社中心張澄清博士則列舉數篇高影響力研究文獻，

說明上述四取徑的人文社會AI，並利用文獻計量學分析AI技術發展的興衰、主要發

展國家、研究機構，以及人社AI的主要研究議題（包含：人機互動界面設計應用、

分類/預測技術與應用、教育領域相關議題、腦電圖/腦影像圖之辨識與應用、大數據/

資料探勘、自然語言處理、AI輔助決策及倫理相關議題，以及教育資料探勘等），

亦指出自2015年起，有愈來愈多的人社領域研究者，嘗試由各自的觀點與方法處理

AI相關議題。

　　AI 101則是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王道維教授以其自身參與跨領域AI研究的經

驗，闡述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面對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從AI研究前的資料標

註、運作的基本原理，到目前重要發展及未來潛力的介紹，王教授以非資訊科學及人

文社會之學術背景，深入淺出地分享其對於AI跨領域研究的觀察與預測，且回憶其

進入AI研究時提及，直到AlphaGo在象徵人類智慧結晶的圍棋上壓倒性贏過世界冠

軍李世乭時，他才開始認真看待AI的發展，積極投入AI的跨領域研究，用於尋找新

形成的恆星、探討果蠅大腦的神經傳導方式，以及預測法院判決結果等。

　　王教授不僅為現場來賓釐清了人類思維與AI運算的根本差異，並由專家系統與

統計模型，逐步進入到深度學習，解析AI如何發揮作用。後續王教授則進一步介紹

AI的各類應用，鼓勵大家著手以AI工具來解決長期關心的研究問題。此外，在描述

如何建構跨領域研究團隊時，王教授提醒與會的人文社會學者，必須先對目標資料有

一定程度的理解，也能明確地定義研究問題，才是與資料科學家或技術人員接觸的時

機，討論資訊技術可否解決或如何解決其研究問題。若期望能透過AI技術來形成研

究問題，恐怕有點不切實際，合作心態也不健全，將不利與資訊技術學者組成跨領域

合作團隊。

　　另一場AI跨領域經驗分享，首先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眾傳播研究所王維菁教

授，以「AI、網路輿論控制、假新聞」為題，說明AI加速假新聞散播，以及網絡輿

論控制的現象，因此嘗試開發假新聞之人工智慧機器辨識系統、建構面對假新聞與

AI網路輿論操控現象之「數位傳播素養教育」課程與教材，以及對運用AI介入網路

傳播或進行輿論控制，其倫理、規範與法規探討等三個面向來回應現狀，目標是維護

公平且不受扭曲的資訊傳播環境。然而，要實際辨識新聞內容的真假著實不易，因此

目前是以資料、特徵、模型及應用等面向，進行新聞資料檢測，建立一般新聞（由主

流的新聞組織，透過傳統的生產與守門機制所產生的新聞）資料庫，而假新聞則是依

據新聞來源進行辨識，如來自內容農場的新聞。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莊弘鈺助理教授則以「醫療照護人工智慧開發與應

用之法制研究—建構良性循環的法規環境」為題進行分享，主要是針對人工智慧應用

於醫療照護領域所面臨之法律問題，以醫療資料為核心，整合資料、產業、監管及醫

院等四個面向，試圖建構良性循環體系，其中橫跨醫學、資訊、法學三大領域的深度

交流將是此計畫的主要挑戰。

　　此外，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李怡俐助理教授則是以總主持人的身份介紹

了「競爭或合作？人工智慧在人文社會的應用與影響探究」計畫，並說明總計畫下六

個子計畫的目標及如何橫向溝通運作。

　　關於「人社AI創新與展望」，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吳全峰副研究員關注AI

對現有倫理原則的挑戰，提醒大家思考AI的發展與運用究竟是對個人自主性的強化

還是限制？對專業領域之自主性的影響為何？如何辨識AI在設計與操作上的判斷，

所產生之公共利益或經濟效益並非完全立基於設計者之專利獨斷，且亦能同時納入社

會多元價值？以及憑藉大量資源與資訊來發展的AI，是否可能加劇社會與資源分配

的不平等。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蔡政宏研究員則論述從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

gence）到人工智慧（Artificial Wisdom），說明AI機器人是什麼？能做什麼？應

做什麼？探討AI機器人的「道德推理」，以及如何由人工智能推進到人工智慧。

　　最後，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蘇豐文教授闡釋「為何AI適合人文社會研

究？」指出人類與AI之間可以相互學習，並利用AI協助解決社會中的複雜問題，但

仍不忘提醒「掌控AI者將進一步掌控社會中尚未掌控AI的其他人」。

　　整體而言，此次工作坊的各項議題都引發了深度的討論與互動，主辦單位也提到

科技部已經開始著手蒐集資料科學家名單，期盼與會者能延續討論的熱度，進一步形

成有意義的研究主題，並可利用相關資源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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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的星期六早晨，一群關心人工

智能（AI）發展的人文社會科學

（HSS）學者，犧牲個人的週休假期，

紛紛趕赴「人文社會與AI創新工作坊

（HSS & AI Workshop）」於清華大學

旺宏館二樓245教室的會場。無非是感受

到AI對於人文社會研究的影響日趨顯

著，期望藉由參與此工作坊，掌握當前

人社領域AI研究趨勢，以及瞭解AI做為

研究工具時，事前的資料預處理程序及

應具備的基本知能之外，透過獲補助之

人社AI研究團隊的經驗分享，亦有助於

理解研究實務上可能遭遇的挑戰，以及

如何建構跨領域團隊。 

　　此次工作坊是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人社AI團隊、國立臺灣大學共同主辦，議程包含國際人文

社會AI研究趨勢、AI 101（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人文社會的AI跨領域經

驗，以及人社AI創新與展望等四個部分。針對國際人文社會AI研究趨勢，國立清華

大學人社AI團隊召集人林文源教授將AI視為社會行動者，將AI與人文社會研究的關

係，以by、in、of、for等四個介係詞來描述，HSS by AI偏向探索AI做為工具，如

研究方法之應用與推廣；HSS in AI偏向解決AI技術進入社會使用之實務需求，如AI

之倫理、法律與社會議題（ELSI）；HSS of AI以人文社會之核心理論為主軸，探

討AI發展造成之效應，如傳統治理與權力議題；HSS for AI則是讓HSS成為當前與

未來AI發展時的關鍵面向，以事前共同探索，共同發展之角度，完善人文、科技與

社會之共榮。

　　沿襲林教授的觀點，科技部人社中心張澄清博士則列舉數篇高影響力研究文獻，

說明上述四取徑的人文社會AI，並利用文獻計量學分析AI技術發展的興衰、主要發

展國家、研究機構，以及人社AI的主要研究議題（包含：人機互動界面設計應用、

分類/預測技術與應用、教育領域相關議題、腦電圖/腦影像圖之辨識與應用、大數據/

資料探勘、自然語言處理、AI輔助決策及倫理相關議題，以及教育資料探勘等），

亦指出自2015年起，有愈來愈多的人社領域研究者，嘗試由各自的觀點與方法處理

AI相關議題。

　　AI 101則是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王道維教授以其自身參與跨領域AI研究的經

驗，闡述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面對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從AI研究前的資料標

