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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people

境外學人專訪：
邱筱喬博士談人類學中的婚姻觀察
採訪／李宛芝、林威辰　撰文／李宛芝

　　邱筱喬博士為2020年5月來訪中心的境外訪問學人。邱博士於2017年自英國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An Island of the Floating 

World: Kinship, Rituals, and Political-economic Change in Post-Cold War 

Jinmen」。取得博士學位後，邱博士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

社會人類學系，參與由Janet Carsten教授所帶領的大型研究計畫「A Global An-

thropology of Transforming Marriage（AGATM）」，並執行個人的子計劃。此

次特別邀請邱博士分享本次來訪中心所進行的研究工作。

加入AGATM計畫的契機與研究開展

　　邱博士結束在金門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於2015年初回到英國開始撰寫博士論

文時，恰逢指導教授引介了Janet Carsten教授，針對AGATM的研究提案，詢問邱

博士的參與意願與研究構想。Janet Carsten教授當時準備申請歐洲研究協會（Euro-

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的大型研究資助方案Horizon 2020，此方案可提供

相對長期的研究時間與優渥經費，以AGATM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而言，每人有3年

的時間進行自己的研究，包含1年的田野調查。AGATM 計畫的構想是針對當代婚姻

的變遷，從一個全球的、以及人類學的視角來進行探討，並重思與發展人類學對於婚

姻的理論性討論。因此，計畫主持人Carsten教授當初在尋找合作的研究人員時，規

劃5位研究人員分別從事不同地理與文化區域的研究，並在Carsten教授個人之外，

另尋4位論文主題涉及人類學親屬研究的博士畢業生。最後參與AGATM計畫的5位研

究人員，研究地點跨越全球5個族群、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區域。Carsten

教授本身的研究地點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其他4位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地點分別在美

國的維吉尼亞、非洲的波札那（Botswana）、希臘的雅典，與臺灣的金門。

　　當時邱博士雖然剛結束在金門的田野調查，還在思考與發展博士論文的理論與分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析架構，但已經確定其論文將從金門當地鮮明、且具有力量的親屬團體－也就是父系

宗族－來探討金門在冷戰與後冷戰脈絡下的社會文化持續與變遷。邱博士根據自己在

金門的田野調查經驗與資料，以及金門與臺灣、中國各自特殊的政治與歷史連結，就

Carsten教授的邀約提出一些研究問題的構想，主要是探究中國與臺灣在1949年之後

不同的政治經濟軌跡下，婚姻在兩地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如何從這些變化中看

到個人與家庭的生命經驗與更廣泛的政經變遷之間的扣連。Carsten教授與邱博士針

對後者的研究構想進行一番討論後，將其整合進AGATM的研究計畫提案之中，於

2016年確定獲得ERC的研究資助。邱博士遂於2017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同年4月正

式加入AGATM計畫團隊。

　　AGATM計畫之所以以婚姻作為研究主題、同時也是一個研究視角（research 

lens），有兩個主要動機：首先是婚姻制度本身在人類學中已經很久沒有跨文化的、

理論性的討論。李維史陀的聯姻理論（alliance theory）是早期人類學關於婚姻的

一個重要理論，主張婚姻是不同的團體之間所進行的女性的交換，使得社會得以形成

與延續。儘管李維史陀的理論仍深具啟發性，卻對於理解二十世紀末葉以來，發生於

世界各地的在親屬與婚姻實踐上的顯著變化，例如晚婚與不婚情況的攀升、離婚率與

單親家庭的增加、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新型態的親密關係與家庭組成的出現等等，有

很大的限制。再者，雖然1990年以來，有許多人類學研究呼應社會學者Giddens對於

現代性與親密關係的討論，探討全球化、親密性、與跨國婚姻之間的關聯，這些研究

卻對於早期人類學的婚姻研究、以及同時間發展的新親屬研究（new kinship stud-

ies，Carsten教授是引領新親屬研究的其中一位重要學者）沒什麼著墨，而沒有考慮

親屬在這種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與實踐中的角色與作用，因此傾向於強調「傳統」與

「現代」婚姻型態的根本決裂。因此，AGATM計畫有兩個主要的研究目標：首先是

以婚姻為主題，根據在5個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地區所進行長期的民族誌田野

調查，以所蒐集到的經驗資料為基礎，來試圖建立一個跨文化的、比較的觀點。其次

是發展一個新的理論視野，以理解婚姻內含的變化的（transformative）的特質，以

及這個特質與廣泛的社會變遷之間的接合。

　　根據上述AGATM計畫的整體研究構想，邱博士個人的子計畫原本預定是在金門

與中國的廈門兩地進行田野調查，並以金門為主要根據地，利用小三通之便，安排到

廈門進行數次短期的研究調查。不過在2017年夏天正式於金門展開田野調查後，幾

次到廈門的踩點卻不是很順利，主要是因為研究的內容涉及到私人生活與親密關係，

不容易在沒有人脈的廈門找到願意參與研究的對象，因此仍以金門做為主要田野調查

地點。儘管如此，金門亦是有其優勢，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與金門解嚴之後，隨著

兩岸關係趨於和緩，金門的居民以個人或宗族的身份，開始與在廈門與福建沿海一帶

的親友重新聯繫起來，並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例如金門的宗親協助中國的宗親重建

宗祠與祭祖儀式（這些在1949年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摧毀殆盡）、小型

非正式的貿易、金門居民在中國親友介紹下到中國投資置產，以及隨著這些交流所促

成的許多兩岸婚姻。邱博士在金門田調期間，便訪談了許多這些兩岸婚姻的中國籍配

偶、以及他們的金門籍配偶和姻親，並透過這些管道拜訪了他們在金門對岸的大嶝島

的親人。這些訪談與實地訪問也幫助邱博士去思考，如何從這種新型態的婚姻來觀看

金門、中國與臺灣之間的歷史糾葛與地緣政治，並進一步討論婚姻或私人生活的政治

意義。

橫跨百年的婚姻轉變

　　邱博士在金門的研究，主要是透過訪談不同世代的人的婚姻故事，蒐集受訪者的

個人生命史與家庭故事，來釐清個人生命經驗與更廣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之間的扣連。

也因為受訪者跨越不同年齡層，涵蓋年代從1920年代至今，因此邱博士大致將研究

的時間跨度分成三個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來討論。

　　第一階段主要是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金門在很早以前就參與到全

球性的商業網絡與人口移動之中，這與西方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擴張密切相關。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其中一個港口為廈門，而廈門

與金門近在咫尺，金門居民原本便常常驅船前往廈門購物或進行貿易。當時東南亞的

新加坡跟印尼為英國、荷蘭的殖民地，西方帝國將殖民地資源運回歐洲或世界各地進

行貿易，為此，需要許多的勞力在碼頭搬貨、運送等。當時福建沿海一帶，包括金

門，許多生活困苦的男性農民選擇或被騙上船，前往東南亞成為苦力，將辛苦賺到的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錢設法匯回老家，形成僑匯經濟。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廣西一帶，都因

類似的脈絡，出現大量男性外流到世界各地，如美國西部、加拿大、印度、和東南

亞，作為勞工賺取僑匯的現象。

　　但這些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勞工，其家鄉或稱為「僑鄉」（例如金門）很多

都是父系宗族意識與結構強韌的聚居社群，有很深的傳宗接代與根留家鄉的傳統觀

念，這影響到這些男性移工的婚姻安排。以金門來說，許多遠渡重洋到東南亞工作的

勞工，一方面是從小養成的價值觀使然，一方面則是家庭壓力，還是會回到家鄉娶妻

或生子後，再外出工作，造成妻子守活寡的情況。在這個脈絡下，童養媳、或是奉父

母之命成婚的情況比比皆是。不過留在僑鄉的人們對於僑匯經濟的依賴、與對於男性

移工或歸僑的經濟能力的過度想像，也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當地的婚姻市場，造成許

多父母想要將女兒嫁給移工或歸僑的情況，甚至是要求高額的聘金。因此，儘管在婚

姻形式上看似遵循傳統，新的政經脈絡實際上塑造了新的說媒的標準，也影響到婚後

生活的實際安排，並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對於女性的壓迫。

　　第二階段為1949年到1992年金門解嚴為止，放在全球脈絡下，是二戰之後的冷

戰時期。國共內戰之後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與共軍於金門的一戰中取得難得

的勝利，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守住了金門也就是守住了臺灣。金門因此在1949年之

後進入一個準軍事管制的狀態，國民黨政府於1956年所設立的戰地政務體制，正式

將金門納入軍事管制之下，直到1992年金門解嚴，當地人稱此時期為「軍管時

期」。做為戰地的金門，迎來大量從大陸撤退、和從臺灣派來的軍人（當然主要是男

性）。在國共軍事對峙最嚴重的1950和60年代，金門的駐軍最多高達10萬人，是當

地居民的2倍。

　　面向這些長駐或短駐在金門的大量阿兵哥，金門當地人看到了做生意的機會，例

如有人種蔬菜賣給軍隊。當時很多家庭中的已婚婦女，開始到附近的營區收阿兵哥的

制服來洗或修補，一步步累積資本，然後擴大生意範圍，開始經營小吃點、冰果室等

等，由自己的女兒或聘來的年輕女性當店員。在此之前，金門宗族社會的父權思想深

刻影響性別分際，邱博士所訪談的現在70歲以上的女性，多為奉父母之命結婚，即便

是一般農家，也都謹守男女分際，這些女性常常說自己婚前都沒跟陌生男人講過話。

但在軍管時期，因阿兵哥生意的關係，很多年輕女性開始與陌生男性接觸，也許做生

意賺錢養家的能力為她們增添了自信，許多女性勇敢地、自主地決定和喜歡的阿兵哥

結婚，或是後來到臺灣追逐自己的夢想與生活。但同時間，也有許多女性還是遵從父

母的安排，與當地的男性結婚，成為家庭主婦。邱博士透過搜集這些女性的不同的婚

姻故事，來討論軍管時期的特殊政治經濟脈絡、父權結構下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性

和原生家庭之間的紐帶之間複雜的關係。

　　第三階段金門解嚴之後至今。整體而言，當代金門的婚姻狀況與臺灣本島沒有太

大的差別，不過在同樣的現象背後，還是有當地特殊脈絡下所形成的特徵。以兩岸婚

姻為例，金門的中國籍配偶佔所有外籍配偶的比例超過80%，遠多過於臺灣本島的情

況。而且在臺灣，有許多兩岸和跨國婚姻是由商業化的婚姻仲介來安排，但在金門則

偏向非正式的網絡，也就是親友或生意夥伴的相互介紹。由於婚姻常常是建立在這種

非正式的社交網絡之上，婚姻的締結同時也加深或鞏固了這種社交網絡，在相當程度

上推進了金門居民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與親屬連結，使得金門整體對於中國有複雜的經

濟需求與仰賴。

　　又例如推遲結婚的現象，金門與臺灣本島的趨勢大致相同。但邱博士透過訪問一

些留在金門、30歲到40歲初頭之間目前未婚的年輕人，試圖釐清這些年輕人之所以

還沒結婚的原因（受訪者大多不排斥未來有一天會結婚）裡面，是否有哪些當地特

色，以及又有哪些特徵是可以呼應到臺灣本島、東亞社會、甚至是全球的現象。不難

想像，金門至今仍相當緊密的親屬社群，對於這些留在家鄉的年輕人產生了很大的壓

力，不僅在異性交往上造成一些困擾，也總是要面對逼婚或介紹對象的問題。不過大

部分女性與男性受訪者，並沒有主動提到自己推遲結婚的理由是因為對父權結構的厭

惡或反抗，而是進入一個反思的過程，從個人的生命軌跡，來思考原生家庭或是過去

的感情經驗如何影響或形塑自己現在的生活樣態。邱博士認為民族誌的質性方法的優

勢正是在於可以呈現這個反思的過程，並從中看到受訪者對於生活和未來的想像與具

體實踐，如何連結到更廣泛的社會變遷，甚至是成為一個促進社會變遷的轉變的力

量。

英國與臺灣學界觀察

　　邱博士提到，回應近年來ERC等研究資助機構對於研究成果的公開分享與知識

交流的高度重視，AGATM計畫包含了各種呈現與分享研究成果的規劃，包括團隊成

員個別或集體參與其他單位舉辦的研討會或工作坊，以及由AGATM團隊主辦，在英

國愛丁堡舉行的一個小型研討會和一個小型展覽等。這個由AGATM團隊策劃的小型

展覽，其展示物件是團隊成員在田野調查期間搜集而來的、與婚禮有關的物件，透過

主題的設計，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英國民眾介紹不同的文化裡面，婚禮的象徵與社會

意義，婚禮物件的變化如何說明了社會變遷，也可以透過五個不同文化的婚禮物件的

比較，看到文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AGATM團隊也為這個展覽架設了一個網頁

（https://anthropology-of-weddings.org.uk），提升研究成果分享的公共近用管

道。

　　從臺灣到英國，再從英國回臺灣。邱博士認為英國與臺灣人類學發展的差異，主

要來自於發展傳統的不同。英國人類學的初期發展與對於殖民地管理的需求密切相

關，而臺灣則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時候，由殖民者帶入人類學在臺灣的種子。這個不

同的脈絡、以及某種不成文的學術內規，影響到人類學這個學科在兩地的長期發展。

例如在英國的許多人類學者（無論是英國人或外國人），是以英國的前殖民地的一些

非洲國家和印度，作為主要民族誌區域。而臺灣出身的人類學者，大多從事臺灣本土

或自身文化的研究，並分為臺灣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不過近年許多臺灣學者開展

了海外的研究，不再局限於「研究自己的文化」。即便是研究自己的國家與文化，臺

灣人類學者也能呼應新的研究趨勢，與世界同步的開展新的研究，例如對於跨國移工

與家庭、氣候變遷、多物種民族誌等主題的研究。

　　除了人類學學科發展外，邱博士亦分享在英國的學界現況。在英國完成博士學業

後，有相對豐富的來自英國或歐洲的研究資源，讓剛取得博士學位、尚未取得任何學

術職位的青年學者，可以獨立申請研究計畫。但臺灣目前這樣的資源相對缺乏，使得

許多剛畢業的博士即便想回臺灣貢獻，也沒有一展長才的機會。不過邱博士也注意到

近年開始出現招攬年輕學者回臺灣服務或進行交流的方案，人社中心所提供的境外學

人訪問便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在國外服務的臺灣學者也有機會回臺交流。因此，邱

博士很感謝中心提供的相關資源，例如圖書館資源的使用，讓她可以在訪問期間完成

研究寫作所需的中文檔案資料及相關文獻的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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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邱筱喬博士為2020年5月來訪中心的境外訪問學人。邱博士於2017年自英國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An Island of the Floating 