註、運作的基本原理，到目前重要發展及未來潛力的介紹，王教授以非資訊科學及人

文社會之學術背景，深入淺出地分享其對於AI跨領域研究的觀察與預測，且回憶其

進入AI研究時提及，直到AlphaGo在象徵人類智慧結晶的圍棋上壓倒性贏過世界冠

軍李世乭時，他才開始認真看待AI的發展，積極投入AI的跨領域研究，用於尋找新

形成的恆星、探討果蠅大腦的神經傳導方式，以及預測法院判決結果等。

　　王教授不僅為現場來賓釐清了人類思維與AI運算的根本差異，並由專家系統與

統計模型，逐步進入到深度學習，解析AI如何發揮作用。後續王教授則進一步介紹

AI的各類應用，鼓勵大家著手以AI工具來解決長期關心的研究問題。此外，在描述

如何建構跨領域研究團隊時，王教授提醒與會的人文社會學者，必須先對目標資料有

一定程度的理解，也能明確地定義研究問題，才是與資料科學家或技術人員接觸的時

機，討論資訊技術可否解決或如何解決其研究問題。若期望能透過AI技術來形成研

究問題，恐怕有點不切實際，合作心態也不健全，將不利與資訊技術學者組成跨領域

合作團隊。

　　另一場AI跨領域經驗分享，首先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眾傳播研究所王維菁教

授，以「AI、網路輿論控制、假新聞」為題，說明AI加速假新聞散播，以及網絡輿

論控制的現象，因此嘗試開發假新聞之人工智慧機器辨識系統、建構面對假新聞與

AI網路輿論操控現象之「數位傳播素養教育」課程與教材，以及對運用AI介入網路

傳播或進行輿論控制，其倫理、規範與法規探討等三個面向來回應現狀，目標是維護

公平且不受扭曲的資訊傳播環境。然而，要實際辨識新聞內容的真假著實不易，因此

目前是以資料、特徵、模型及應用等面向，進行新聞資料檢測，建立一般新聞（由主

流的新聞組織，透過傳統的生產與守門機制所產生的新聞）資料庫，而假新聞則是依

據新聞來源進行辨識，如來自內容農場的新聞。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莊弘鈺助理教授則以「醫療照護人工智慧開發與應

用之法制研究—建構良性循環的法規環境」為題進行分享，主要是針對人工智慧應用

於醫療照護領域所面臨之法律問題，以醫療資料為核心，整合資料、產業、監管及醫

院等四個面向，試圖建構良性循環體系，其中橫跨醫學、資訊、法學三大領域的深度

交流將是此計畫的主要挑戰。

　　此外，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李怡俐助理教授則是以總主持人的身份介紹

了「競爭或合作？人工智慧在人文社會的應用與影響探究」計畫，並說明總計畫下六

個子計畫的目標及如何橫向溝通運作。

　　關於「人社AI創新與展望」，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吳全峰副研究員關注AI

對現有倫理原則的挑戰，提醒大家思考AI的發展與運用究竟是對個人自主性的強化

還是限制？對專業領域之自主性的影響為何？如何辨識AI在設計與操作上的判斷，

所產生之公共利益或經濟效益並非完全立基於設計者之專利獨斷，且亦能同時納入社

會多元價值？以及憑藉大量資源與資訊來發展的AI，是否可能加劇社會與資源分配

的不平等。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蔡政宏研究員則論述從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

gence）到人工智慧（Artificial Wisdom），說明AI機器人是什麼？能做什麼？應

做什麼？探討AI機器人的「道德推理」，以及如何由人工智能推進到人工智慧。

　　最後，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蘇豐文教授闡釋「為何AI適合人文社會研

究？」指出人類與AI之間可以相互學習，並利用AI協助解決社會中的複雜問題，但

仍不忘提醒「掌控AI者將進一步掌控社會中尚未掌控AI的其他人」。

　　整體而言，此次工作坊的各項議題都引發了深度的討論與互動，主辦單位也提到

科技部已經開始著手蒐集資料科學家名單，期盼與會者能延續討論的熱度，進一步形

成有意義的研究主題，並可利用相關資源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

王道維教授專題演講「AI 101：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觀眾專心聆聽



活動報導

activity

17

　　初春的星期六早晨，一群關心人工

智能（AI）發展的人文社會科學

（HSS）學者，犧牲個人的週休假期，

紛紛趕赴「人文社會與AI創新工作坊

（HSS & AI Workshop）」於清華大學

旺宏館二樓245教室的會場。無非是感受

到AI對於人文社會研究的影響日趨顯

著，期望藉由參與此工作坊，掌握當前

人社領域AI研究趨勢，以及瞭解AI做為

研究工具時，事前的資料預處理程序及

應具備的基本知能之外，透過獲補助之

人社AI研究團隊的經驗分享，亦有助於

理解研究實務上可能遭遇的挑戰，以及

如何建構跨領域團隊。 

　　此次工作坊是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人社AI團隊、國立臺灣大學共同主辦，議程包含國際人文

社會AI研究趨勢、AI 101（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人文社會的AI跨領域經

驗，以及人社AI創新與展望等四個部分。針對國際人文社會AI研究趨勢，國立清華

大學人社AI團隊召集人林文源教授將AI視為社會行動者，將AI與人文社會研究的關

係，以by、in、of、for等四個介係詞來描述，HSS by AI偏向探索AI做為工具，如

研究方法之應用與推廣；HSS in AI偏向解決AI技術進入社會使用之實務需求，如AI

之倫理、法律與社會議題（ELSI）；HSS of AI以人文社會之核心理論為主軸，探

討AI發展造成之效應，如傳統治理與權力議題；HSS for AI則是讓HSS成為當前與

未來AI發展時的關鍵面向，以事前共同探索，共同發展之角度，完善人文、科技與

社會之共榮。

　　沿襲林教授的觀點，科技部人社中心張澄清博士則列舉數篇高影響力研究文獻，

說明上述四取徑的人文社會AI，並利用文獻計量學分析AI技術發展的興衰、主要發

展國家、研究機構，以及人社AI的主要研究議題（包含：人機互動界面設計應用、

分類/預測技術與應用、教育領域相關議題、腦電圖/腦影像圖之辨識與應用、大數據/

資料探勘、自然語言處理、AI輔助決策及倫理相關議題，以及教育資料探勘等），

亦指出自2015年起，有愈來愈多的人社領域研究者，嘗試由各自的觀點與方法處理

AI相關議題。

　　AI 101則是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王道維教授以其自身參與跨領域AI研究的經

驗，闡述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面對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從AI研究前的資料標

註、運作的基本原理，到目前重要發展及未來潛力的介紹，王教授以非資訊科學及人

文社會之學術背景，深入淺出地分享其對於AI跨領域研究的觀察與預測，且回憶其

進入AI研究時提及，直到AlphaGo在象徵人類智慧結晶的圍棋上壓倒性贏過世界冠

軍李世乭時，他才開始認真看待AI的發展，積極投入AI的跨領域研究，用於尋找新

形成的恆星、探討果蠅大腦的神經傳導方式，以及預測法院判決結果等。

　　王教授不僅為現場來賓釐清了人類思維與AI運算的根本差異，並由專家系統與

統計模型，逐步進入到深度學習，解析AI如何發揮作用。後續王教授則進一步介紹

AI的各類應用，鼓勵大家著手以AI工具來解決長期關心的研究問題。此外，在描述

如何建構跨領域研究團隊時，王教授提醒與會的人文社會學者，必須先對目標資料有

一定程度的理解，也能明確地定義研究問題，才是與資料科學家或技術人員接觸的時

機，討論資訊技術可否解決或如何解決其研究問題。若期望能透過AI技術來形成研

究問題，恐怕有點不切實際，合作心態也不健全，將不利與資訊技術學者組成跨領域

合作團隊。

　　另一場AI跨領域經驗分享，首先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眾傳播研究所王維菁教

授，以「AI、網路輿論控制、假新聞」為題，說明AI加速假新聞散播，以及網絡輿

論控制的現象，因此嘗試開發假新聞之人工智慧機器辨識系統、建構面對假新聞與

AI網路輿論操控現象之「數位傳播素養教育」課程與教材，以及對運用AI介入網路

傳播或進行輿論控制，其倫理、規範與法規探討等三個面向來回應現狀，目標是維護

公平且不受扭曲的資訊傳播環境。然而，要實際辨識新聞內容的真假著實不易，因此

目前是以資料、特徵、模型及應用等面向，進行新聞資料檢測，建立一般新聞（由主

流的新聞組織，透過傳統的生產與守門機制所產生的新聞）資料庫，而假新聞則是依

據新聞來源進行辨識，如來自內容農場的新聞。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莊弘鈺助理教授則以「醫療照護人工智慧開發與應