World: Kinship, Rituals, and Political-economic Change in Post-Cold War 

Jinmen」。取得博士學位後，邱博士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

社會人類學系，參與由Janet Carsten教授所帶領的大型研究計畫「A Global An-

thropology of Transforming Marriage（AGATM）」，並執行個人的子計劃。此

次特別邀請邱博士分享本次來訪中心所進行的研究工作。

加入AGATM計畫的契機與研究開展

　　邱博士結束在金門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於2015年初回到英國開始撰寫博士論

文時，恰逢指導教授引介了Janet Carsten教授，針對AGATM的研究提案，詢問邱

博士的參與意願與研究構想。Janet Carsten教授當時準備申請歐洲研究協會（Euro-

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的大型研究資助方案Horizon 2020，此方案可提供

相對長期的研究時間與優渥經費，以AGATM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而言，每人有3年

的時間進行自己的研究，包含1年的田野調查。AGATM 計畫的構想是針對當代婚姻

的變遷，從一個全球的、以及人類學的視角來進行探討，並重思與發展人類學對於婚

姻的理論性討論。因此，計畫主持人Carsten教授當初在尋找合作的研究人員時，規

劃5位研究人員分別從事不同地理與文化區域的研究，並在Carsten教授個人之外，

另尋4位論文主題涉及人類學親屬研究的博士畢業生。最後參與AGATM計畫的5位研

究人員，研究地點跨越全球5個族群、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區域。Carsten

教授本身的研究地點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其他4位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地點分別在美

國的維吉尼亞、非洲的波札那（Botswana）、希臘的雅典，與臺灣的金門。

　　當時邱博士雖然剛結束在金門的田野調查，還在思考與發展博士論文的理論與分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析架構，但已經確定其論文將從金門當地鮮明、且具有力量的親屬團體－也就是父系

宗族－來探討金門在冷戰與後冷戰脈絡下的社會文化持續與變遷。邱博士根據自己在

金門的田野調查經驗與資料，以及金門與臺灣、中國各自特殊的政治與歷史連結，就

Carsten教授的邀約提出一些研究問題的構想，主要是探究中國與臺灣在1949年之後

不同的政治經濟軌跡下，婚姻在兩地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如何從這些變化中看

到個人與家庭的生命經驗與更廣泛的政經變遷之間的扣連。Carsten教授與邱博士針

對後者的研究構想進行一番討論後，將其整合進AGATM的研究計畫提案之中，於

2016年確定獲得ERC的研究資助。邱博士遂於2017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同年4月正

式加入AGATM計畫團隊。

　　AGATM計畫之所以以婚姻作為研究主題、同時也是一個研究視角（research 

lens），有兩個主要動機：首先是婚姻制度本身在人類學中已經很久沒有跨文化的、

理論性的討論。李維史陀的聯姻理論（alliance theory）是早期人類學關於婚姻的

一個重要理論，主張婚姻是不同的團體之間所進行的女性的交換，使得社會得以形成

與延續。儘管李維史陀的理論仍深具啟發性，卻對於理解二十世紀末葉以來，發生於

世界各地的在親屬與婚姻實踐上的顯著變化，例如晚婚與不婚情況的攀升、離婚率與

單親家庭的增加、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新型態的親密關係與家庭組成的出現等等，有

很大的限制。再者，雖然1990年以來，有許多人類學研究呼應社會學者Giddens對於

現代性與親密關係的討論，探討全球化、親密性、與跨國婚姻之間的關聯，這些研究

卻對於早期人類學的婚姻研究、以及同時間發展的新親屬研究（new kinship stud-

ies，Carsten教授是引領新親屬研究的其中一位重要學者）沒什麼著墨，而沒有考慮

親屬在這種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與實踐中的角色與作用，因此傾向於強調「傳統」與

「現代」婚姻型態的根本決裂。因此，AGATM計畫有兩個主要的研究目標：首先是

以婚姻為主題，根據在5個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地區所進行長期的民族誌田野

調查，以所蒐集到的經驗資料為基礎，來試圖建立一個跨文化的、比較的觀點。其次

是發展一個新的理論視野，以理解婚姻內含的變化的（transformative）的特質，以

及這個特質與廣泛的社會變遷之間的接合。

　　根據上述AGATM計畫的整體研究構想，邱博士個人的子計畫原本預定是在金門

與中國的廈門兩地進行田野調查，並以金門為主要根據地，利用小三通之便，安排到

廈門進行數次短期的研究調查。不過在2017年夏天正式於金門展開田野調查後，幾

次到廈門的踩點卻不是很順利，主要是因為研究的內容涉及到私人生活與親密關係，

不容易在沒有人脈的廈門找到願意參與研究的對象，因此仍以金門做為主要田野調查

地點。儘管如此，金門亦是有其優勢，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與金門解嚴之後，隨著

兩岸關係趨於和緩，金門的居民以個人或宗族的身份，開始與在廈門與福建沿海一帶

的親友重新聯繫起來，並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例如金門的宗親協助中國的宗親重建

宗祠與祭祖儀式（這些在1949年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摧毀殆盡）、小型

非正式的貿易、金門居民在中國親友介紹下到中國投資置產，以及隨著這些交流所促

成的許多兩岸婚姻。邱博士在金門田調期間，便訪談了許多這些兩岸婚姻的中國籍配

偶、以及他們的金門籍配偶和姻親，並透過這些管道拜訪了他們在金門對岸的大嶝島

的親人。這些訪談與實地訪問也幫助邱博士去思考，如何從這種新型態的婚姻來觀看

金門、中國與臺灣之間的歷史糾葛與地緣政治，並進一步討論婚姻或私人生活的政治

意義。

橫跨百年的婚姻轉變

　　邱博士在金門的研究，主要是透過訪談不同世代的人的婚姻故事，蒐集受訪者的

個人生命史與家庭故事，來釐清個人生命經驗與更廣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之間的扣連。

也因為受訪者跨越不同年齡層，涵蓋年代從1920年代至今，因此邱博士大致將研究

的時間跨度分成三個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來討論。

　　第一階段主要是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金門在很早以前就參與到全

球性的商業網絡與人口移動之中，這與西方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擴張密切相關。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其中一個港口為廈門，而廈門

與金門近在咫尺，金門居民原本便常常驅船前往廈門購物或進行貿易。當時東南亞的

新加坡跟印尼為英國、荷蘭的殖民地，西方帝國將殖民地資源運回歐洲或世界各地進

行貿易，為此，需要許多的勞力在碼頭搬貨、運送等。當時福建沿海一帶，包括金

門，許多生活困苦的男性農民選擇或被騙上船，前往東南亞成為苦力，將辛苦賺到的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錢設法匯回老家，形成僑匯經濟。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廣西一帶，都因

類似的脈絡，出現大量男性外流到世界各地，如美國西部、加拿大、印度、和東南

亞，作為勞工賺取僑匯的現象。

　　但這些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勞工，其家鄉或稱為「僑鄉」（例如金門）很多

都是父系宗族意識與結構強韌的聚居社群，有很深的傳宗接代與根留家鄉的傳統觀

念，這影響到這些男性移工的婚姻安排。以金門來說，許多遠渡重洋到東南亞工作的

勞工，一方面是從小養成的價值觀使然，一方面則是家庭壓力，還是會回到家鄉娶妻

或生子後，再外出工作，造成妻子守活寡的情況。在這個脈絡下，童養媳、或是奉父

母之命成婚的情況比比皆是。不過留在僑鄉的人們對於僑匯經濟的依賴、與對於男性

移工或歸僑的經濟能力的過度想像，也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當地的婚姻市場，造成許

多父母想要將女兒嫁給移工或歸僑的情況，甚至是要求高額的聘金。因此，儘管在婚

姻形式上看似遵循傳統，新的政經脈絡實際上塑造了新的說媒的標準，也影響到婚後

生活的實際安排，並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對於女性的壓迫。

　　第二階段為1949年到1992年金門解嚴為止，放在全球脈絡下，是二戰之後的冷

戰時期。國共內戰之後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與共軍於金門的一戰中取得難得

的勝利，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守住了金門也就是守住了臺灣。金門因此在1949年之

後進入一個準軍事管制的狀態，國民黨政府於1956年所設立的戰地政務體制，正式

將金門納入軍事管制之下，直到1992年金門解嚴，當地人稱此時期為「軍管時

期」。做為戰地的金門，迎來大量從大陸撤退、和從臺灣派來的軍人（當然主要是男

性）。在國共軍事對峙最嚴重的1950和60年代，金門的駐軍最多高達10萬人，是當

地居民的2倍。

　　面向這些長駐或短駐在金門的大量阿兵哥，金門當地人看到了做生意的機會，例

如有人種蔬菜賣給軍隊。當時很多家庭中的已婚婦女，開始到附近的營區收阿兵哥的

制服來洗或修補，一步步累積資本，然後擴大生意範圍，開始經營小吃點、冰果室等

等，由自己的女兒或聘來的年輕女性當店員。在此之前，金門宗族社會的父權思想深

刻影響性別分際，邱博士所訪談的現在70歲以上的女性，多為奉父母之命結婚，即便

是一般農家，也都謹守男女分際，這些女性常常說自己婚前都沒跟陌生男人講過話。

但在軍管時期，因阿兵哥生意的關係，很多年輕女性開始與陌生男性接觸，也許做生

意賺錢養家的能力為她們增添了自信，許多女性勇敢地、自主地決定和喜歡的阿兵哥

結婚，或是後來到臺灣追逐自己的夢想與生活。但同時間，也有許多女性還是遵從父

母的安排，與當地的男性結婚，成為家庭主婦。邱博士透過搜集這些女性的不同的婚

姻故事，來討論軍管時期的特殊政治經濟脈絡、父權結構下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性

和原生家庭之間的紐帶之間複雜的關係。

　　第三階段金門解嚴之後至今。整體而言，當代金門的婚姻狀況與臺灣本島沒有太

大的差別，不過在同樣的現象背後，還是有當地特殊脈絡下所形成的特徵。以兩岸婚

姻為例，金門的中國籍配偶佔所有外籍配偶的比例超過80%，遠多過於臺灣本島的情

況。而且在臺灣，有許多兩岸和跨國婚姻是由商業化的婚姻仲介來安排，但在金門則

偏向非正式的網絡，也就是親友或生意夥伴的相互介紹。由於婚姻常常是建立在這種

非正式的社交網絡之上，婚姻的締結同時也加深或鞏固了這種社交網絡，在相當程度

上推進了金門居民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與親屬連結，使得金門整體對於中國有複雜的經

濟需求與仰賴。

　　又例如推遲結婚的現象，金門與臺灣本島的趨勢大致相同。但邱博士透過訪問一

些留在金門、30歲到40歲初頭之間目前未婚的年輕人，試圖釐清這些年輕人之所以

還沒結婚的原因（受訪者大多不排斥未來有一天會結婚）裡面，是否有哪些當地特

色，以及又有哪些特徵是可以呼應到臺灣本島、東亞社會、甚至是全球的現象。不難

想像，金門至今仍相當緊密的親屬社群，對於這些留在家鄉的年輕人產生了很大的壓

力，不僅在異性交往上造成一些困擾，也總是要面對逼婚或介紹對象的問題。不過大

部分女性與男性受訪者，並沒有主動提到自己推遲結婚的理由是因為對父權結構的厭

惡或反抗，而是進入一個反思的過程，從個人的生命軌跡，來思考原生家庭或是過去

的感情經驗如何影響或形塑自己現在的生活樣態。邱博士認為民族誌的質性方法的優

勢正是在於可以呈現這個反思的過程，並從中看到受訪者對於生活和未來的想像與具

體實踐，如何連結到更廣泛的社會變遷，甚至是成為一個促進社會變遷的轉變的力

量。

英國與臺灣學界觀察

　　邱博士提到，回應近年來ERC等研究資助機構對於研究成果的公開分享與知識

交流的高度重視，AGATM計畫包含了各種呈現與分享研究成果的規劃，包括團隊成

員個別或集體參與其他單位舉辦的研討會或工作坊，以及由AGATM團隊主辦，在英

國愛丁堡舉行的一個小型研討會和一個小型展覽等。這個由AGATM團隊策劃的小型

展覽，其展示物件是團隊成員在田野調查期間搜集而來的、與婚禮有關的物件，透過

主題的設計，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英國民眾介紹不同的文化裡面，婚禮的象徵與社會

意義，婚禮物件的變化如何說明了社會變遷，也可以透過五個不同文化的婚禮物件的

比較，看到文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AGATM團隊也為這個展覽架設了一個網頁

（https://anthropology-of-weddings.org.uk），提升研究成果分享的公共近用管

道。

　　從臺灣到英國，再從英國回臺灣。邱博士認為英國與臺灣人類學發展的差異，主

要來自於發展傳統的不同。英國人類學的初期發展與對於殖民地管理的需求密切相

關，而臺灣則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時候，由殖民者帶入人類學在臺灣的種子。這個不

同的脈絡、以及某種不成文的學術內規，影響到人類學這個學科在兩地的長期發展。

例如在英國的許多人類學者（無論是英國人或外國人），是以英國的前殖民地的一些

非洲國家和印度，作為主要民族誌區域。而臺灣出身的人類學者，大多從事臺灣本土

或自身文化的研究，並分為臺灣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不過近年許多臺灣學者開展

了海外的研究，不再局限於「研究自己的文化」。即便是研究自己的國家與文化，臺

灣人類學者也能呼應新的研究趨勢，與世界同步的開展新的研究，例如對於跨國移工

與家庭、氣候變遷、多物種民族誌等主題的研究。

　　除了人類學學科發展外，邱博士亦分享在英國的學界現況。在英國完成博士學業

後，有相對豐富的來自英國或歐洲的研究資源，讓剛取得博士學位、尚未取得任何學

術職位的青年學者，可以獨立申請研究計畫。但臺灣目前這樣的資源相對缺乏，使得

許多剛畢業的博士即便想回臺灣貢獻，也沒有一展長才的機會。不過邱博士也注意到

近年開始出現招攬年輕學者回臺灣服務或進行交流的方案，人社中心所提供的境外學

人訪問便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在國外服務的臺灣學者也有機會回臺交流。因此，邱

博士很感謝中心提供的相關資源，例如圖書館資源的使用，讓她可以在訪問期間完成

研究寫作所需的中文檔案資料及相關文獻的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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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people