用之法制研究—建構良性循環的法規環境」為題進行分享，主要是針對人工智慧應用

於醫療照護領域所面臨之法律問題，以醫療資料為核心，整合資料、產業、監管及醫

院等四個面向，試圖建構良性循環體系，其中橫跨醫學、資訊、法學三大領域的深度

交流將是此計畫的主要挑戰。

　　此外，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李怡俐助理教授則是以總主持人的身份介紹

了「競爭或合作？人工智慧在人文社會的應用與影響探究」計畫，並說明總計畫下六

個子計畫的目標及如何橫向溝通運作。

　　關於「人社AI創新與展望」，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吳全峰副研究員關注AI

對現有倫理原則的挑戰，提醒大家思考AI的發展與運用究竟是對個人自主性的強化

還是限制？對專業領域之自主性的影響為何？如何辨識AI在設計與操作上的判斷，

所產生之公共利益或經濟效益並非完全立基於設計者之專利獨斷，且亦能同時納入社

會多元價值？以及憑藉大量資源與資訊來發展的AI，是否可能加劇社會與資源分配

的不平等。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蔡政宏研究員則論述從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

gence）到人工智慧（Artificial Wisdom），說明AI機器人是什麼？能做什麼？應

做什麼？探討AI機器人的「道德推理」，以及如何由人工智能推進到人工智慧。

　　最後，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蘇豐文教授闡釋「為何AI適合人文社會研

究？」指出人類與AI之間可以相互學習，並利用AI協助解決社會中的複雜問題，但

仍不忘提醒「掌控AI者將進一步掌控社會中尚未掌控AI的其他人」。

　　整體而言，此次工作坊的各項議題都引發了深度的討論與互動，主辦單位也提到

科技部已經開始著手蒐集資料科學家名單，期盼與會者能延續討論的熱度，進一步形

成有意義的研究主題，並可利用相關資源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

座談一「人文社會的AI跨領域經驗」，左起為與談人李怡俐助理教授、
莊弘鈺助理教授、王維菁教授、主持人林勤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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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的星期六早晨，一群關心人工

智能（AI）發展的人文社會科學

（HSS）學者，犧牲個人的週休假期，

紛紛趕赴「人文社會與AI創新工作坊

（HSS & AI Workshop）」於清華大學

旺宏館二樓245教室的會場。無非是感受

到AI對於人文社會研究的影響日趨顯

著，期望藉由參與此工作坊，掌握當前

人社領域AI研究趨勢，以及瞭解AI做為

研究工具時，事前的資料預處理程序及

應具備的基本知能之外，透過獲補助之

人社AI研究團隊的經驗分享，亦有助於

理解研究實務上可能遭遇的挑戰，以及

如何建構跨領域團隊。 

　　此次工作坊是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人社AI團隊、國立臺灣大學共同主辦，議程包含國際人文

社會AI研究趨勢、AI 101（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人文社會的AI跨領域經

驗，以及人社AI創新與展望等四個部分。針對國際人文社會AI研究趨勢，國立清華

大學人社AI團隊召集人林文源教授將AI視為社會行動者，將AI與人文社會研究的關

係，以by、in、of、for等四個介係詞來描述，HSS by AI偏向探索AI做為工具，如

研究方法之應用與推廣；HSS in AI偏向解決AI技術進入社會使用之實務需求，如AI

之倫理、法律與社會議題（ELSI）；HSS of AI以人文社會之核心理論為主軸，探

討AI發展造成之效應，如傳統治理與權力議題；HSS for AI則是讓HSS成為當前與

未來AI發展時的關鍵面向，以事前共同探索，共同發展之角度，完善人文、科技與

社會之共榮。

　　沿襲林教授的觀點，科技部人社中心張澄清博士則列舉數篇高影響力研究文獻，

說明上述四取徑的人文社會AI，並利用文獻計量學分析AI技術發展的興衰、主要發

展國家、研究機構，以及人社AI的主要研究議題（包含：人機互動界面設計應用、

分類/預測技術與應用、教育領域相關議題、腦電圖/腦影像圖之辨識與應用、大數據/

資料探勘、自然語言處理、AI輔助決策及倫理相關議題，以及教育資料探勘等），

亦指出自2015年起，有愈來愈多的人社領域研究者，嘗試由各自的觀點與方法處理

AI相關議題。

　　AI 101則是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王道維教授以其自身參與跨領域AI研究的經

驗，闡述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面對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從AI研究前的資料標

註、運作的基本原理，到目前重要發展及未來潛力的介紹，王教授以非資訊科學及人

文社會之學術背景，深入淺出地分享其對於AI跨領域研究的觀察與預測，且回憶其

進入AI研究時提及，直到AlphaGo在象徵人類智慧結晶的圍棋上壓倒性贏過世界冠

軍李世乭時，他才開始認真看待AI的發展，積極投入AI的跨領域研究，用於尋找新

形成的恆星、探討果蠅大腦的神經傳導方式，以及預測法院判決結果等。

　　王教授不僅為現場來賓釐清了人類思維與AI運算的根本差異，並由專家系統與

統計模型，逐步進入到深度學習，解析AI如何發揮作用。後續王教授則進一步介紹

AI的各類應用，鼓勵大家著手以AI工具來解決長期關心的研究問題。此外，在描述

如何建構跨領域研究團隊時，王教授提醒與會的人文社會學者，必須先對目標資料有

一定程度的理解，也能明確地定義研究問題，才是與資料科學家或技術人員接觸的時

機，討論資訊技術可否解決或如何解決其研究問題。若期望能透過AI技術來形成研

究問題，恐怕有點不切實際，合作心態也不健全，將不利與資訊技術學者組成跨領域

合作團隊。

　　另一場AI跨領域經驗分享，首先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眾傳播研究所王維菁教

授，以「AI、網路輿論控制、假新聞」為題，說明AI加速假新聞散播，以及網絡輿

論控制的現象，因此嘗試開發假新聞之人工智慧機器辨識系統、建構面對假新聞與

AI網路輿論操控現象之「數位傳播素養教育」課程與教材，以及對運用AI介入網路

傳播或進行輿論控制，其倫理、規範與法規探討等三個面向來回應現狀，目標是維護

公平且不受扭曲的資訊傳播環境。然而，要實際辨識新聞內容的真假著實不易，因此

目前是以資料、特徵、模型及應用等面向，進行新聞資料檢測，建立一般新聞（由主

流的新聞組織，透過傳統的生產與守門機制所產生的新聞）資料庫，而假新聞則是依

據新聞來源進行辨識，如來自內容農場的新聞。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莊弘鈺助理教授則以「醫療照護人工智慧開發與應