　　邱筱喬博士為2020年5月來訪中心的境外訪問學人。邱博士於2017年自英國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An Island of the Floating 

World: Kinship, Rituals, and Political-economic Change in Post-Cold War 

Jinmen」。取得博士學位後，邱博士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

社會人類學系，參與由Janet Carsten教授所帶領的大型研究計畫「A Global An-

thropology of Transforming Marriage（AGATM）」，並執行個人的子計劃。此

次特別邀請邱博士分享本次來訪中心所進行的研究工作。

加入AGATM計畫的契機與研究開展

　　邱博士結束在金門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於2015年初回到英國開始撰寫博士論

文時，恰逢指導教授引介了Janet Carsten教授，針對AGATM的研究提案，詢問邱

博士的參與意願與研究構想。Janet Carsten教授當時準備申請歐洲研究協會（Euro-

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的大型研究資助方案Horizon 2020，此方案可提供

相對長期的研究時間與優渥經費，以AGATM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而言，每人有3年

的時間進行自己的研究，包含1年的田野調查。AGATM 計畫的構想是針對當代婚姻

的變遷，從一個全球的、以及人類學的視角來進行探討，並重思與發展人類學對於婚

姻的理論性討論。因此，計畫主持人Carsten教授當初在尋找合作的研究人員時，規

劃5位研究人員分別從事不同地理與文化區域的研究，並在Carsten教授個人之外，

另尋4位論文主題涉及人類學親屬研究的博士畢業生。最後參與AGATM計畫的5位研

究人員，研究地點跨越全球5個族群、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區域。Carsten

教授本身的研究地點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其他4位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地點分別在美

國的維吉尼亞、非洲的波札那（Botswana）、希臘的雅典，與臺灣的金門。

　　當時邱博士雖然剛結束在金門的田野調查，還在思考與發展博士論文的理論與分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析架構，但已經確定其論文將從金門當地鮮明、且具有力量的親屬團體－也就是父系

宗族－來探討金門在冷戰與後冷戰脈絡下的社會文化持續與變遷。邱博士根據自己在

金門的田野調查經驗與資料，以及金門與臺灣、中國各自特殊的政治與歷史連結，就

Carsten教授的邀約提出一些研究問題的構想，主要是探究中國與臺灣在1949年之後

不同的政治經濟軌跡下，婚姻在兩地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如何從這些變化中看

到個人與家庭的生命經驗與更廣泛的政經變遷之間的扣連。Carsten教授與邱博士針

對後者的研究構想進行一番討論後，將其整合進AGATM的研究計畫提案之中，於

2016年確定獲得ERC的研究資助。邱博士遂於2017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同年4月正

式加入AGATM計畫團隊。

　　AGATM計畫之所以以婚姻作為研究主題、同時也是一個研究視角（research 

lens），有兩個主要動機：首先是婚姻制度本身在人類學中已經很久沒有跨文化的、

理論性的討論。李維史陀的聯姻理論（alliance theory）是早期人類學關於婚姻的

一個重要理論，主張婚姻是不同的團體之間所進行的女性的交換，使得社會得以形成

與延續。儘管李維史陀的理論仍深具啟發性，卻對於理解二十世紀末葉以來，發生於

世界各地的在親屬與婚姻實踐上的顯著變化，例如晚婚與不婚情況的攀升、離婚率與

單親家庭的增加、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新型態的親密關係與家庭組成的出現等等，有

很大的限制。再者，雖然1990年以來，有許多人類學研究呼應社會學者Giddens對於

現代性與親密關係的討論，探討全球化、親密性、與跨國婚姻之間的關聯，這些研究

卻對於早期人類學的婚姻研究、以及同時間發展的新親屬研究（new kinship stud-

ies，Carsten教授是引領新親屬研究的其中一位重要學者）沒什麼著墨，而沒有考慮

親屬在這種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與實踐中的角色與作用，因此傾向於強調「傳統」與

「現代」婚姻型態的根本決裂。因此，AGATM計畫有兩個主要的研究目標：首先是

以婚姻為主題，根據在5個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地區所進行長期的民族誌田野

調查，以所蒐集到的經驗資料為基礎，來試圖建立一個跨文化的、比較的觀點。其次

是發展一個新的理論視野，以理解婚姻內含的變化的（transformative）的特質，以

及這個特質與廣泛的社會變遷之間的接合。

　　根據上述AGATM計畫的整體研究構想，邱博士個人的子計畫原本預定是在金門

與中國的廈門兩地進行田野調查，並以金門為主要根據地，利用小三通之便，安排到

廈門進行數次短期的研究調查。不過在2017年夏天正式於金門展開田野調查後，幾

次到廈門的踩點卻不是很順利，主要是因為研究的內容涉及到私人生活與親密關係，

不容易在沒有人脈的廈門找到願意參與研究的對象，因此仍以金門做為主要田野調查

地點。儘管如此，金門亦是有其優勢，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與金門解嚴之後，隨著

兩岸關係趨於和緩，金門的居民以個人或宗族的身份，開始與在廈門與福建沿海一帶

的親友重新聯繫起來，並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例如金門的宗親協助中國的宗親重建

宗祠與祭祖儀式（這些在1949年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摧毀殆盡）、小型

非正式的貿易、金門居民在中國親友介紹下到中國投資置產，以及隨著這些交流所促

成的許多兩岸婚姻。邱博士在金門田調期間，便訪談了許多這些兩岸婚姻的中國籍配

偶、以及他們的金門籍配偶和姻親，並透過這些管道拜訪了他們在金門對岸的大嶝島

的親人。這些訪談與實地訪問也幫助邱博士去思考，如何從這種新型態的婚姻來觀看

金門、中國與臺灣之間的歷史糾葛與地緣政治，並進一步討論婚姻或私人生活的政治

意義。

橫跨百年的婚姻轉變

　　邱博士在金門的研究，主要是透過訪談不同世代的人的婚姻故事，蒐集受訪者的

個人生命史與家庭故事，來釐清個人生命經驗與更廣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之間的扣連。

也因為受訪者跨越不同年齡層，涵蓋年代從1920年代至今，因此邱博士大致將研究

的時間跨度分成三個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來討論。

　　第一階段主要是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金門在很早以前就參與到全

球性的商業網絡與人口移動之中，這與西方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擴張密切相關。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其中一個港口為廈門，而廈門

與金門近在咫尺，金門居民原本便常常驅船前往廈門購物或進行貿易。當時東南亞的

新加坡跟印尼為英國、荷蘭的殖民地，西方帝國將殖民地資源運回歐洲或世界各地進

行貿易，為此，需要許多的勞力在碼頭搬貨、運送等。當時福建沿海一帶，包括金

門，許多生活困苦的男性農民選擇或被騙上船，前往東南亞成為苦力，將辛苦賺到的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錢設法匯回老家，形成僑匯經濟。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廣西一帶，都因

類似的脈絡，出現大量男性外流到世界各地，如美國西部、加拿大、印度、和東南

亞，作為勞工賺取僑匯的現象。

　　但這些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勞工，其家鄉或稱為「僑鄉」（例如金門）很多

都是父系宗族意識與結構強韌的聚居社群，有很深的傳宗接代與根留家鄉的傳統觀

念，這影響到這些男性移工的婚姻安排。以金門來說，許多遠渡重洋到東南亞工作的

勞工，一方面是從小養成的價值觀使然，一方面則是家庭壓力，還是會回到家鄉娶妻

或生子後，再外出工作，造成妻子守活寡的情況。在這個脈絡下，童養媳、或是奉父

母之命成婚的情況比比皆是。不過留在僑鄉的人們對於僑匯經濟的依賴、與對於男性

移工或歸僑的經濟能力的過度想像，也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當地的婚姻市場，造成許

多父母想要將女兒嫁給移工或歸僑的情況，甚至是要求高額的聘金。因此，儘管在婚

姻形式上看似遵循傳統，新的政經脈絡實際上塑造了新的說媒的標準，也影響到婚後

生活的實際安排，並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對於女性的壓迫。

　　第二階段為1949年到1992年金門解嚴為止，放在全球脈絡下，是二戰之後的冷

戰時期。國共內戰之後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與共軍於金門的一戰中取得難得

的勝利，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守住了金門也就是守住了臺灣。金門因此在1949年之

後進入一個準軍事管制的狀態，國民黨政府於1956年所設立的戰地政務體制，正式

將金門納入軍事管制之下，直到1992年金門解嚴，當地人稱此時期為「軍管時

期」。做為戰地的金門，迎來大量從大陸撤退、和從臺灣派來的軍人（當然主要是男

性）。在國共軍事對峙最嚴重的1950和60年代，金門的駐軍最多高達10萬人，是當

地居民的2倍。

　　面向這些長駐或短駐在金門的大量阿兵哥，金門當地人看到了做生意的機會，例

如有人種蔬菜賣給軍隊。當時很多家庭中的已婚婦女，開始到附近的營區收阿兵哥的

制服來洗或修補，一步步累積資本，然後擴大生意範圍，開始經營小吃點、冰果室等

等，由自己的女兒或聘來的年輕女性當店員。在此之前，金門宗族社會的父權思想深

刻影響性別分際，邱博士所訪談的現在70歲以上的女性，多為奉父母之命結婚，即便

是一般農家，也都謹守男女分際，這些女性常常說自己婚前都沒跟陌生男人講過話。

但在軍管時期，因阿兵哥生意的關係，很多年輕女性開始與陌生男性接觸，也許做生

意賺錢養家的能力為她們增添了自信，許多女性勇敢地、自主地決定和喜歡的阿兵哥

結婚，或是後來到臺灣追逐自己的夢想與生活。但同時間，也有許多女性還是遵從父

母的安排，與當地的男性結婚，成為家庭主婦。邱博士透過搜集這些女性的不同的婚

姻故事，來討論軍管時期的特殊政治經濟脈絡、父權結構下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性

和原生家庭之間的紐帶之間複雜的關係。

　　第三階段金門解嚴之後至今。整體而言，當代金門的婚姻狀況與臺灣本島沒有太

大的差別，不過在同樣的現象背後，還是有當地特殊脈絡下所形成的特徵。以兩岸婚

姻為例，金門的中國籍配偶佔所有外籍配偶的比例超過80%，遠多過於臺灣本島的情

況。而且在臺灣，有許多兩岸和跨國婚姻是由商業化的婚姻仲介來安排，但在金門則

偏向非正式的網絡，也就是親友或生意夥伴的相互介紹。由於婚姻常常是建立在這種

非正式的社交網絡之上，婚姻的締結同時也加深或鞏固了這種社交網絡，在相當程度

上推進了金門居民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與親屬連結，使得金門整體對於中國有複雜的經

濟需求與仰賴。

　　又例如推遲結婚的現象，金門與臺灣本島的趨勢大致相同。但邱博士透過訪問一

些留在金門、30歲到40歲初頭之間目前未婚的年輕人，試圖釐清這些年輕人之所以

還沒結婚的原因（受訪者大多不排斥未來有一天會結婚）裡面，是否有哪些當地特

色，以及又有哪些特徵是可以呼應到臺灣本島、東亞社會、甚至是全球的現象。不難

想像，金門至今仍相當緊密的親屬社群，對於這些留在家鄉的年輕人產生了很大的壓

力，不僅在異性交往上造成一些困擾，也總是要面對逼婚或介紹對象的問題。不過大

部分女性與男性受訪者，並沒有主動提到自己推遲結婚的理由是因為對父權結構的厭

惡或反抗，而是進入一個反思的過程，從個人的生命軌跡，來思考原生家庭或是過去

的感情經驗如何影響或形塑自己現在的生活樣態。邱博士認為民族誌的質性方法的優

勢正是在於可以呈現這個反思的過程，並從中看到受訪者對於生活和未來的想像與具

體實踐，如何連結到更廣泛的社會變遷，甚至是成為一個促進社會變遷的轉變的力

量。

英國與臺灣學界觀察

　　邱博士提到，回應近年來ERC等研究資助機構對於研究成果的公開分享與知識

交流的高度重視，AGATM計畫包含了各種呈現與分享研究成果的規劃，包括團隊成

員個別或集體參與其他單位舉辦的研討會或工作坊，以及由AGATM團隊主辦，在英

國愛丁堡舉行的一個小型研討會和一個小型展覽等。這個由AGATM團隊策劃的小型

展覽，其展示物件是團隊成員在田野調查期間搜集而來的、與婚禮有關的物件，透過

主題的設計，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英國民眾介紹不同的文化裡面，婚禮的象徵與社會

意義，婚禮物件的變化如何說明了社會變遷，也可以透過五個不同文化的婚禮物件的

比較，看到文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AGATM團隊也為這個展覽架設了一個網頁

（https://anthropology-of-weddings.org.uk），提升研究成果分享的公共近用管

道。

　　從臺灣到英國，再從英國回臺灣。邱博士認為英國與臺灣人類學發展的差異，主

要來自於發展傳統的不同。英國人類學的初期發展與對於殖民地管理的需求密切相

關，而臺灣則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時候，由殖民者帶入人類學在臺灣的種子。這個不

同的脈絡、以及某種不成文的學術內規，影響到人類學這個學科在兩地的長期發展。

例如在英國的許多人類學者（無論是英國人或外國人），是以英國的前殖民地的一些

非洲國家和印度，作為主要民族誌區域。而臺灣出身的人類學者，大多從事臺灣本土

或自身文化的研究，並分為臺灣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不過近年許多臺灣學者開展

了海外的研究，不再局限於「研究自己的文化」。即便是研究自己的國家與文化，臺

灣人類學者也能呼應新的研究趨勢，與世界同步的開展新的研究，例如對於跨國移工

與家庭、氣候變遷、多物種民族誌等主題的研究。

　　除了人類學學科發展外，邱博士亦分享在英國的學界現況。在英國完成博士學業

後，有相對豐富的來自英國或歐洲的研究資源，讓剛取得博士學位、尚未取得任何學

術職位的青年學者，可以獨立申請研究計畫。但臺灣目前這樣的資源相對缺乏，使得

許多剛畢業的博士即便想回臺灣貢獻，也沒有一展長才的機會。不過邱博士也注意到

近年開始出現招攬年輕學者回臺灣服務或進行交流的方案，人社中心所提供的境外學

人訪問便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在國外服務的臺灣學者也有機會回臺交流。因此，邱

博士很感謝中心提供的相關資源，例如圖書館資源的使用，讓她可以在訪問期間完成

研究寫作所需的中文檔案資料及相關文獻的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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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邱筱喬博士為2020年5月來訪中心的境外訪問學人。邱博士於2017年自英國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An Island of the Floating 

World: Kinship, Rituals, and Political-economic Change in Post-Cold War 

Jinmen」。取得博士學位後，邱博士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

社會人類學系，參與由Janet Carsten教授所帶領的大型研究計畫「A Global An-

thropology of Transforming Marriage（AGATM）」，並執行個人的子計劃。此

次特別邀請邱博士分享本次來訪中心所進行的研究工作。

加入AGATM計畫的契機與研究開展

　　邱博士結束在金門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於2015年初回到英國開始撰寫博士論

文時，恰逢指導教授引介了Janet Carsten教授，針對AGATM的研究提案，詢問邱

博士的參與意願與研究構想。Janet Carsten教授當時準備申請歐洲研究協會（Euro-

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的大型研究資助方案Horizon 2020，此方案可提供

相對長期的研究時間與優渥經費，以AGATM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而言，每人有3年

的時間進行自己的研究，包含1年的田野調查。AGATM 計畫的構想是針對當代婚姻

的變遷，從一個全球的、以及人類學的視角來進行探討，並重思與發展人類學對於婚

姻的理論性討論。因此，計畫主持人Carsten教授當初在尋找合作的研究人員時，規

劃5位研究人員分別從事不同地理與文化區域的研究，並在Carsten教授個人之外，

另尋4位論文主題涉及人類學親屬研究的博士畢業生。最後參與AGATM計畫的5位研

究人員，研究地點跨越全球5個族群、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區域。Carsten

教授本身的研究地點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其他4位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地點分別在美

國的維吉尼亞、非洲的波札那（Botswana）、希臘的雅典，與臺灣的金門。

　　當時邱博士雖然剛結束在金門的田野調查，還在思考與發展博士論文的理論與分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析架構，但已經確定其論文將從金門當地鮮明、且具有力量的親屬團體－也就是父系

宗族－來探討金門在冷戰與後冷戰脈絡下的社會文化持續與變遷。邱博士根據自己在

金門的田野調查經驗與資料，以及金門與臺灣、中國各自特殊的政治與歷史連結，就

Carsten教授的邀約提出一些研究問題的構想，主要是探究中國與臺灣在1949年之後

不同的政治經濟軌跡下，婚姻在兩地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如何從這些變化中看

到個人與家庭的生命經驗與更廣泛的政經變遷之間的扣連。Carsten教授與邱博士針

對後者的研究構想進行一番討論後，將其整合進AGATM的研究計畫提案之中，於

2016年確定獲得ERC的研究資助。邱博士遂於2017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同年4月正

式加入AGATM計畫團隊。

　　AGATM計畫之所以以婚姻作為研究主題、同時也是一個研究視角（research 

lens），有兩個主要動機：首先是婚姻制度本身在人類學中已經很久沒有跨文化的、

理論性的討論。李維史陀的聯姻理論（alliance theory）是早期人類學關於婚姻的

一個重要理論，主張婚姻是不同的團體之間所進行的女性的交換，使得社會得以形成

與延續。儘管李維史陀的理論仍深具啟發性，卻對於理解二十世紀末葉以來，發生於

世界各地的在親屬與婚姻實踐上的顯著變化，例如晚婚與不婚情況的攀升、離婚率與

單親家庭的增加、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新型態的親密關係與家庭組成的出現等等，有

很大的限制。再者，雖然1990年以來，有許多人類學研究呼應社會學者Giddens對於

現代性與親密關係的討論，探討全球化、親密性、與跨國婚姻之間的關聯，這些研究

卻對於早期人類學的婚姻研究、以及同時間發展的新親屬研究（new kinship stud-

ies，Carsten教授是引領新親屬研究的其中一位重要學者）沒什麼著墨，而沒有考慮

親屬在這種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與實踐中的角色與作用，因此傾向於強調「傳統」與

「現代」婚姻型態的根本決裂。因此，AGATM計畫有兩個主要的研究目標：首先是

以婚姻為主題，根據在5個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地區所進行長期的民族誌田野

調查，以所蒐集到的經驗資料為基礎，來試圖建立一個跨文化的、比較的觀點。其次

是發展一個新的理論視野，以理解婚姻內含的變化的（transformative）的特質，以

及這個特質與廣泛的社會變遷之間的接合。

　　根據上述AGATM計畫的整體研究構想，邱博士個人的子計畫原本預定是在金門

與中國的廈門兩地進行田野調查，並以金門為主要根據地，利用小三通之便，安排到

廈門進行數次短期的研究調查。不過在2017年夏天正式於金門展開田野調查後，幾

次到廈門的踩點卻不是很順利，主要是因為研究的內容涉及到私人生活與親密關係，

不容易在沒有人脈的廈門找到願意參與研究的對象，因此仍以金門做為主要田野調查

地點。儘管如此，金門亦是有其優勢，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與金門解嚴之後，隨著

兩岸關係趨於和緩，金門的居民以個人或宗族的身份，開始與在廈門與福建沿海一帶

的親友重新聯繫起來，並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例如金門的宗親協助中國的宗親重建

宗祠與祭祖儀式（這些在1949年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摧毀殆盡）、小型

非正式的貿易、金門居民在中國親友介紹下到中國投資置產，以及隨著這些交流所促

成的許多兩岸婚姻。邱博士在金門田調期間，便訪談了許多這些兩岸婚姻的中國籍配

偶、以及他們的金門籍配偶和姻親，並透過這些管道拜訪了他們在金門對岸的大嶝島

的親人。這些訪談與實地訪問也幫助邱博士去思考，如何從這種新型態的婚姻來觀看

金門、中國與臺灣之間的歷史糾葛與地緣政治，並進一步討論婚姻或私人生活的政治

意義。

橫跨百年的婚姻轉變

　　邱博士在金門的研究，主要是透過訪談不同世代的人的婚姻故事，蒐集受訪者的

個人生命史與家庭故事，來釐清個人生命經驗與更廣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之間的扣連。

也因為受訪者跨越不同年齡層，涵蓋年代從1920年代至今，因此邱博士大致將研究

的時間跨度分成三個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來討論。

　　第一階段主要是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金門在很早以前就參與到全

球性的商業網絡與人口移動之中，這與西方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擴張密切相關。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其中一個港口為廈門，而廈門

與金門近在咫尺，金門居民原本便常常驅船前往廈門購物或進行貿易。當時東南亞的

新加坡跟印尼為英國、荷蘭的殖民地，西方帝國將殖民地資源運回歐洲或世界各地進

行貿易，為此，需要許多的勞力在碼頭搬貨、運送等。當時福建沿海一帶，包括金

門，許多生活困苦的男性農民選擇或被騙上船，前往東南亞成為苦力，將辛苦賺到的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錢設法匯回老家，形成僑匯經濟。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廣西一帶，都因

類似的脈絡，出現大量男性外流到世界各地，如美國西部、加拿大、印度、和東南

亞，作為勞工賺取僑匯的現象。

　　但這些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勞工，其家鄉或稱為「僑鄉」（例如金門）很多

都是父系宗族意識與結構強韌的聚居社群，有很深的傳宗接代與根留家鄉的傳統觀

念，這影響到這些男性移工的婚姻安排。以金門來說，許多遠渡重洋到東南亞工作的

勞工，一方面是從小養成的價值觀使然，一方面則是家庭壓力，還是會回到家鄉娶妻

或生子後，再外出工作，造成妻子守活寡的情況。在這個脈絡下，童養媳、或是奉父

母之命成婚的情況比比皆是。不過留在僑鄉的人們對於僑匯經濟的依賴、與對於男性

移工或歸僑的經濟能力的過度想像，也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當地的婚姻市場，造成許

多父母想要將女兒嫁給移工或歸僑的情況，甚至是要求高額的聘金。因此，儘管在婚

姻形式上看似遵循傳統，新的政經脈絡實際上塑造了新的說媒的標準，也影響到婚後

生活的實際安排，並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對於女性的壓迫。

　　第二階段為1949年到1992年金門解嚴為止，放在全球脈絡下，是二戰之後的冷

戰時期。國共內戰之後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與共軍於金門的一戰中取得難得

的勝利，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守住了金門也就是守住了臺灣。金門因此在1949年之

後進入一個準軍事管制的狀態，國民黨政府於1956年所設立的戰地政務體制，正式

將金門納入軍事管制之下，直到1992年金門解嚴，當地人稱此時期為「軍管時

期」。做為戰地的金門，迎來大量從大陸撤退、和從臺灣派來的軍人（當然主要是男

性）。在國共軍事對峙最嚴重的1950和60年代，金門的駐軍最多高達10萬人，是當

地居民的2倍。

　　面向這些長駐或短駐在金門的大量阿兵哥，金門當地人看到了做生意的機會，例

如有人種蔬菜賣給軍隊。當時很多家庭中的已婚婦女，開始到附近的營區收阿兵哥的

制服來洗或修補，一步步累積資本，然後擴大生意範圍，開始經營小吃點、冰果室等

等，由自己的女兒或聘來的年輕女性當店員。在此之前，金門宗族社會的父權思想深

刻影響性別分際，邱博士所訪談的現在70歲以上的女性，多為奉父母之命結婚，即便

是一般農家，也都謹守男女分際，這些女性常常說自己婚前都沒跟陌生男人講過話。

但在軍管時期，因阿兵哥生意的關係，很多年輕女性開始與陌生男性接觸，也許做生

意賺錢養家的能力為她們增添了自信，許多女性勇敢地、自主地決定和喜歡的阿兵哥

結婚，或是後來到臺灣追逐自己的夢想與生活。但同時間，也有許多女性還是遵從父

母的安排，與當地的男性結婚，成為家庭主婦。邱博士透過搜集這些女性的不同的婚

姻故事，來討論軍管時期的特殊政治經濟脈絡、父權結構下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性

和原生家庭之間的紐帶之間複雜的關係。

　　第三階段金門解嚴之後至今。整體而言，當代金門的婚姻狀況與臺灣本島沒有太

大的差別，不過在同樣的現象背後，還是有當地特殊脈絡下所形成的特徵。以兩岸婚

姻為例，金門的中國籍配偶佔所有外籍配偶的比例超過80%，遠多過於臺灣本島的情

況。而且在臺灣，有許多兩岸和跨國婚姻是由商業化的婚姻仲介來安排，但在金門則

偏向非正式的網絡，也就是親友或生意夥伴的相互介紹。由於婚姻常常是建立在這種

非正式的社交網絡之上，婚姻的締結同時也加深或鞏固了這種社交網絡，在相當程度

上推進了金門居民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與親屬連結，使得金門整體對於中國有複雜的經

濟需求與仰賴。

　　又例如推遲結婚的現象，金門與臺灣本島的趨勢大致相同。但邱博士透過訪問一

些留在金門、30歲到40歲初頭之間目前未婚的年輕人，試圖釐清這些年輕人之所以

還沒結婚的原因（受訪者大多不排斥未來有一天會結婚）裡面，是否有哪些當地特

色，以及又有哪些特徵是可以呼應到臺灣本島、東亞社會、甚至是全球的現象。不難

想像，金門至今仍相當緊密的親屬社群，對於這些留在家鄉的年輕人產生了很大的壓

力，不僅在異性交往上造成一些困擾，也總是要面對逼婚或介紹對象的問題。不過大

部分女性與男性受訪者，並沒有主動提到自己推遲結婚的理由是因為對父權結構的厭

惡或反抗，而是進入一個反思的過程，從個人的生命軌跡，來思考原生家庭或是過去

的感情經驗如何影響或形塑自己現在的生活樣態。邱博士認為民族誌的質性方法的優

勢正是在於可以呈現這個反思的過程，並從中看到受訪者對於生活和未來的想像與具

體實踐，如何連結到更廣泛的社會變遷，甚至是成為一個促進社會變遷的轉變的力

量。

英國與臺灣學界觀察

　　邱博士提到，回應近年來ERC等研究資助機構對於研究成果的公開分享與知識

交流的高度重視，AGATM計畫包含了各種呈現與分享研究成果的規劃，包括團隊成

員個別或集體參與其他單位舉辦的研討會或工作坊，以及由AGATM團隊主辦，在英

國愛丁堡舉行的一個小型研討會和一個小型展覽等。這個由AGATM團隊策劃的小型

展覽，其展示物件是團隊成員在田野調查期間搜集而來的、與婚禮有關的物件，透過

主題的設計，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英國民眾介紹不同的文化裡面，婚禮的象徵與社會

意義，婚禮物件的變化如何說明了社會變遷，也可以透過五個不同文化的婚禮物件的

比較，看到文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AGATM團隊也為這個展覽架設了一個網頁

（https://anthropology-of-weddings.org.uk），提升研究成果分享的公共近用管

道。

　　從臺灣到英國，再從英國回臺灣。邱博士認為英國與臺灣人類學發展的差異，主

要來自於發展傳統的不同。英國人類學的初期發展與對於殖民地管理的需求密切相

關，而臺灣則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時候，由殖民者帶入人類學在臺灣的種子。這個不

同的脈絡、以及某種不成文的學術內規，影響到人類學這個學科在兩地的長期發展。

例如在英國的許多人類學者（無論是英國人或外國人），是以英國的前殖民地的一些

非洲國家和印度，作為主要民族誌區域。而臺灣出身的人類學者，大多從事臺灣本土

或自身文化的研究，並分為臺灣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不過近年許多臺灣學者開展

了海外的研究，不再局限於「研究自己的文化」。即便是研究自己的國家與文化，臺

灣人類學者也能呼應新的研究趨勢，與世界同步的開展新的研究，例如對於跨國移工

與家庭、氣候變遷、多物種民族誌等主題的研究。

　　除了人類學學科發展外，邱博士亦分享在英國的學界現況。在英國完成博士學業

後，有相對豐富的來自英國或歐洲的研究資源，讓剛取得博士學位、尚未取得任何學

術職位的青年學者，可以獨立申請研究計畫。但臺灣目前這樣的資源相對缺乏，使得

許多剛畢業的博士即便想回臺灣貢獻，也沒有一展長才的機會。不過邱博士也注意到

近年開始出現招攬年輕學者回臺灣服務或進行交流的方案，人社中心所提供的境外學

人訪問便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在國外服務的臺灣學者也有機會回臺交流。因此，邱

博士很感謝中心提供的相關資源，例如圖書館資源的使用，讓她可以在訪問期間完成

研究寫作所需的中文檔案資料及相關文獻的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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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people