用之法制研究—建構良性循環的法規環境」為題進行分享，主要是針對人工智慧應用

於醫療照護領域所面臨之法律問題，以醫療資料為核心，整合資料、產業、監管及醫

院等四個面向，試圖建構良性循環體系，其中橫跨醫學、資訊、法學三大領域的深度

交流將是此計畫的主要挑戰。

　　此外，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李怡俐助理教授則是以總主持人的身份介紹

了「競爭或合作？人工智慧在人文社會的應用與影響探究」計畫，並說明總計畫下六

個子計畫的目標及如何橫向溝通運作。

　　關於「人社AI創新與展望」，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吳全峰副研究員關注AI

對現有倫理原則的挑戰，提醒大家思考AI的發展與運用究竟是對個人自主性的強化

還是限制？對專業領域之自主性的影響為何？如何辨識AI在設計與操作上的判斷，

所產生之公共利益或經濟效益並非完全立基於設計者之專利獨斷，且亦能同時納入社

會多元價值？以及憑藉大量資源與資訊來發展的AI，是否可能加劇社會與資源分配

的不平等。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蔡政宏研究員則論述從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

gence）到人工智慧（Artificial Wisdom），說明AI機器人是什麼？能做什麼？應

做什麼？探討AI機器人的「道德推理」，以及如何由人工智能推進到人工智慧。

　　最後，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蘇豐文教授闡釋「為何AI適合人文社會研

究？」指出人類與AI之間可以相互學習，並利用AI協助解決社會中的複雜問題，但

仍不忘提醒「掌控AI者將進一步掌控社會中尚未掌控AI的其他人」。

　　整體而言，此次工作坊的各項議題都引發了深度的討論與互動，主辦單位也提到

科技部已經開始著手蒐集資料科學家名單，期盼與會者能延續討論的熱度，進一步形

成有意義的研究主題，並可利用相關資源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

座談二「人社AI創新與展望」，左起為引言人蔡政宏研究員、
蘇豐文教授、吳全峰副研究員、主持人林文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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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天的活動影片及簡報，請前往活動網頁「活動影片」分頁查閱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71

二、補充材料： for 專題演講「AI 101：AI為何有用？該如何用？」

　　．深度學習簡介與應用方式 Part I (機器學習)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nqdIWdddyk8

　　．深度學習簡介與應用方式 Part II (深度學習)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qjYz8EjWA7o

　　．深度學習簡介與應用方式 Part III (自然語言處理)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ieWti6rYHkM

　　．以上補充材料的簡報檔連結：https://reurl.cc/qnz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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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防災與韌性社會論壇
撰文／蔣馥蓁（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永續防災與韌性社會論壇」於

108年5月15日下午假臺北南港展覽館一

館舉行，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科技部自

然司永續學門，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共同

主辦。論壇之召開，主要在於省思近年

來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加劇之困境，倡

議永續環境與社會韌性發展的必要性，

並強調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對於永續韌

性社會發展之重要性。活動邀集多位具

指標性研究之專家學者，依交流主題分

為「永續防災與韌性社會」、「公民科

技與災害調適：防災與永續的資訊治

理」及「人文知識與社會網絡」三個場

次，最後進行綜合討論。論壇參與者多

為相關專業學研人員，除同場地之地球科學聯合研討會與會者外，半數以上為具人文

及社會科學背景之學者，活動並開放網路直播與採行線上提問，邀請所有感興趣的民

眾參與盛會。

　　第一場次「人文知識與社會網絡」由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陳亮全教授擔

任主持人，特別邀請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鄭毓瑜司長、自然科學與永續

研究發展司林敏聰司長，以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陳宏宇主任，一同進行跨域交流

對談。三位國家重要科研單位長官以較宏觀的關懷，從科技政策面出發，抒發對人文

及社會科學在防災及永續韌性社會研究的認同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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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亮全教授開場就提醒大家，臺灣是天然災害頻發地方，多數地區面臨不只一種

潛在威脅，再加上氣候環境變遷，這些因素都是嚴峻的課題。人文領域必須加強協助

救災實務的落實，如此跨域交流與互相支持才可能更進一步。鄭毓瑜司長以「氣候變

遷‧人文永續」為題，透過數個案例強調如社會、政治、經濟等受忽視的『人文』要

素，應該和自然科學的、技術的解決方式，放置到同等地位。

　　人文的「永續」應是重視經驗脈絡過程中醞釀出的知識與文化，進而調協人與自

然相處的模式；「韌性社會」則從空間治理、空間規劃、對災害社區經營深耕、災難

創傷研究等方向思考。陳宏宇主任站在以人為本、落實社會的角度，呼籲所謂的「生

命價更高」就是重視減災、防災，大力宣導公眾平日可多了解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所提供的「災害情資網」，以建立妥適運用防減災資訊的概念。林敏聰司長自許自然

司永續學門的研究為最具有「臺灣元素」的科學，雖奠基於普同的科學知識，卻是從

在地文化的角度思考與成形。林司長提醒平素就應該對基礎學科投注足夠的資源及關

注，因為堅實的核心價值，才可能拓展出優秀的基礎研究到創新運用，並以思考「我

們的島˙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感性作結。

第一場次討論「人文知識與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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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次「公民科技與災害調適：防災與永續的資訊治理」著眼在如何永續地進

行資訊治理。與談人謝尚賢教授強調，相關資訊平臺在整合與應用上對防災決策的助

益，且指出有效的資訊平臺應當具備即時、正確與資訊完整三大要件。然而完備不

易，需要更多支持與耐心。杜文苓教授接著以長期從事的空汙研究為例，說明公民參

與和配合對災害調適的重要性，並提出「晚期工業主義」的概念，因為災害風險增加

了，提醒到相對應之制度、法規、媒體論述、社會慣習思考也需要與時俱進。陳淑惠

教授則以心理學專業出發，分享面對大型災害「五大原則與目標：安靜能繫望」，經

由促進安全感、鎮定平靜、效能感、聯繫感，以及灌注希望，能使遭遇災害的群眾更

有效恢復，降低各方面的社會代價。社會內個體若能擁有心理防治潛能，有助形成韌

性社會。主持人本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在引言與討論時總結提出資訊治理、公民社會/

參與等關鍵字，強調做好資訊接軌、轉譯的重要性。

　　第三場次「人文知識與社會網絡」分別由建築、原住民族與防災實務的專業視角

談到在地人文知識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造成反思，豐富的經驗相當引人入勝。主持人

戴興盛教授首先提出「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當作理解調適、轉型的手段。黃瑞茂副教

授提醒我們必須接受「災難城市」就在門口的急迫性，都市計畫應當以re-program

的眼光重新組構人與環境，從理解、分析、創意到創新作為。官大偉副教授以豐富的

泰雅族研究經驗，接連與大家分享不同的土地觀念以及在地知識提供的貢獻，點出我

們需要更多的跨文化合作支持，並且必須對原住民文化以尊重地「好的參與」。李香

潔組長指出九二一震災之後臺灣開始推廣防災社區，在全臺目前大約是八分之一的鄉

里達致。有效具韌性的防災社區應當能夠自助、互助，有充分的在地參與討論，容納

不同利害關係者的意見。雖然花費較多時間溝通，卻能達成理想的日常減災。

　　最末場次由前三場次主持人與自然司林敏聰司長一齊作綜合討論。四位討論人整

合前幾場討論，提醒學科的核心價值是必須尊重堅持的，用「系統」視角觀看事情，

毋忘容納各方權力關係人的意見，政府與公民間能對政策作有效的溝通。科技是防災

工作重要的中介助力，但推廣善用之外，不應忘記對科技弱勢的照顧，同時當讚美第

一線人員的熱情與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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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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08年適逢八七水災60周年、九二一震災20周年與莫拉克風災10周年，臺灣處於

各類自然災害的威脅下，努力尋求減災到滅災的理想生活，建構能與災害共存、可永

續發展的韌性社會。本次論壇學者們分別分享專業觀點與人文關懷，對臺灣發展現況

提出提醒與樂觀期許。

與會貴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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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認知在語言處理的應用
作者／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張澄清，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博士，現任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專長為資訊尋求行為、資訊組