　　邱筱喬博士為2020年5月來訪中心的境外訪問學人。邱博士於2017年自英國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An Island of the Floating 

World: Kinship, Rituals, and Political-economic Change in Post-Cold War 

Jinmen」。取得博士學位後，邱博士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

社會人類學系，參與由Janet Carsten教授所帶領的大型研究計畫「A Global An-

thropology of Transforming Marriage（AGATM）」，並執行個人的子計劃。此

次特別邀請邱博士分享本次來訪中心所進行的研究工作。

加入AGATM計畫的契機與研究開展

　　邱博士結束在金門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於2015年初回到英國開始撰寫博士論

文時，恰逢指導教授引介了Janet Carsten教授，針對AGATM的研究提案，詢問邱

博士的參與意願與研究構想。Janet Carsten教授當時準備申請歐洲研究協會（Euro-

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的大型研究資助方案Horizon 2020，此方案可提供

相對長期的研究時間與優渥經費，以AGATM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而言，每人有3年

的時間進行自己的研究，包含1年的田野調查。AGATM 計畫的構想是針對當代婚姻

的變遷，從一個全球的、以及人類學的視角來進行探討，並重思與發展人類學對於婚

姻的理論性討論。因此，計畫主持人Carsten教授當初在尋找合作的研究人員時，規

劃5位研究人員分別從事不同地理與文化區域的研究，並在Carsten教授個人之外，

另尋4位論文主題涉及人類學親屬研究的博士畢業生。最後參與AGATM計畫的5位研

究人員，研究地點跨越全球5個族群、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區域。Carsten

教授本身的研究地點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其他4位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地點分別在美

國的維吉尼亞、非洲的波札那（Botswana）、希臘的雅典，與臺灣的金門。

　　當時邱博士雖然剛結束在金門的田野調查，還在思考與發展博士論文的理論與分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析架構，但已經確定其論文將從金門當地鮮明、且具有力量的親屬團體－也就是父系

宗族－來探討金門在冷戰與後冷戰脈絡下的社會文化持續與變遷。邱博士根據自己在

金門的田野調查經驗與資料，以及金門與臺灣、中國各自特殊的政治與歷史連結，就

Carsten教授的邀約提出一些研究問題的構想，主要是探究中國與臺灣在1949年之後

不同的政治經濟軌跡下，婚姻在兩地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如何從這些變化中看

到個人與家庭的生命經驗與更廣泛的政經變遷之間的扣連。Carsten教授與邱博士針

對後者的研究構想進行一番討論後，將其整合進AGATM的研究計畫提案之中，於

2016年確定獲得ERC的研究資助。邱博士遂於2017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同年4月正

式加入AGATM計畫團隊。

　　AGATM計畫之所以以婚姻作為研究主題、同時也是一個研究視角（research 

lens），有兩個主要動機：首先是婚姻制度本身在人類學中已經很久沒有跨文化的、

理論性的討論。李維史陀的聯姻理論（alliance theory）是早期人類學關於婚姻的

一個重要理論，主張婚姻是不同的團體之間所進行的女性的交換，使得社會得以形成

與延續。儘管李維史陀的理論仍深具啟發性，卻對於理解二十世紀末葉以來，發生於

世界各地的在親屬與婚姻實踐上的顯著變化，例如晚婚與不婚情況的攀升、離婚率與

單親家庭的增加、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新型態的親密關係與家庭組成的出現等等，有

很大的限制。再者，雖然1990年以來，有許多人類學研究呼應社會學者Giddens對於

現代性與親密關係的討論，探討全球化、親密性、與跨國婚姻之間的關聯，這些研究

卻對於早期人類學的婚姻研究、以及同時間發展的新親屬研究（new kinship stud-

ies，Carsten教授是引領新親屬研究的其中一位重要學者）沒什麼著墨，而沒有考慮

親屬在這種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與實踐中的角色與作用，因此傾向於強調「傳統」與

「現代」婚姻型態的根本決裂。因此，AGATM計畫有兩個主要的研究目標：首先是

以婚姻為主題，根據在5個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地區所進行長期的民族誌田野

調查，以所蒐集到的經驗資料為基礎，來試圖建立一個跨文化的、比較的觀點。其次

是發展一個新的理論視野，以理解婚姻內含的變化的（transformative）的特質，以

及這個特質與廣泛的社會變遷之間的接合。

　　根據上述AGATM計畫的整體研究構想，邱博士個人的子計畫原本預定是在金門

與中國的廈門兩地進行田野調查，並以金門為主要根據地，利用小三通之便，安排到

廈門進行數次短期的研究調查。不過在2017年夏天正式於金門展開田野調查後，幾

次到廈門的踩點卻不是很順利，主要是因為研究的內容涉及到私人生活與親密關係，

不容易在沒有人脈的廈門找到願意參與研究的對象，因此仍以金門做為主要田野調查

地點。儘管如此，金門亦是有其優勢，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與金門解嚴之後，隨著

兩岸關係趨於和緩，金門的居民以個人或宗族的身份，開始與在廈門與福建沿海一帶

的親友重新聯繫起來，並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例如金門的宗親協助中國的宗親重建

宗祠與祭祖儀式（這些在1949年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摧毀殆盡）、小型

非正式的貿易、金門居民在中國親友介紹下到中國投資置產，以及隨著這些交流所促

成的許多兩岸婚姻。邱博士在金門田調期間，便訪談了許多這些兩岸婚姻的中國籍配

偶、以及他們的金門籍配偶和姻親，並透過這些管道拜訪了他們在金門對岸的大嶝島

的親人。這些訪談與實地訪問也幫助邱博士去思考，如何從這種新型態的婚姻來觀看

金門、中國與臺灣之間的歷史糾葛與地緣政治，並進一步討論婚姻或私人生活的政治

意義。

橫跨百年的婚姻轉變

　　邱博士在金門的研究，主要是透過訪談不同世代的人的婚姻故事，蒐集受訪者的

個人生命史與家庭故事，來釐清個人生命經驗與更廣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之間的扣連。

也因為受訪者跨越不同年齡層，涵蓋年代從1920年代至今，因此邱博士大致將研究

的時間跨度分成三個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來討論。

　　第一階段主要是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金門在很早以前就參與到全

球性的商業網絡與人口移動之中，這與西方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擴張密切相關。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其中一個港口為廈門，而廈門

與金門近在咫尺，金門居民原本便常常驅船前往廈門購物或進行貿易。當時東南亞的

新加坡跟印尼為英國、荷蘭的殖民地，西方帝國將殖民地資源運回歐洲或世界各地進

行貿易，為此，需要許多的勞力在碼頭搬貨、運送等。當時福建沿海一帶，包括金

門，許多生活困苦的男性農民選擇或被騙上船，前往東南亞成為苦力，將辛苦賺到的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錢設法匯回老家，形成僑匯經濟。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廣西一帶，都因

類似的脈絡，出現大量男性外流到世界各地，如美國西部、加拿大、印度、和東南

亞，作為勞工賺取僑匯的現象。

　　但這些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勞工，其家鄉或稱為「僑鄉」（例如金門）很多

都是父系宗族意識與結構強韌的聚居社群，有很深的傳宗接代與根留家鄉的傳統觀

念，這影響到這些男性移工的婚姻安排。以金門來說，許多遠渡重洋到東南亞工作的

勞工，一方面是從小養成的價值觀使然，一方面則是家庭壓力，還是會回到家鄉娶妻

或生子後，再外出工作，造成妻子守活寡的情況。在這個脈絡下，童養媳、或是奉父

母之命成婚的情況比比皆是。不過留在僑鄉的人們對於僑匯經濟的依賴、與對於男性

移工或歸僑的經濟能力的過度想像，也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當地的婚姻市場，造成許

多父母想要將女兒嫁給移工或歸僑的情況，甚至是要求高額的聘金。因此，儘管在婚

姻形式上看似遵循傳統，新的政經脈絡實際上塑造了新的說媒的標準，也影響到婚後

生活的實際安排，並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對於女性的壓迫。

　　第二階段為1949年到1992年金門解嚴為止，放在全球脈絡下，是二戰之後的冷

戰時期。國共內戰之後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與共軍於金門的一戰中取得難得

的勝利，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守住了金門也就是守住了臺灣。金門因此在1949年之

後進入一個準軍事管制的狀態，國民黨政府於1956年所設立的戰地政務體制，正式

將金門納入軍事管制之下，直到1992年金門解嚴，當地人稱此時期為「軍管時

期」。做為戰地的金門，迎來大量從大陸撤退、和從臺灣派來的軍人（當然主要是男

性）。在國共軍事對峙最嚴重的1950和60年代，金門的駐軍最多高達10萬人，是當

地居民的2倍。

　　面向這些長駐或短駐在金門的大量阿兵哥，金門當地人看到了做生意的機會，例

如有人種蔬菜賣給軍隊。當時很多家庭中的已婚婦女，開始到附近的營區收阿兵哥的

制服來洗或修補，一步步累積資本，然後擴大生意範圍，開始經營小吃點、冰果室等

等，由自己的女兒或聘來的年輕女性當店員。在此之前，金門宗族社會的父權思想深

刻影響性別分際，邱博士所訪談的現在70歲以上的女性，多為奉父母之命結婚，即便

是一般農家，也都謹守男女分際，這些女性常常說自己婚前都沒跟陌生男人講過話。

但在軍管時期，因阿兵哥生意的關係，很多年輕女性開始與陌生男性接觸，也許做生

意賺錢養家的能力為她們增添了自信，許多女性勇敢地、自主地決定和喜歡的阿兵哥

結婚，或是後來到臺灣追逐自己的夢想與生活。但同時間，也有許多女性還是遵從父

母的安排，與當地的男性結婚，成為家庭主婦。邱博士透過搜集這些女性的不同的婚

姻故事，來討論軍管時期的特殊政治經濟脈絡、父權結構下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性

和原生家庭之間的紐帶之間複雜的關係。

　　第三階段金門解嚴之後至今。整體而言，當代金門的婚姻狀況與臺灣本島沒有太

大的差別，不過在同樣的現象背後，還是有當地特殊脈絡下所形成的特徵。以兩岸婚

姻為例，金門的中國籍配偶佔所有外籍配偶的比例超過80%，遠多過於臺灣本島的情

況。而且在臺灣，有許多兩岸和跨國婚姻是由商業化的婚姻仲介來安排，但在金門則

偏向非正式的網絡，也就是親友或生意夥伴的相互介紹。由於婚姻常常是建立在這種

非正式的社交網絡之上，婚姻的締結同時也加深或鞏固了這種社交網絡，在相當程度

上推進了金門居民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與親屬連結，使得金門整體對於中國有複雜的經

濟需求與仰賴。

　　又例如推遲結婚的現象，金門與臺灣本島的趨勢大致相同。但邱博士透過訪問一

些留在金門、30歲到40歲初頭之間目前未婚的年輕人，試圖釐清這些年輕人之所以

還沒結婚的原因（受訪者大多不排斥未來有一天會結婚）裡面，是否有哪些當地特

色，以及又有哪些特徵是可以呼應到臺灣本島、東亞社會、甚至是全球的現象。不難

想像，金門至今仍相當緊密的親屬社群，對於這些留在家鄉的年輕人產生了很大的壓

力，不僅在異性交往上造成一些困擾，也總是要面對逼婚或介紹對象的問題。不過大

部分女性與男性受訪者，並沒有主動提到自己推遲結婚的理由是因為對父權結構的厭

惡或反抗，而是進入一個反思的過程，從個人的生命軌跡，來思考原生家庭或是過去

的感情經驗如何影響或形塑自己現在的生活樣態。邱博士認為民族誌的質性方法的優

勢正是在於可以呈現這個反思的過程，並從中看到受訪者對於生活和未來的想像與具

體實踐，如何連結到更廣泛的社會變遷，甚至是成為一個促進社會變遷的轉變的力

量。

英國與臺灣學界觀察

　　邱博士提到，回應近年來ERC等研究資助機構對於研究成果的公開分享與知識

交流的高度重視，AGATM計畫包含了各種呈現與分享研究成果的規劃，包括團隊成

員個別或集體參與其他單位舉辦的研討會或工作坊，以及由AGATM團隊主辦，在英

國愛丁堡舉行的一個小型研討會和一個小型展覽等。這個由AGATM團隊策劃的小型

展覽，其展示物件是團隊成員在田野調查期間搜集而來的、與婚禮有關的物件，透過

主題的設計，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英國民眾介紹不同的文化裡面，婚禮的象徵與社會

意義，婚禮物件的變化如何說明了社會變遷，也可以透過五個不同文化的婚禮物件的

比較，看到文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AGATM團隊也為這個展覽架設了一個網頁

（https://anthropology-of-weddings.org.uk），提升研究成果分享的公共近用管

道。

　　從臺灣到英國，再從英國回臺灣。邱博士認為英國與臺灣人類學發展的差異，主

要來自於發展傳統的不同。英國人類學的初期發展與對於殖民地管理的需求密切相

關，而臺灣則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時候，由殖民者帶入人類學在臺灣的種子。這個不

同的脈絡、以及某種不成文的學術內規，影響到人類學這個學科在兩地的長期發展。

例如在英國的許多人類學者（無論是英國人或外國人），是以英國的前殖民地的一些

非洲國家和印度，作為主要民族誌區域。而臺灣出身的人類學者，大多從事臺灣本土

或自身文化的研究，並分為臺灣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不過近年許多臺灣學者開展

了海外的研究，不再局限於「研究自己的文化」。即便是研究自己的國家與文化，臺

灣人類學者也能呼應新的研究趨勢，與世界同步的開展新的研究，例如對於跨國移工

與家庭、氣候變遷、多物種民族誌等主題的研究。

　　除了人類學學科發展外，邱博士亦分享在英國的學界現況。在英國完成博士學業

後，有相對豐富的來自英國或歐洲的研究資源，讓剛取得博士學位、尚未取得任何學

術職位的青年學者，可以獨立申請研究計畫。但臺灣目前這樣的資源相對缺乏，使得

許多剛畢業的博士即便想回臺灣貢獻，也沒有一展長才的機會。不過邱博士也注意到

近年開始出現招攬年輕學者回臺灣服務或進行交流的方案，人社中心所提供的境外學

人訪問便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在國外服務的臺灣學者也有機會回臺交流。因此，邱

博士很感謝中心提供的相關資源，例如圖書館資源的使用，讓她可以在訪問期間完成

研究寫作所需的中文檔案資料及相關文獻的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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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筱喬博士為2020年5月來訪中心的境外訪問學人。邱博士於2017年自英國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An Island of the Floating 