　　　織、資訊計量學。早期研究成果多利用統合分析法探究特定教學法之成效或建立資訊行為模型，近期則

　　　期望能藉助認知心理的最新發展，厚實資訊組織相關理論，進而用於改善自動化分類技術。

　　　｜編按｜張澄清博士研究領域為資訊尋求行為、資訊組織、資訊計量學等議題，此次特邀請張博士撰寫

　　　　　　　文章，分享研究成果。

　　體現認知（embodied cognition）是近年認知科學最令人興奮的主張，由於許

多實驗結果皆指出，個人認知如何受到身體狀態的影響或誤導，或是人類心智內的認

知系統運作是建立在人類身體的物質基礎之上。例如我們常在與人交談時做出某些手

勢，這些手勢不僅促進溝通，也協助了語言處理；多半是行動引導（action-guid-

ing）的視覺，但身體的運動及其產生的回饋緊密地整合到一些視覺處理過程；鏡像

神經元（mirror neurons）不僅因個體的特定行動而活躍，也會因觀察他人的相同行

動而激發；記憶是可透過身體甚至是部分周遭環境來降低負載（off-load storage）

及簡化認知處理，以更有效地執行認知任務。這些實驗結果都指向人腦不是處理問題

時唯一可用的認知資源，我們的身體及外在環境感知所引導的行動，在完成目標的過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取代了以往認為重要之複雜的內部心智表徵。我們應將行為理解

成由散佈在腦、身體及環境中與特定任務有關之資源的即時互動，並透過我們的感知

系統（perceptual systems）聯結在一起。

　　一般而言，體現認知相關研究將身體的功能或角色假設為：1. 認知的限制（a 

constraint on cognition）：行動者的身體透過其認知系統限制了特定本質或內容的

表徵；2. 認知處理的分配者（a distributor for cognitive processing）：行動者的

身體進行神經元與非神經元結構之計算與表徵的工作分配；3. 認知活動的監管者（a 

regulator of cognitive activity）：行動者的身體監管認知活動的空間與時間以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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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感知資訊相同。但即使如此，部分體現認知的狂熱研究者仍同意有「表徵缺乏」

的問題存在，如果沒有一些等同於傳統認知心理學的客體（object）或過程的概念，

此問題便無法輕易獲得解決，尤其是在語言領域。換言之，體現認知在語言處理領域

的應用仍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且是認知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

此視為一種因果關係（contingent claim）。

三、構成性（constitution or composition）

　　此觀點指出認知過程不僅限於大腦中的結構與操作實例，而是包含了更廣泛的身

體結構與過程。這些更廣泛的身體結構與部分組成過程是認知處理過程的組成成分，

此解釋直接且根本地挑戰了笛卡兒式的認知處理觀點。

　　Wilson與Golonka（2013）支持體現認知的觀點且進一步提出，若欲嚴謹地運

用體現認知的觀點則需要新的方法與理論，並提出四個關鍵步驟：步驟一是進行任務

分析，特色是由第一人稱「我」的觀點來描述感知-行動型的認知行動者（perceiv-

ing-acting cognitive agent）所遭遇的特定任務；步驟二是辨識行動者可取用的任

務相關資源，這些資源將有助於延展腦、身體與環境；步驟三是確定行動者如何將相

關資源組裝進用於解決手邊問題的系統中；最後一個步驟則是測試行動者的表現以確

認行動者實際上是運用步驟三中確定的解決方案。

　　語言是一種有趣的行為，具有一些特殊的屬性，與我們的其他行為同樣都是進化

的產物。Wilson與Golonka（2013）強調，若將感知-行動問題和語言問題視為同一

類事物，則上述方法便可用於語言領域。我們為了達成某些目標（指導或監管自身與

他人的行為）而建立語言資訊（語音或書面文本），創立語言資訊的動態系統需要聯

結發音器官與腦的動態，且二者都巢套（nested）於一個擁有其動態特性之社會性定

義語言環境。因此，語言動態是複雜的，並且是由多個聯結的動態系統來定義，但語

言資訊仍然是由與感知資訊相同的動態事件所構成。也就是說，語言與感知-行動並

無不同，而且都是關鍵的任務資源，並可將用於感知的分析方法直接用於語言分析。

　　然而，語言所涉及的動態複雜性顯然高出許多，但分析的基本型式可以保持不

變，語言資訊作為一種任務資源，將與感知資訊完全相同，且當我們試圖探討如何將

其一個為解決特定問題而形成的有機體融入於特定任務設備時，就應該把語言資訊視

保認知與行動緊密協調等三類（Zalta, 2015）。對於此不同於笛卡兒式認知處理假

設（認知過程完全發生在認知有機體的大腦中）的有力證明及應用，應屬機器人

（robotics）研究領域最具生產力（1990年代起便有相關研究出版，且近年快速增

加），研究者基於體現認知原理所建構的機器人能夠產生有趣的複雜行為，可證明若

缺乏表徵的豐富性時可獲得何種程度的研究結果。由於當研究者依據其構想組裝機器

人時，必然知道控制系統具備何種功能，意即對於特定行為的所有可能解釋是有限且

可列舉。

　　此外，Rowland（2010）認為當前認知科學研究中，接受非笛卡兒式的認知系

統運作架構除了體現性之外，另有嵌合性（Embedded）：不同意將大腦視為是認知

的中央處理器，反倒主張人類心智應置於環境脈絡下方能被正確理解；引動性（En-

acted）：強調人類認知的演化是為了提高生存率，因而能在某個情境中完成特定的

動作；延伸性（Extended）：主張人類的認知系統不只侷限於身體的內在處理機

制，存於個體外或環境中的資訊承載結構，也是延伸性認知架構的一部份。不僅如

此，Rowland更依據Shapiro提出的廣泛身體結構，認為體現認知可由以下三種方向

來解釋：

一、認識性（epistemic）

　　此觀點認為若無法完全瞭解認知處理過程所處之身體結構，則無法理解認知處理

的本質，例如我們若沒有將腦與耳相連、兩耳位置有一定距離、聲音到達兩耳時有時

間差，以及時間差提供了辨識聲源方向的資訊等納入考量，則我們無法理解人腦是如

何判定聲音方。當身體的構成發生變化，則認知系統的運作方式也會隨之改變。若某

人僅有一隻耳朵則無法提供聲音抵達雙耳時間差的資訊，則大腦將無法成功地辨識聲

源。

二、本體性（ontic）

　　此觀點強調認知處理過程依賴身體結構，認知過程被設計為僅與某結構連結或串

聯才能發揮作用，若沒有適當的結構，則有機體將無法達成往常的認知任務，或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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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現認知（embodied cognition）是近年認知科學最令人興奮的主張，由於許

多實驗結果皆指出，個人認知如何受到身體狀態的影響或誤導，或是人類心智內的認

知系統運作是建立在人類身體的物質基礎之上。例如我們常在與人交談時做出某些手

勢，這些手勢不僅促進溝通，也協助了語言處理；多半是行動引導（action-guid-

ing）的視覺，但身體的運動及其產生的回饋緊密地整合到一些視覺處理過程；鏡像

神經元（mirror neurons）不僅因個體的特定行動而活躍，也會因觀察他人的相同行

動而激發；記憶是可透過身體甚至是部分周遭環境來降低負載（off-load storage）

及簡化認知處理，以更有效地執行認知任務。這些實驗結果都指向人腦不是處理問題

時唯一可用的認知資源，我們的身體及外在環境感知所引導的行動，在完成目標的過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取代了以往認為重要之複雜的內部心智表徵。我們應將行為理解

成由散佈在腦、身體及環境中與特定任務有關之資源的即時互動，並透過我們的感知

系統（perceptual systems）聯結在一起。

　　一般而言，體現認知相關研究將身體的功能或角色假設為：1. 認知的限制（a 

constraint on cognition）：行動者的身體透過其認知系統限制了特定本質或內容的

表徵；2. 認知處理的分配者（a distributor for cognitive processing）：行動者的

身體進行神經元與非神經元結構之計算與表徵的工作分配；3. 認知活動的監管者（a 

regulator of cognitive activity）：行動者的身體監管認知活動的空間與時間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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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感知資訊相同。但即使如此，部分體現認知的狂熱研究者仍同意有「表徵缺乏」

的問題存在，如果沒有一些等同於傳統認知心理學的客體（object）或過程的概念，

此問題便無法輕易獲得解決，尤其是在語言領域。換言之，體現認知在語言處理領域

的應用仍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且是認知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

此視為一種因果關係（contingent claim）。

三、構成性（constitution or composition）

　　此觀點指出認知過程不僅限於大腦中的結構與操作實例，而是包含了更廣泛的身

體結構與過程。這些更廣泛的身體結構與部分組成過程是認知處理過程的組成成分，

此解釋直接且根本地挑戰了笛卡兒式的認知處理觀點。

　　Wilson與Golonka（2013）支持體現認知的觀點且進一步提出，若欲嚴謹地運

用體現認知的觀點則需要新的方法與理論，並提出四個關鍵步驟：步驟一是進行任務

分析，特色是由第一人稱「我」的觀點來描述感知-行動型的認知行動者（perceiv-

ing-acting cognitive agent）所遭遇的特定任務；步驟二是辨識行動者可取用的任

務相關資源，這些資源將有助於延展腦、身體與環境；步驟三是確定行動者如何將相

關資源組裝進用於解決手邊問題的系統中；最後一個步驟則是測試行動者的表現以確

認行動者實際上是運用步驟三中確定的解決方案。

　　語言是一種有趣的行為，具有一些特殊的屬性，與我們的其他行為同樣都是進化

的產物。Wilson與Golonka（2013）強調，若將感知-行動問題和語言問題視為同一

類事物，則上述方法便可用於語言領域。我們為了達成某些目標（指導或監管自身與

他人的行為）而建立語言資訊（語音或書面文本），創立語言資訊的動態系統需要聯

結發音器官與腦的動態，且二者都巢套（nested）於一個擁有其動態特性之社會性定

義語言環境。因此，語言動態是複雜的，並且是由多個聯結的動態系統來定義，但語

言資訊仍然是由與感知資訊相同的動態事件所構成。也就是說，語言與感知-行動並

無不同，而且都是關鍵的任務資源，並可將用於感知的分析方法直接用於語言分析。

　　然而，語言所涉及的動態複雜性顯然高出許多，但分析的基本型式可以保持不

變，語言資訊作為一種任務資源，將與感知資訊完全相同，且當我們試圖探討如何將

其一個為解決特定問題而形成的有機體融入於特定任務設備時，就應該把語言資訊視

保認知與行動緊密協調等三類（Zalta, 2015）。對於此不同於笛卡兒式認知處理假

設（認知過程完全發生在認知有機體的大腦中）的有力證明及應用，應屬機器人

（robotics）研究領域最具生產力（1990年代起便有相關研究出版，且近年快速增

加），研究者基於體現認知原理所建構的機器人能夠產生有趣的複雜行為，可證明若

缺乏表徵的豐富性時可獲得何種程度的研究結果。由於當研究者依據其構想組裝機器

人時，必然知道控制系統具備何種功能，意即對於特定行為的所有可能解釋是有限且

可列舉。

　　此外，Rowland（2010）認為當前認知科學研究中，接受非笛卡兒式的認知系

統運作架構除了體現性之外，另有嵌合性（Embedded）：不同意將大腦視為是認知

的中央處理器，反倒主張人類心智應置於環境脈絡下方能被正確理解；引動性（En-

acted）：強調人類認知的演化是為了提高生存率，因而能在某個情境中完成特定的

動作；延伸性（Extended）：主張人類的認知系統不只侷限於身體的內在處理機

制，存於個體外或環境中的資訊承載結構，也是延伸性認知架構的一部份。不僅如

此，Rowland更依據Shapiro提出的廣泛身體結構，認為體現認知可由以下三種方向

來解釋：

一、認識性（epistemic）

　　此觀點認為若無法完全瞭解認知處理過程所處之身體結構，則無法理解認知處理

的本質，例如我們若沒有將腦與耳相連、兩耳位置有一定距離、聲音到達兩耳時有時

間差，以及時間差提供了辨識聲源方向的資訊等納入考量，則我們無法理解人腦是如

何判定聲音方。當身體的構成發生變化，則認知系統的運作方式也會隨之改變。若某

人僅有一隻耳朵則無法提供聲音抵達雙耳時間差的資訊，則大腦將無法成功地辨識聲

源。

二、本體性（ontic）

　　此觀點強調認知處理過程依賴身體結構，認知過程被設計為僅與某結構連結或串

聯才能發揮作用，若沒有適當的結構，則有機體將無法達成往常的認知任務，或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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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現認知（embodied cognition）是近年認知科學最令人興奮的主張，由於許

多實驗結果皆指出，個人認知如何受到身體狀態的影響或誤導，或是人類心智內的認

知系統運作是建立在人類身體的物質基礎之上。例如我們常在與人交談時做出某些手

勢，這些手勢不僅促進溝通，也協助了語言處理；多半是行動引導（action-guid-

ing）的視覺，但身體的運動及其產生的回饋緊密地整合到一些視覺處理過程；鏡像

神經元（mirror neurons）不僅因個體的特定行動而活躍，也會因觀察他人的相同行

動而激發；記憶是可透過身體甚至是部分周遭環境來降低負載（off-load storage）

及簡化認知處理，以更有效地執行認知任務。這些實驗結果都指向人腦不是處理問題

時唯一可用的認知資源，我們的身體及外在環境感知所引導的行動，在完成目標的過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取代了以往認為重要之複雜的內部心智表徵。我們應將行為理解

成由散佈在腦、身體及環境中與特定任務有關之資源的即時互動，並透過我們的感知

系統（perceptual systems）聯結在一起。

　　一般而言，體現認知相關研究將身體的功能或角色假設為：1. 認知的限制（a 

constraint on cognition）：行動者的身體透過其認知系統限制了特定本質或內容的

表徵；2. 認知處理的分配者（a distributor for cognitive processing）：行動者的

身體進行神經元與非神經元結構之計算與表徵的工作分配；3. 認知活動的監管者（a 

regulator of cognitive activity）：行動者的身體監管認知活動的空間與時間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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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感知資訊相同。但即使如此，部分體現認知的狂熱研究者仍同意有「表徵缺乏」

的問題存在，如果沒有一些等同於傳統認知心理學的客體（object）或過程的概念，

此問題便無法輕易獲得解決，尤其是在語言領域。換言之，體現認知在語言處理領域

的應用仍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且是認知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