World: Kinship, Rituals, and Political-economic Change in Post-Cold War 

Jinmen」。取得博士學位後，邱博士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

社會人類學系，參與由Janet Carsten教授所帶領的大型研究計畫「A Global An-

thropology of Transforming Marriage（AGATM）」，並執行個人的子計劃。此

次特別邀請邱博士分享本次來訪中心所進行的研究工作。

加入AGATM計畫的契機與研究開展

　　邱博士結束在金門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於2015年初回到英國開始撰寫博士論

文時，恰逢指導教授引介了Janet Carsten教授，針對AGATM的研究提案，詢問邱

博士的參與意願與研究構想。Janet Carsten教授當時準備申請歐洲研究協會（Euro-

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的大型研究資助方案Horizon 2020，此方案可提供

相對長期的研究時間與優渥經費，以AGATM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而言，每人有3年

的時間進行自己的研究，包含1年的田野調查。AGATM 計畫的構想是針對當代婚姻

的變遷，從一個全球的、以及人類學的視角來進行探討，並重思與發展人類學對於婚

姻的理論性討論。因此，計畫主持人Carsten教授當初在尋找合作的研究人員時，規

劃5位研究人員分別從事不同地理與文化區域的研究，並在Carsten教授個人之外，

另尋4位論文主題涉及人類學親屬研究的博士畢業生。最後參與AGATM計畫的5位研

究人員，研究地點跨越全球5個族群、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區域。Carsten

教授本身的研究地點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其他4位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地點分別在美

國的維吉尼亞、非洲的波札那（Botswana）、希臘的雅典，與臺灣的金門。

　　當時邱博士雖然剛結束在金門的田野調查，還在思考與發展博士論文的理論與分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析架構，但已經確定其論文將從金門當地鮮明、且具有力量的親屬團體－也就是父系

宗族－來探討金門在冷戰與後冷戰脈絡下的社會文化持續與變遷。邱博士根據自己在

金門的田野調查經驗與資料，以及金門與臺灣、中國各自特殊的政治與歷史連結，就

Carsten教授的邀約提出一些研究問題的構想，主要是探究中國與臺灣在1949年之後

不同的政治經濟軌跡下，婚姻在兩地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如何從這些變化中看

到個人與家庭的生命經驗與更廣泛的政經變遷之間的扣連。Carsten教授與邱博士針

對後者的研究構想進行一番討論後，將其整合進AGATM的研究計畫提案之中，於

2016年確定獲得ERC的研究資助。邱博士遂於2017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同年4月正

式加入AGATM計畫團隊。

　　AGATM計畫之所以以婚姻作為研究主題、同時也是一個研究視角（research 

lens），有兩個主要動機：首先是婚姻制度本身在人類學中已經很久沒有跨文化的、

理論性的討論。李維史陀的聯姻理論（alliance theory）是早期人類學關於婚姻的

一個重要理論，主張婚姻是不同的團體之間所進行的女性的交換，使得社會得以形成

與延續。儘管李維史陀的理論仍深具啟發性，卻對於理解二十世紀末葉以來，發生於

世界各地的在親屬與婚姻實踐上的顯著變化，例如晚婚與不婚情況的攀升、離婚率與

單親家庭的增加、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新型態的親密關係與家庭組成的出現等等，有

很大的限制。再者，雖然1990年以來，有許多人類學研究呼應社會學者Giddens對於

現代性與親密關係的討論，探討全球化、親密性、與跨國婚姻之間的關聯，這些研究

卻對於早期人類學的婚姻研究、以及同時間發展的新親屬研究（new kinship stud-

ies，Carsten教授是引領新親屬研究的其中一位重要學者）沒什麼著墨，而沒有考慮

親屬在這種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與實踐中的角色與作用，因此傾向於強調「傳統」與

「現代」婚姻型態的根本決裂。因此，AGATM計畫有兩個主要的研究目標：首先是

以婚姻為主題，根據在5個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地區所進行長期的民族誌田野

調查，以所蒐集到的經驗資料為基礎，來試圖建立一個跨文化的、比較的觀點。其次

是發展一個新的理論視野，以理解婚姻內含的變化的（transformative）的特質，以

及這個特質與廣泛的社會變遷之間的接合。

　　根據上述AGATM計畫的整體研究構想，邱博士個人的子計畫原本預定是在金門

與中國的廈門兩地進行田野調查，並以金門為主要根據地，利用小三通之便，安排到

廈門進行數次短期的研究調查。不過在2017年夏天正式於金門展開田野調查後，幾

次到廈門的踩點卻不是很順利，主要是因為研究的內容涉及到私人生活與親密關係，

不容易在沒有人脈的廈門找到願意參與研究的對象，因此仍以金門做為主要田野調查

地點。儘管如此，金門亦是有其優勢，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與金門解嚴之後，隨著

兩岸關係趨於和緩，金門的居民以個人或宗族的身份，開始與在廈門與福建沿海一帶

的親友重新聯繫起來，並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例如金門的宗親協助中國的宗親重建

宗祠與祭祖儀式（這些在1949年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摧毀殆盡）、小型

非正式的貿易、金門居民在中國親友介紹下到中國投資置產，以及隨著這些交流所促

成的許多兩岸婚姻。邱博士在金門田調期間，便訪談了許多這些兩岸婚姻的中國籍配

偶、以及他們的金門籍配偶和姻親，並透過這些管道拜訪了他們在金門對岸的大嶝島

的親人。這些訪談與實地訪問也幫助邱博士去思考，如何從這種新型態的婚姻來觀看

金門、中國與臺灣之間的歷史糾葛與地緣政治，並進一步討論婚姻或私人生活的政治

意義。

橫跨百年的婚姻轉變

　　邱博士在金門的研究，主要是透過訪談不同世代的人的婚姻故事，蒐集受訪者的

個人生命史與家庭故事，來釐清個人生命經驗與更廣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之間的扣連。

也因為受訪者跨越不同年齡層，涵蓋年代從1920年代至今，因此邱博士大致將研究

的時間跨度分成三個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來討論。

　　第一階段主要是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金門在很早以前就參與到全

球性的商業網絡與人口移動之中，這與西方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擴張密切相關。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其中一個港口為廈門，而廈門

與金門近在咫尺，金門居民原本便常常驅船前往廈門購物或進行貿易。當時東南亞的

新加坡跟印尼為英國、荷蘭的殖民地，西方帝國將殖民地資源運回歐洲或世界各地進

行貿易，為此，需要許多的勞力在碼頭搬貨、運送等。當時福建沿海一帶，包括金

門，許多生活困苦的男性農民選擇或被騙上船，前往東南亞成為苦力，將辛苦賺到的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錢設法匯回老家，形成僑匯經濟。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廣西一帶，都因

類似的脈絡，出現大量男性外流到世界各地，如美國西部、加拿大、印度、和東南

亞，作為勞工賺取僑匯的現象。

　　但這些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勞工，其家鄉或稱為「僑鄉」（例如金門）很多

都是父系宗族意識與結構強韌的聚居社群，有很深的傳宗接代與根留家鄉的傳統觀

念，這影響到這些男性移工的婚姻安排。以金門來說，許多遠渡重洋到東南亞工作的

勞工，一方面是從小養成的價值觀使然，一方面則是家庭壓力，還是會回到家鄉娶妻

或生子後，再外出工作，造成妻子守活寡的情況。在這個脈絡下，童養媳、或是奉父

母之命成婚的情況比比皆是。不過留在僑鄉的人們對於僑匯經濟的依賴、與對於男性

移工或歸僑的經濟能力的過度想像，也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當地的婚姻市場，造成許

多父母想要將女兒嫁給移工或歸僑的情況，甚至是要求高額的聘金。因此，儘管在婚

姻形式上看似遵循傳統，新的政經脈絡實際上塑造了新的說媒的標準，也影響到婚後

生活的實際安排，並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對於女性的壓迫。

　　第二階段為1949年到1992年金門解嚴為止，放在全球脈絡下，是二戰之後的冷

戰時期。國共內戰之後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與共軍於金門的一戰中取得難得

的勝利，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守住了金門也就是守住了臺灣。金門因此在1949年之

後進入一個準軍事管制的狀態，國民黨政府於1956年所設立的戰地政務體制，正式

將金門納入軍事管制之下，直到1992年金門解嚴，當地人稱此時期為「軍管時

期」。做為戰地的金門，迎來大量從大陸撤退、和從臺灣派來的軍人（當然主要是男

性）。在國共軍事對峙最嚴重的1950和60年代，金門的駐軍最多高達10萬人，是當

地居民的2倍。

　　面向這些長駐或短駐在金門的大量阿兵哥，金門當地人看到了做生意的機會，例

如有人種蔬菜賣給軍隊。當時很多家庭中的已婚婦女，開始到附近的營區收阿兵哥的

制服來洗或修補，一步步累積資本，然後擴大生意範圍，開始經營小吃點、冰果室等

等，由自己的女兒或聘來的年輕女性當店員。在此之前，金門宗族社會的父權思想深

刻影響性別分際，邱博士所訪談的現在70歲以上的女性，多為奉父母之命結婚，即便

是一般農家，也都謹守男女分際，這些女性常常說自己婚前都沒跟陌生男人講過話。

但在軍管時期，因阿兵哥生意的關係，很多年輕女性開始與陌生男性接觸，也許做生

意賺錢養家的能力為她們增添了自信，許多女性勇敢地、自主地決定和喜歡的阿兵哥

結婚，或是後來到臺灣追逐自己的夢想與生活。但同時間，也有許多女性還是遵從父

母的安排，與當地的男性結婚，成為家庭主婦。邱博士透過搜集這些女性的不同的婚

姻故事，來討論軍管時期的特殊政治經濟脈絡、父權結構下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性

和原生家庭之間的紐帶之間複雜的關係。

　　第三階段金門解嚴之後至今。整體而言，當代金門的婚姻狀況與臺灣本島沒有太

大的差別，不過在同樣的現象背後，還是有當地特殊脈絡下所形成的特徵。以兩岸婚

姻為例，金門的中國籍配偶佔所有外籍配偶的比例超過80%，遠多過於臺灣本島的情

況。而且在臺灣，有許多兩岸和跨國婚姻是由商業化的婚姻仲介來安排，但在金門則

偏向非正式的網絡，也就是親友或生意夥伴的相互介紹。由於婚姻常常是建立在這種

非正式的社交網絡之上，婚姻的締結同時也加深或鞏固了這種社交網絡，在相當程度

上推進了金門居民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與親屬連結，使得金門整體對於中國有複雜的經

濟需求與仰賴。

　　又例如推遲結婚的現象，金門與臺灣本島的趨勢大致相同。但邱博士透過訪問一

些留在金門、30歲到40歲初頭之間目前未婚的年輕人，試圖釐清這些年輕人之所以

還沒結婚的原因（受訪者大多不排斥未來有一天會結婚）裡面，是否有哪些當地特

色，以及又有哪些特徵是可以呼應到臺灣本島、東亞社會、甚至是全球的現象。不難

想像，金門至今仍相當緊密的親屬社群，對於這些留在家鄉的年輕人產生了很大的壓

力，不僅在異性交往上造成一些困擾，也總是要面對逼婚或介紹對象的問題。不過大

部分女性與男性受訪者，並沒有主動提到自己推遲結婚的理由是因為對父權結構的厭

惡或反抗，而是進入一個反思的過程，從個人的生命軌跡，來思考原生家庭或是過去

的感情經驗如何影響或形塑自己現在的生活樣態。邱博士認為民族誌的質性方法的優

勢正是在於可以呈現這個反思的過程，並從中看到受訪者對於生活和未來的想像與具

體實踐，如何連結到更廣泛的社會變遷，甚至是成為一個促進社會變遷的轉變的力

量。

英國與臺灣學界觀察

　　邱博士提到，回應近年來ERC等研究資助機構對於研究成果的公開分享與知識

交流的高度重視，AGATM計畫包含了各種呈現與分享研究成果的規劃，包括團隊成

員個別或集體參與其他單位舉辦的研討會或工作坊，以及由AGATM團隊主辦，在英

國愛丁堡舉行的一個小型研討會和一個小型展覽等。這個由AGATM團隊策劃的小型

展覽，其展示物件是團隊成員在田野調查期間搜集而來的、與婚禮有關的物件，透過

主題的設計，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英國民眾介紹不同的文化裡面，婚禮的象徵與社會

意義，婚禮物件的變化如何說明了社會變遷，也可以透過五個不同文化的婚禮物件的

比較，看到文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AGATM團隊也為這個展覽架設了一個網頁

（https://anthropology-of-weddings.org.uk），提升研究成果分享的公共近用管

道。

　　從臺灣到英國，再從英國回臺灣。邱博士認為英國與臺灣人類學發展的差異，主

要來自於發展傳統的不同。英國人類學的初期發展與對於殖民地管理的需求密切相

關，而臺灣則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時候，由殖民者帶入人類學在臺灣的種子。這個不