此視為一種因果關係（contingent claim）。

三、構成性（constitution or composition）

　　此觀點指出認知過程不僅限於大腦中的結構與操作實例，而是包含了更廣泛的身

體結構與過程。這些更廣泛的身體結構與部分組成過程是認知處理過程的組成成分，

此解釋直接且根本地挑戰了笛卡兒式的認知處理觀點。

　　Wilson與Golonka（2013）支持體現認知的觀點且進一步提出，若欲嚴謹地運

用體現認知的觀點則需要新的方法與理論，並提出四個關鍵步驟：步驟一是進行任務

分析，特色是由第一人稱「我」的觀點來描述感知-行動型的認知行動者（perceiv-

ing-acting cognitive agent）所遭遇的特定任務；步驟二是辨識行動者可取用的任

務相關資源，這些資源將有助於延展腦、身體與環境；步驟三是確定行動者如何將相

關資源組裝進用於解決手邊問題的系統中；最後一個步驟則是測試行動者的表現以確

認行動者實際上是運用步驟三中確定的解決方案。

　　語言是一種有趣的行為，具有一些特殊的屬性，與我們的其他行為同樣都是進化

的產物。Wilson與Golonka（2013）強調，若將感知-行動問題和語言問題視為同一

類事物，則上述方法便可用於語言領域。我們為了達成某些目標（指導或監管自身與

他人的行為）而建立語言資訊（語音或書面文本），創立語言資訊的動態系統需要聯

結發音器官與腦的動態，且二者都巢套（nested）於一個擁有其動態特性之社會性定

義語言環境。因此，語言動態是複雜的，並且是由多個聯結的動態系統來定義，但語

言資訊仍然是由與感知資訊相同的動態事件所構成。也就是說，語言與感知-行動並

無不同，而且都是關鍵的任務資源，並可將用於感知的分析方法直接用於語言分析。

　　然而，語言所涉及的動態複雜性顯然高出許多，但分析的基本型式可以保持不

變，語言資訊作為一種任務資源，將與感知資訊完全相同，且當我們試圖探討如何將

其一個為解決特定問題而形成的有機體融入於特定任務設備時，就應該把語言資訊視

保認知與行動緊密協調等三類（Zalta, 2015）。對於此不同於笛卡兒式認知處理假

設（認知過程完全發生在認知有機體的大腦中）的有力證明及應用，應屬機器人

（robotics）研究領域最具生產力（1990年代起便有相關研究出版，且近年快速增

加），研究者基於體現認知原理所建構的機器人能夠產生有趣的複雜行為，可證明若

缺乏表徵的豐富性時可獲得何種程度的研究結果。由於當研究者依據其構想組裝機器

人時，必然知道控制系統具備何種功能，意即對於特定行為的所有可能解釋是有限且

可列舉。

　　此外，Rowland（2010）認為當前認知科學研究中，接受非笛卡兒式的認知系

統運作架構除了體現性之外，另有嵌合性（Embedded）：不同意將大腦視為是認知

的中央處理器，反倒主張人類心智應置於環境脈絡下方能被正確理解；引動性（En-

acted）：強調人類認知的演化是為了提高生存率，因而能在某個情境中完成特定的

動作；延伸性（Extended）：主張人類的認知系統不只侷限於身體的內在處理機

制，存於個體外或環境中的資訊承載結構，也是延伸性認知架構的一部份。不僅如

此，Rowland更依據Shapiro提出的廣泛身體結構，認為體現認知可由以下三種方向

來解釋：

一、認識性（epistemic）

　　此觀點認為若無法完全瞭解認知處理過程所處之身體結構，則無法理解認知處理

的本質，例如我們若沒有將腦與耳相連、兩耳位置有一定距離、聲音到達兩耳時有時

間差，以及時間差提供了辨識聲源方向的資訊等納入考量，則我們無法理解人腦是如

何判定聲音方。當身體的構成發生變化，則認知系統的運作方式也會隨之改變。若某

人僅有一隻耳朵則無法提供聲音抵達雙耳時間差的資訊，則大腦將無法成功地辨識聲

源。

二、本體性（ontic）

　　此觀點強調認知處理過程依賴身體結構，認知過程被設計為僅與某結構連結或串

聯才能發揮作用，若沒有適當的結構，則有機體將無法達成往常的認知任務，或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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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現認知（embodied cognition）是近年認知科學最令人興奮的主張，由於許

多實驗結果皆指出，個人認知如何受到身體狀態的影響或誤導，或是人類心智內的認

知系統運作是建立在人類身體的物質基礎之上。例如我們常在與人交談時做出某些手

勢，這些手勢不僅促進溝通，也協助了語言處理；多半是行動引導（action-guid-

ing）的視覺，但身體的運動及其產生的回饋緊密地整合到一些視覺處理過程；鏡像

神經元（mirror neurons）不僅因個體的特定行動而活躍，也會因觀察他人的相同行

動而激發；記憶是可透過身體甚至是部分周遭環境來降低負載（off-load storage）

及簡化認知處理，以更有效地執行認知任務。這些實驗結果都指向人腦不是處理問題

時唯一可用的認知資源，我們的身體及外在環境感知所引導的行動，在完成目標的過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取代了以往認為重要之複雜的內部心智表徵。我們應將行為理解

成由散佈在腦、身體及環境中與特定任務有關之資源的即時互動，並透過我們的感知

系統（perceptual systems）聯結在一起。

　　一般而言，體現認知相關研究將身體的功能或角色假設為：1. 認知的限制（a 

constraint on cognition）：行動者的身體透過其認知系統限制了特定本質或內容的

表徵；2. 認知處理的分配者（a distributor for cognitive processing）：行動者的

身體進行神經元與非神經元結構之計算與表徵的工作分配；3. 認知活動的監管者（a 

regulator of cognitive activity）：行動者的身體監管認知活動的空間與時間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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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感知資訊相同。但即使如此，部分體現認知的狂熱研究者仍同意有「表徵缺乏」

的問題存在，如果沒有一些等同於傳統認知心理學的客體（object）或過程的概念，

此問題便無法輕易獲得解決，尤其是在語言領域。換言之，體現認知在語言處理領域

的應用仍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且是認知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