同的脈絡、以及某種不成文的學術內規，影響到人類學這個學科在兩地的長期發展。

例如在英國的許多人類學者（無論是英國人或外國人），是以英國的前殖民地的一些

非洲國家和印度，作為主要民族誌區域。而臺灣出身的人類學者，大多從事臺灣本土

或自身文化的研究，並分為臺灣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不過近年許多臺灣學者開展

了海外的研究，不再局限於「研究自己的文化」。即便是研究自己的國家與文化，臺

灣人類學者也能呼應新的研究趨勢，與世界同步的開展新的研究，例如對於跨國移工

與家庭、氣候變遷、多物種民族誌等主題的研究。

　　除了人類學學科發展外，邱博士亦分享在英國的學界現況。在英國完成博士學業

後，有相對豐富的來自英國或歐洲的研究資源，讓剛取得博士學位、尚未取得任何學

術職位的青年學者，可以獨立申請研究計畫。但臺灣目前這樣的資源相對缺乏，使得

許多剛畢業的博士即便想回臺灣貢獻，也沒有一展長才的機會。不過邱博士也注意到

近年開始出現招攬年輕學者回臺灣服務或進行交流的方案，人社中心所提供的境外學

人訪問便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在國外服務的臺灣學者也有機會回臺交流。因此，邱

博士很感謝中心提供的相關資源，例如圖書館資源的使用，讓她可以在訪問期間完成

研究寫作所需的中文檔案資料及相關文獻的搜集。



7

人物專訪

people

　　邱筱喬博士為2020年5月來訪中心的境外訪問學人。邱博士於2017年自英國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An Island of the Floating 

World: Kinship, Rituals, and Political-economic Change in Post-Cold War 

Jinmen」。取得博士學位後，邱博士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

社會人類學系，參與由Janet Carsten教授所帶領的大型研究計畫「A Global An-

thropology of Transforming Marriage（AGATM）」，並執行個人的子計劃。此

次特別邀請邱博士分享本次來訪中心所進行的研究工作。

加入AGATM計畫的契機與研究開展

　　邱博士結束在金門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於2015年初回到英國開始撰寫博士論

文時，恰逢指導教授引介了Janet Carsten教授，針對AGATM的研究提案，詢問邱

博士的參與意願與研究構想。Janet Carsten教授當時準備申請歐洲研究協會（Euro-

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的大型研究資助方案Horizon 2020，此方案可提供

相對長期的研究時間與優渥經費，以AGATM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而言，每人有3年

的時間進行自己的研究，包含1年的田野調查。AGATM 計畫的構想是針對當代婚姻

的變遷，從一個全球的、以及人類學的視角來進行探討，並重思與發展人類學對於婚

姻的理論性討論。因此，計畫主持人Carsten教授當初在尋找合作的研究人員時，規

劃5位研究人員分別從事不同地理與文化區域的研究，並在Carsten教授個人之外，

另尋4位論文主題涉及人類學親屬研究的博士畢業生。最後參與AGATM計畫的5位研

究人員，研究地點跨越全球5個族群、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區域。Carsten

教授本身的研究地點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其他4位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地點分別在美

國的維吉尼亞、非洲的波札那（Botswana）、希臘的雅典，與臺灣的金門。

　　當時邱博士雖然剛結束在金門的田野調查，還在思考與發展博士論文的理論與分

析架構，但已經確定其論文將從金門當地鮮明、且具有力量的親屬團體－也就是父系

宗族－來探討金門在冷戰與後冷戰脈絡下的社會文化持續與變遷。邱博士根據自己在

金門的田野調查經驗與資料，以及金門與臺灣、中國各自特殊的政治與歷史連結，就

Carsten教授的邀約提出一些研究問題的構想，主要是探究中國與臺灣在1949年之後

不同的政治經濟軌跡下，婚姻在兩地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如何從這些變化中看

到個人與家庭的生命經驗與更廣泛的政經變遷之間的扣連。Carsten教授與邱博士針

對後者的研究構想進行一番討論後，將其整合進AGATM的研究計畫提案之中，於

2016年確定獲得ERC的研究資助。邱博士遂於2017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同年4月正

式加入AGATM計畫團隊。

　　AGATM計畫之所以以婚姻作為研究主題、同時也是一個研究視角（research 

lens），有兩個主要動機：首先是婚姻制度本身在人類學中已經很久沒有跨文化的、

理論性的討論。李維史陀的聯姻理論（alliance theory）是早期人類學關於婚姻的

一個重要理論，主張婚姻是不同的團體之間所進行的女性的交換，使得社會得以形成

與延續。儘管李維史陀的理論仍深具啟發性，卻對於理解二十世紀末葉以來，發生於

世界各地的在親屬與婚姻實踐上的顯著變化，例如晚婚與不婚情況的攀升、離婚率與

單親家庭的增加、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新型態的親密關係與家庭組成的出現等等，有

很大的限制。再者，雖然1990年以來，有許多人類學研究呼應社會學者Giddens對於

現代性與親密關係的討論，探討全球化、親密性、與跨國婚姻之間的關聯，這些研究

卻對於早期人類學的婚姻研究、以及同時間發展的新親屬研究（new kinship stud-

ies，Carsten教授是引領新親屬研究的其中一位重要學者）沒什麼著墨，而沒有考慮

親屬在這種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與實踐中的角色與作用，因此傾向於強調「傳統」與

「現代」婚姻型態的根本決裂。因此，AGATM計畫有兩個主要的研究目標：首先是

以婚姻為主題，根據在5個文化與社會境況相當不同的地區所進行長期的民族誌田野

調查，以所蒐集到的經驗資料為基礎，來試圖建立一個跨文化的、比較的觀點。其次

是發展一個新的理論視野，以理解婚姻內含的變化的（transformative）的特質，以

及這個特質與廣泛的社會變遷之間的接合。

　　根據上述AGATM計畫的整體研究構想，邱博士個人的子計畫原本預定是在金門

與中國的廈門兩地進行田野調查，並以金門為主要根據地，利用小三通之便，安排到

廈門進行數次短期的研究調查。不過在2017年夏天正式於金門展開田野調查後，幾

次到廈門的踩點卻不是很順利，主要是因為研究的內容涉及到私人生活與親密關係，

不容易在沒有人脈的廈門找到願意參與研究的對象，因此仍以金門做為主要田野調查

地點。儘管如此，金門亦是有其優勢，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與金門解嚴之後，隨著

兩岸關係趨於和緩，金門的居民以個人或宗族的身份，開始與在廈門與福建沿海一帶

的親友重新聯繫起來，並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例如金門的宗親協助中國的宗親重建

宗祠與祭祖儀式（這些在1949年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摧毀殆盡）、小型

非正式的貿易、金門居民在中國親友介紹下到中國投資置產，以及隨著這些交流所促

成的許多兩岸婚姻。邱博士在金門田調期間，便訪談了許多這些兩岸婚姻的中國籍配

偶、以及他們的金門籍配偶和姻親，並透過這些管道拜訪了他們在金門對岸的大嶝島

的親人。這些訪談與實地訪問也幫助邱博士去思考，如何從這種新型態的婚姻來觀看

金門、中國與臺灣之間的歷史糾葛與地緣政治，並進一步討論婚姻或私人生活的政治

意義。

橫跨百年的婚姻轉變

　　邱博士在金門的研究，主要是透過訪談不同世代的人的婚姻故事，蒐集受訪者的

個人生命史與家庭故事，來釐清個人生命經驗與更廣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之間的扣連。

也因為受訪者跨越不同年齡層，涵蓋年代從1920年代至今，因此邱博士大致將研究

的時間跨度分成三個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來討論。

　　第一階段主要是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金門在很早以前就參與到全

球性的商業網絡與人口移動之中，這與西方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擴張密切相關。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其中一個港口為廈門，而廈門

與金門近在咫尺，金門居民原本便常常驅船前往廈門購物或進行貿易。當時東南亞的

新加坡跟印尼為英國、荷蘭的殖民地，西方帝國將殖民地資源運回歐洲或世界各地進

行貿易，為此，需要許多的勞力在碼頭搬貨、運送等。當時福建沿海一帶，包括金

門，許多生活困苦的男性農民選擇或被騙上船，前往東南亞成為苦力，將辛苦賺到的

錢設法匯回老家，形成僑匯經濟。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廣西一帶，都因

類似的脈絡，出現大量男性外流到世界各地，如美國西部、加拿大、印度、和東南

亞，作為勞工賺取僑匯的現象。

　　但這些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勞工，其家鄉或稱為「僑鄉」（例如金門）很多

都是父系宗族意識與結構強韌的聚居社群，有很深的傳宗接代與根留家鄉的傳統觀

念，這影響到這些男性移工的婚姻安排。以金門來說，許多遠渡重洋到東南亞工作的

勞工，一方面是從小養成的價值觀使然，一方面則是家庭壓力，還是會回到家鄉娶妻

或生子後，再外出工作，造成妻子守活寡的情況。在這個脈絡下，童養媳、或是奉父

母之命成婚的情況比比皆是。不過留在僑鄉的人們對於僑匯經濟的依賴、與對於男性

移工或歸僑的經濟能力的過度想像，也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當地的婚姻市場，造成許

多父母想要將女兒嫁給移工或歸僑的情況，甚至是要求高額的聘金。因此，儘管在婚

姻形式上看似遵循傳統，新的政經脈絡實際上塑造了新的說媒的標準，也影響到婚後

生活的實際安排，並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對於女性的壓迫。

　　第二階段為1949年到1992年金門解嚴為止，放在全球脈絡下，是二戰之後的冷

戰時期。國共內戰之後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與共軍於金門的一戰中取得難得

的勝利，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守住了金門也就是守住了臺灣。金門因此在1949年之

後進入一個準軍事管制的狀態，國民黨政府於1956年所設立的戰地政務體制，正式

將金門納入軍事管制之下，直到1992年金門解嚴，當地人稱此時期為「軍管時

期」。做為戰地的金門，迎來大量從大陸撤退、和從臺灣派來的軍人（當然主要是男

性）。在國共軍事對峙最嚴重的1950和60年代，金門的駐軍最多高達10萬人，是當

地居民的2倍。

　　面向這些長駐或短駐在金門的大量阿兵哥，金門當地人看到了做生意的機會，例

如有人種蔬菜賣給軍隊。當時很多家庭中的已婚婦女，開始到附近的營區收阿兵哥的

制服來洗或修補，一步步累積資本，然後擴大生意範圍，開始經營小吃點、冰果室等

等，由自己的女兒或聘來的年輕女性當店員。在此之前，金門宗族社會的父權思想深

刻影響性別分際，邱博士所訪談的現在70歲以上的女性，多為奉父母之命結婚，即便

是一般農家，也都謹守男女分際，這些女性常常說自己婚前都沒跟陌生男人講過話。

但在軍管時期，因阿兵哥生意的關係，很多年輕女性開始與陌生男性接觸，也許做生

意賺錢養家的能力為她們增添了自信，許多女性勇敢地、自主地決定和喜歡的阿兵哥

結婚，或是後來到臺灣追逐自己的夢想與生活。但同時間，也有許多女性還是遵從父

母的安排，與當地的男性結婚，成為家庭主婦。邱博士透過搜集這些女性的不同的婚

姻故事，來討論軍管時期的特殊政治經濟脈絡、父權結構下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性

和原生家庭之間的紐帶之間複雜的關係。

　　第三階段金門解嚴之後至今。整體而言，當代金門的婚姻狀況與臺灣本島沒有太

大的差別，不過在同樣的現象背後，還是有當地特殊脈絡下所形成的特徵。以兩岸婚

姻為例，金門的中國籍配偶佔所有外籍配偶的比例超過80%，遠多過於臺灣本島的情

況。而且在臺灣，有許多兩岸和跨國婚姻是由商業化的婚姻仲介來安排，但在金門則

偏向非正式的網絡，也就是親友或生意夥伴的相互介紹。由於婚姻常常是建立在這種

非正式的社交網絡之上，婚姻的締結同時也加深或鞏固了這種社交網絡，在相當程度

上推進了金門居民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與親屬連結，使得金門整體對於中國有複雜的經

濟需求與仰賴。

　　又例如推遲結婚的現象，金門與臺灣本島的趨勢大致相同。但邱博士透過訪問一

些留在金門、30歲到40歲初頭之間目前未婚的年輕人，試圖釐清這些年輕人之所以

還沒結婚的原因（受訪者大多不排斥未來有一天會結婚）裡面，是否有哪些當地特

色，以及又有哪些特徵是可以呼應到臺灣本島、東亞社會、甚至是全球的現象。不難

想像，金門至今仍相當緊密的親屬社群，對於這些留在家鄉的年輕人產生了很大的壓

力，不僅在異性交往上造成一些困擾，也總是要面對逼婚或介紹對象的問題。不過大

部分女性與男性受訪者，並沒有主動提到自己推遲結婚的理由是因為對父權結構的厭

惡或反抗，而是進入一個反思的過程，從個人的生命軌跡，來思考原生家庭或是過去

的感情經驗如何影響或形塑自己現在的生活樣態。邱博士認為民族誌的質性方法的優

勢正是在於可以呈現這個反思的過程，並從中看到受訪者對於生活和未來的想像與具

體實踐，如何連結到更廣泛的社會變遷，甚至是成為一個促進社會變遷的轉變的力

量。

英國與臺灣學界觀察

　　邱博士提到，回應近年來ERC等研究資助機構對於研究成果的公開分享與知識

交流的高度重視，AGATM計畫包含了各種呈現與分享研究成果的規劃，包括團隊成

員個別或集體參與其他單位舉辦的研討會或工作坊，以及由AGATM團隊主辦，在英

國愛丁堡舉行的一個小型研討會和一個小型展覽等。這個由AGATM團隊策劃的小型

展覽，其展示物件是團隊成員在田野調查期間搜集而來的、與婚禮有關的物件，透過

主題的設計，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英國民眾介紹不同的文化裡面，婚禮的象徵與社會

意義，婚禮物件的變化如何說明了社會變遷，也可以透過五個不同文化的婚禮物件的

比較，看到文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AGATM團隊也為這個展覽架設了一個網頁

（https://anthropology-of-weddings.org.uk），提升研究成果分享的公共近用管

道。

　　從臺灣到英國，再從英國回臺灣。邱博士認為英國與臺灣人類學發展的差異，主

要來自於發展傳統的不同。英國人類學的初期發展與對於殖民地管理的需求密切相

關，而臺灣則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時候，由殖民者帶入人類學在臺灣的種子。這個不