此視為一種因果關係（contingent claim）。

三、構成性（constitution or composition）

　　此觀點指出認知過程不僅限於大腦中的結構與操作實例，而是包含了更廣泛的身

體結構與過程。這些更廣泛的身體結構與部分組成過程是認知處理過程的組成成分，

此解釋直接且根本地挑戰了笛卡兒式的認知處理觀點。

　　Wilson與Golonka（2013）支持體現認知的觀點且進一步提出，若欲嚴謹地運

用體現認知的觀點則需要新的方法與理論，並提出四個關鍵步驟：步驟一是進行任務

分析，特色是由第一人稱「我」的觀點來描述感知-行動型的認知行動者（perceiv-

ing-acting cognitive agent）所遭遇的特定任務；步驟二是辨識行動者可取用的任

務相關資源，這些資源將有助於延展腦、身體與環境；步驟三是確定行動者如何將相

關資源組裝進用於解決手邊問題的系統中；最後一個步驟則是測試行動者的表現以確

認行動者實際上是運用步驟三中確定的解決方案。

　　語言是一種有趣的行為，具有一些特殊的屬性，與我們的其他行為同樣都是進化

的產物。Wilson與Golonka（2013）強調，若將感知-行動問題和語言問題視為同一

類事物，則上述方法便可用於語言領域。我們為了達成某些目標（指導或監管自身與

他人的行為）而建立語言資訊（語音或書面文本），創立語言資訊的動態系統需要聯

結發音器官與腦的動態，且二者都巢套（nested）於一個擁有其動態特性之社會性定

義語言環境。因此，語言動態是複雜的，並且是由多個聯結的動態系統來定義，但語

言資訊仍然是由與感知資訊相同的動態事件所構成。也就是說，語言與感知-行動並

無不同，而且都是關鍵的任務資源，並可將用於感知的分析方法直接用於語言分析。

　　然而，語言所涉及的動態複雜性顯然高出許多，但分析的基本型式可以保持不

變，語言資訊作為一種任務資源，將與感知資訊完全相同，且當我們試圖探討如何將

其一個為解決特定問題而形成的有機體融入於特定任務設備時，就應該把語言資訊視

保認知與行動緊密協調等三類（Zalta, 2015）。對於此不同於笛卡兒式認知處理假

設（認知過程完全發生在認知有機體的大腦中）的有力證明及應用，應屬機器人

（robotics）研究領域最具生產力（1990年代起便有相關研究出版，且近年快速增

加），研究者基於體現認知原理所建構的機器人能夠產生有趣的複雜行為，可證明若

缺乏表徵的豐富性時可獲得何種程度的研究結果。由於當研究者依據其構想組裝機器

人時，必然知道控制系統具備何種功能，意即對於特定行為的所有可能解釋是有限且

可列舉。

　　此外，Rowland（2010）認為當前認知科學研究中，接受非笛卡兒式的認知系

統運作架構除了體現性之外，另有嵌合性（Embedded）：不同意將大腦視為是認知

的中央處理器，反倒主張人類心智應置於環境脈絡下方能被正確理解；引動性（En-

acted）：強調人類認知的演化是為了提高生存率，因而能在某個情境中完成特定的

動作；延伸性（Extended）：主張人類的認知系統不只侷限於身體的內在處理機

制，存於個體外或環境中的資訊承載結構，也是延伸性認知架構的一部份。不僅如

此，Rowland更依據Shapiro提出的廣泛身體結構，認為體現認知可由以下三種方向

來解釋：

一、認識性（epistemic）

　　此觀點認為若無法完全瞭解認知處理過程所處之身體結構，則無法理解認知處理

的本質，例如我們若沒有將腦與耳相連、兩耳位置有一定距離、聲音到達兩耳時有時

間差，以及時間差提供了辨識聲源方向的資訊等納入考量，則我們無法理解人腦是如

何判定聲音方。當身體的構成發生變化，則認知系統的運作方式也會隨之改變。若某

人僅有一隻耳朵則無法提供聲音抵達雙耳時間差的資訊，則大腦將無法成功地辨識聲

源。

二、本體性（ontic）

　　此觀點強調認知處理過程依賴身體結構，認知過程被設計為僅與某結構連結或串

聯才能發揮作用，若沒有適當的結構，則有機體將無法達成往常的認知任務，或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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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現認知（embodied cognition）是近年認知科學最令人興奮的主張，由於許

多實驗結果皆指出，個人認知如何受到身體狀態的影響或誤導，或是人類心智內的認

知系統運作是建立在人類身體的物質基礎之上。例如我們常在與人交談時做出某些手

勢，這些手勢不僅促進溝通，也協助了語言處理；多半是行動引導（action-guid-

ing）的視覺，但身體的運動及其產生的回饋緊密地整合到一些視覺處理過程；鏡像

神經元（mirror neurons）不僅因個體的特定行動而活躍，也會因觀察他人的相同行

動而激發；記憶是可透過身體甚至是部分周遭環境來降低負載（off-load storage）

及簡化認知處理，以更有效地執行認知任務。這些實驗結果都指向人腦不是處理問題

時唯一可用的認知資源，我們的身體及外在環境感知所引導的行動，在完成目標的過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取代了以往認為重要之複雜的內部心智表徵。我們應將行為理解

成由散佈在腦、身體及環境中與特定任務有關之資源的即時互動，並透過我們的感知

系統（perceptual systems）聯結在一起。

　　一般而言，體現認知相關研究將身體的功能或角色假設為：1. 認知的限制（a 

constraint on cognition）：行動者的身體透過其認知系統限制了特定本質或內容的

表徵；2. 認知處理的分配者（a distributor for cognitive processing）：行動者的

身體進行神經元與非神經元結構之計算與表徵的工作分配；3. 認知活動的監管者（a 

regulator of cognitive activity）：行動者的身體監管認知活動的空間與時間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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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感知資訊相同。但即使如此，部分體現認知的狂熱研究者仍同意有「表徵缺乏」

的問題存在，如果沒有一些等同於傳統認知心理學的客體（object）或過程的概念，

此問題便無法輕易獲得解決，尤其是在語言領域。換言之，體現認知在語言處理領域

的應用仍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且是認知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

此視為一種因果關係（contingent claim）。

三、構成性（constitution or composition）

　　此觀點指出認知過程不僅限於大腦中的結構與操作實例，而是包含了更廣泛的身

體結構與過程。這些更廣泛的身體結構與部分組成過程是認知處理過程的組成成分，

此解釋直接且根本地挑戰了笛卡兒式的認知處理觀點。

　　Wilson與Golonka（2013）支持體現認知的觀點且進一步提出，若欲嚴謹地運

用體現認知的觀點則需要新的方法與理論，並提出四個關鍵步驟：步驟一是進行任務

分析，特色是由第一人稱「我」的觀點來描述感知-行動型的認知行動者（perceiv-

ing-acting cognitive agent）所遭遇的特定任務；步驟二是辨識行動者可取用的任

務相關資源，這些資源將有助於延展腦、身體與環境；步驟三是確定行動者如何將相

關資源組裝進用於解決手邊問題的系統中；最後一個步驟則是測試行動者的表現以確

認行動者實際上是運用步驟三中確定的解決方案。

　　語言是一種有趣的行為，具有一些特殊的屬性，與我們的其他行為同樣都是進化

的產物。Wilson與Golonka（2013）強調，若將感知-行動問題和語言問題視為同一

類事物，則上述方法便可用於語言領域。我們為了達成某些目標（指導或監管自身與

他人的行為）而建立語言資訊（語音或書面文本），創立語言資訊的動態系統需要聯

結發音器官與腦的動態，且二者都巢套（nested）於一個擁有其動態特性之社會性定

義語言環境。因此，語言動態是複雜的，並且是由多個聯結的動態系統來定義，但語

言資訊仍然是由與感知資訊相同的動態事件所構成。也就是說，語言與感知-行動並

無不同，而且都是關鍵的任務資源，並可將用於感知的分析方法直接用於語言分析。

　　然而，語言所涉及的動態複雜性顯然高出許多，但分析的基本型式可以保持不

變，語言資訊作為一種任務資源，將與感知資訊完全相同，且當我們試圖探討如何將

其一個為解決特定問題而形成的有機體融入於特定任務設備時，就應該把語言資訊視

保認知與行動緊密協調等三類（Zalta, 2015）。對於此不同於笛卡兒式認知處理假

設（認知過程完全發生在認知有機體的大腦中）的有力證明及應用，應屬機器人

（robotics）研究領域最具生產力（1990年代起便有相關研究出版，且近年快速增

加），研究者基於體現認知原理所建構的機器人能夠產生有趣的複雜行為，可證明若

缺乏表徵的豐富性時可獲得何種程度的研究結果。由於當研究者依據其構想組裝機器

人時，必然知道控制系統具備何種功能，意即對於特定行為的所有可能解釋是有限且

可列舉。

　　此外，Rowland（2010）認為當前認知科學研究中，接受非笛卡兒式的認知系

統運作架構除了體現性之外，另有嵌合性（Embedded）：不同意將大腦視為是認知

的中央處理器，反倒主張人類心智應置於環境脈絡下方能被正確理解；引動性（En-

acted）：強調人類認知的演化是為了提高生存率，因而能在某個情境中完成特定的

動作；延伸性（Extended）：主張人類的認知系統不只侷限於身體的內在處理機

制，存於個體外或環境中的資訊承載結構，也是延伸性認知架構的一部份。不僅如

此，Rowland更依據Shapiro提出的廣泛身體結構，認為體現認知可由以下三種方向

來解釋：

一、認識性（epistemic）

　　此觀點認為若無法完全瞭解認知處理過程所處之身體結構，則無法理解認知處理

的本質，例如我們若沒有將腦與耳相連、兩耳位置有一定距離、聲音到達兩耳時有時

間差，以及時間差提供了辨識聲源方向的資訊等納入考量，則我們無法理解人腦是如

何判定聲音方。當身體的構成發生變化，則認知系統的運作方式也會隨之改變。若某

人僅有一隻耳朵則無法提供聲音抵達雙耳時間差的資訊，則大腦將無法成功地辨識聲

源。

二、本體性（ontic）

　　此觀點強調認知處理過程依賴身體結構，認知過程被設計為僅與某結構連結或串

聯才能發揮作用，若沒有適當的結構，則有機體將無法達成往常的認知任務，或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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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月至8月業務行事曆

　　7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108年7月1日至108年7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108年7月1日至108年7月31日

　　8月

　　 補助學術研究網站：108年8月1日至108年8月31日

　　 補助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108年8月1日至108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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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心電子通訊 
NEWSLETTER No. 17

發行者：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發行人：曾嬿芬

責任編輯：李宛芝

美術設計：蔡乙佳

發刊日期：2019年6月

地址：10093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97號9樓

電話：+886-2-23511099

傳真：+886-2-23511090

意見信箱：ntucahss@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