同的脈絡、以及某種不成文的學術內規，影響到人類學這個學科在兩地的長期發展。

例如在英國的許多人類學者（無論是英國人或外國人），是以英國的前殖民地的一些

非洲國家和印度，作為主要民族誌區域。而臺灣出身的人類學者，大多從事臺灣本土

或自身文化的研究，並分為臺灣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不過近年許多臺灣學者開展

了海外的研究，不再局限於「研究自己的文化」。即便是研究自己的國家與文化，臺

灣人類學者也能呼應新的研究趨勢，與世界同步的開展新的研究，例如對於跨國移工

與家庭、氣候變遷、多物種民族誌等主題的研究。

　　除了人類學學科發展外，邱博士亦分享在英國的學界現況。在英國完成博士學業

後，有相對豐富的來自英國或歐洲的研究資源，讓剛取得博士學位、尚未取得任何學

術職位的青年學者，可以獨立申請研究計畫。但臺灣目前這樣的資源相對缺乏，使得

許多剛畢業的博士即便想回臺灣貢獻，也沒有一展長才的機會。不過邱博士也注意到

近年開始出現招攬年輕學者回臺灣服務或進行交流的方案，人社中心所提供的境外學

人訪問便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在國外服務的臺灣學者也有機會回臺交流。因此，邱

博士很感謝中心提供的相關資源，例如圖書館資源的使用，讓她可以在訪問期間完成

研究寫作所需的中文檔案資料及相關文獻的搜集。

「境外學人」申請受理時間：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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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
撰文／邱怡瑄（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林明仁司長開幕致詞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活動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_C1UUD1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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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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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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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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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左起主持人黃冠閔研究員兼副所長，及主講人梁庚辰特聘教授、
鄭毓瑜特聘教授、鄧育仁研究員兼所長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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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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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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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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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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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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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與談人及與會貴賓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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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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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是本年度科技部人社中心主辦系列腦科學與人文

學科對話活動的首場，具提綱挈領意義。會議採線上轉播實體座談形式，邀集國內腦

科學、心理認知、文學、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及發想腦科學與人

文學科未來的研究藍圖與展望。

（一）梁庚辰特聘教授分享

1. 人類對身心機制的追尋

　　梁庚辰教授以「從詩心生息到大腦靈動」為題展開分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人類確認腦乃探討身心運作的基礎，腦之於身心，並非「Ａ指揮Ｂ」的上下從屬關

係，而是相互影響的循環互動機制。梁教授推薦由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Eric K

　andel（1929-）撰作的《洞見時代》（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

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該書陳述當時人文學者與科學家自在交流的知識風景。知識推進伴隨學

術洞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人類潛意識的「內在驅力」主導行為，此論

影響二十世紀以降的藝術家們，將再現焦點自對外形的精確描摹，轉向對內在情緒、

心理狀態與欲望感受的呈現。

2. 發現內在宇宙：情緒、認知與腦科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的心理學固然曾經重視腦部活動的角色，但當時腦知識遠不足驗證佛

洛伊德理論。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幾項發現喚醒人們重新注意心腦間關聯。在腦傷與

心智能力對應上，Brenda Milner（1918-）發現失憶症患者因腦中海馬體與內顳葉

遭切除，導致無法產生新記憶。諾貝爾獎得主Roger Sperry（1913-1994）則在切斷

胼胝體的裂腦病人身上觀察到其左右腦各具獨立意識。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如Mark 

Rosenzweig（1922–2009）發現將老鼠養在充滿各式刺激的環境裡，會促進牠們的

腦部發育與學習能力。相對的，哈佛大學David Hubel 與 Tonrsten Wiesel團隊（兩

位與R. Sperry分同年享諾貝爾獎）則發現剝奪貓幼年時的視覺經驗後，損壞了牠們

視覺皮質的解剖發育與生理運作。上述研究說明心智活動與神經系統間的密切關聯。

　　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迷幻或上癮藥物的發現研究顯示人類的情緒也受腦部活動的

左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科學家曾經認定大腦邊緣系統（the limbic system）

涉及情緒。關於情緒，科技部人文司曾協助心理學門建置「臺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

心理生理資料庫」，其內容含括從具體刺激引發外顯反應，到抽象刺激引發情緒思

維，橫跨了有行為演化基礎的基本情緒到以文化概念為主體的建構情緒等理論。抽象

情緒可以透過腦內斷層掃描而具體呈現出生理與解剖的差異。神經學家Antonio 

Damasio的研究顯示，一個利用記憶人回想過去快樂、悲傷、恐懼或憤怒等情緒思

維，會分別觸動大腦皮質與皮質下許多區域。通過腦科學，人們意念中的情緒一樣會

牽涉到腦部反應，只是涉及的腦區超越到邊緣系統之外。

　　意念所引發的情緒反應可以師大陳學志教授團隊曾進行的幽默笑話研究為例，研

究團隊觀測幽默笑話與腦部活動關聯後發現，幽默笑話引發的愉悅、好笑感覺，會活

化腦內左側腹內前額葉（vmPFC）和兩側的杏仁核（amygdala），以及海馬旁迴

（para-hippocampal gyri），甚至涉及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

tex）等區域，這些部位和其他學者觀測到的「社會腦」區域相近，這符合了達爾文

所謂情緒的生存適應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溝通。就文藝研究而言，我們對於詩詞歌賦如

何反映人類的憂傷、痛苦、恐懼或平撫傷痛，讓讀者產生共鳴，一樣感到好奇。作者

與讀者的腦部如何透過文字進行心靈與情緒的互動，是個值得研究的好題目。科技部

人文司所轄的三部MRI儀器，已經發展出並聯同步掃描的技術，用於探討創作與欣賞

的腦部如何達成共鳴交感，將會有良好的發揮。

3. 心理學進路的文學詮讀

　　與共鳴交感相關的一個心理學概念是「心意揣度」（theory of mind），即人如

何從他者外表行為或言詞推論、揣測其心理狀態，這經常發生在書寫創作與閱讀的過

程中。學界對「心意揣度」形成的機制有過三種看法：主張人腦有內建特定模組負責

此功能的「模組觀」（module theories）；或主張人係運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別人

心智狀態形成理論性假設的「理論觀」（theory theories）；另外還有認定人藉著

自身模擬他者行為來瞭解他人心態的「模擬觀」（simulation theories）。前述機制

可落實於腦科學的觀察。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綜合73 種不同實驗方

式，統整出「心意揣度」所活化的腦區圖像，發現人類在進行該行為時，腦中顳頂葉

交會區（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的活躍狀態最為顯著一致，然而這些相關實

驗多使用「圖形推理作業」作為刺激引發心意揣度的活動，我們應該進一步思索文學

作品的閱讀，如何可以成為讀者與作者情意交流的刺激材料，為這樣的研究建立良好

的實驗模式。

　　梁教授接著以幾首中國古典詩的解讀，來刺激觀眾思考心理學知識與文學閱讀的

關係。如李商隱有兩首詩都寫出神仙對長生不死的無奈，例如〈嫦娥〉中：「嫦娥應

悔偷靈藥」表現詩人「知道你（嫦娥）應做如是想」，這直接呈現出李商隱的初級

（first order）心意揣度。作者有時間接隱晦表達其心意揣度時，這將引發讀者的次

級（second order）心意揣度，例如另首〈瑤池〉中：「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

不重來？」揣度瑤池金母心理──她疑惑穆天子分明擁有駿馬，卻再也不曾重訪仙

鄉，詩人未明言，卻暗示身為神仙的瑤池金母不明白「死亡」，是以對穆天子的杳無

音訊感到疑惑。梁教授指出讀者要讀懂此詩，不僅要瞭解詩中人物（瑤池金母）心

理，更必須揣摩作者（李商隱）寫作意圖。這種「我覺得你（作者）已瞭解了祂（王

母）的心意」的過程，即為「次級心意揣度」。認知神經研究也指出心意揣度可分

「認知評述」與「情緒覺察」，兩者各自活化腦部的不同區域。此處梁教授再舉三首

同樣歌詠「項羽兵敗烏江亭」的詩作為例，分析其中心意揣度的不同層次：杜牧〈題

烏江亭〉一詩幾乎不存在心意揣度，僅就客觀條件表達個人評述；王安石〈疊題烏江

亭〉則把討論對象放到「江東子弟」立場，體察、揣度他們的心態處境；李清照〈夏

日絕句〉則不僅揣想項羽兵敗的心境，甚至可能暗示李清照理解到項羽洞察江東子弟

的心態，而達到人我間的通感，筆下充分流露出對項羽自盡的諒解與同情，因此除了

前兩首詩所顯現「心意揣度」的認知評述成分外，也會引發讀者的情緒覺察成分。如

果一個讀者的層次只達於文字表面理解，則他念這三首詩時的腦部活動應該沒有不

同，只會興奮相關文字意義的腦區；但如果讀者能夠展現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能力，

則其第二首與第三首詩就會激發認知評估的心意揣度腦區；如果讀者還能夠和項羽或

李清照產生有情同感的共鳴，則第三首詩更會激發情緒覺察的腦區，是第一與第二首

詩所沒有的。認知神經科學因此可作為反映或解析讀者賞析層次的研究方式。

　　梁教授演講先從學術史、科學史演進為背景，一步步談論人類如何逐步認知自己

的內在宇宙、情緒研究和心理研究又如何和腦科學發展相互聯結、心理學與文學又可

如何整合、激盪彼此跨科際的知識視野，以便進行閱讀分析。梁教授以其廣博學養穿

越古今中西，其所拋出議題也觸發在座學者的討論興趣。

（二）鄭毓瑜特聘教授分享

1. 「詩」從何而來？

　　鄭教授首先拋出文學研究者想向心理學、腦科學學者提出的疑問──腦科學或心

理學可否能幫助研究者解開關於「創作」的奧秘？她接著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首詩

作〈詩〉開啟關於「創作」的討論：

而就是在那種年紀……詩上前來

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從什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

我不知道它怎麼來，什麼時候來，

不，它們不是聲音，它們不是

字，也不是沉默，

從一條街上我被叫走，

……(中間從略)

在那兒，一張臉也沒有

而它觸及了我。

――聶魯達，〈詩〉（陳黎、張芬齡翻譯）

　　聶魯達此作描述作詩之過程，內容卻暗示詩並非能由「作」而得，它像是早已成

形，只是等待被觸發的契機。「創作」之機制使人好奇，而鄭教授認為有關「創作」

的討論，涉及「感動」及「表現」兩種機制。

　　中國詩學述及文學根源時，常以「感物而動」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等說明

「感動」涉及從內而外諸多層次的「越境」──「物」通常在外，而「感」、「情」

蘊藏於內，表達感情時，又須藉由文字語言形諸於外。文學機制裡，內外間不斷越界

的過程極富意義，當內在的「我」試圖理解外在的「他者」，「他者」也將反過來形

塑表現所謂「自我」。因此沒有單純的「物」，亦不存在孤立的「我」。鄭教授使用

徐復觀所說「追體驗」一詞，說明「文學」可說是「體驗」的知識。體驗主要從兩方

面構成：一是「歷史語境」，二是「文學語境」。歷史語境指明文本背後，自有其牽

涉的語言、社會、人事與思潮背景；文學情境則提示「想像」之重要──所有曾經與

當下、聯想與親歷、已知與虛構的連結，都需藉助想像為媒介。

　　鄭教授憶及大學時，聆聽學長姐朗誦詩人瘂弦（1932-）〈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

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詩中排比許多「必要」，但詩中所述又似

乎全都非屬必要。此詩說明讀詩不能拘泥字面義。詩，正是把字詞全都加總起來，卻

又超越這些字詞之外的文學結構。

2. 「詩」沒有簡單而相等的重複

　　鄭教授解析一段出自楊牧（1940-2020）〈延陵季子掛劍〉的詩行，說明詩歌與

典故應用間的關係：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楊牧此詩殊勝處，不只在於新詩中鎔鑄古典，還在於他大膽延伸並虛構典故內容

──詩中描寫季札向孔子學習，但是根據歷史，季札出使魯國時，孔子年僅八歲。不

過，虛構之故事，卻指向歷史真實。據胡適〈說儒〉一文考證，「儒」之教育原係文

武兼修，楊牧以此表示後來的儒家二分文、武，區別儒、俠的遺憾。當季札「儼然是

一能言善道的儒者」，是用「封了劍、束了髮」的代價換取。其詩中的惋惜懊惱，隱

然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歷程。當時在北美攻讀學位的楊牧，為了專注研究而忽略寫詩，

就像習儒棄劍的季札，不免有所失落。此詩顯示文學創作的典故運用，其實不存在

「簡單而相等的重複」。典故有固定情節與意義，但楊牧將其轉化延伸為抒寫生命感

受的素材。作者創作的動機及意圖，是文學研究者最難索求的奧祕。此詩末句「那疲

倦的划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表現文本內外不同階段與情緒的自

己。文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流動且前後不一的各種「體驗」和「我」。

3. 詩思流動與文學表現

　　設若文學展現的，是流動不居，前後未必一致的「思」與「我」，那麼是否也有

一種流動的「表現」形式，可呈現思維及感覺的變幻特質？鄭教授以卡爾維諾

（1923-1985）於《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引述達文西手稿為例，討論關於書

寫者不斷和文字搏鬥、反覆斟酌的歷程。達文西（1452-1519）意圖描寫深海生物的

骨骸化石，他反覆修改，每次強調重點都稍有差異。第一段出現「烏黑而剛硬的背

脊」，即是達文西對眼前「物」的描述，他先將此物放回大海中「出沒」，讓牠回到

「生」之狀態。第二段手稿則讓生物在海中攪起漩渦，以再現其活動。最後版本裡，

達文西用「犁耕海水」意象連結海洋和土地。設此巧喻，將烏黑剛硬背脊在海水中翻

攪、壓服等動作的力與美傳達，更暗指海水如土地般深厚廣大。

　　鄭教授提醒聽眾，關於表現的討論，當然必須立基於「分析字句」和「歸納分

類」的工夫上，但倘若缺乏想像，我們不可能把化石擺回牠曾經優游的大海，更無法

聯結不同性質的事物，而碰撞出嶄新感受。

（三）鄧育仁研究員分享

1. 心智科學對思考模式的探索

　　鄧研究員則以2016年上映的電影”Arrival”

（中譯為《異星入境》）為討論觸媒。這部電影描寫

太空船降臨地球時造成騷動。身為語言學家的女主角

負責學習與外星生物溝通。語言學家學習其「語言」

後，開始夢到過去、現在與未來。這部電影蘊藏的語

言學假設，是認定語言使用將影響心智，甚至改變語

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所以電影裡想象的外星生物，乃

係藉由宇宙時空看待事物，思考維度業已超越目前人

類運用語言思考的框架。女主角正因習得其語言，從

而獲致超越人類已知的知識維度。以此故事為引，鄧

育仁研究員拋出的話題則是：無須等到外星人降臨，

語言造成的個體思考差異，早已實存於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裡，此正是「心智多樣

性」的討論起點。

　　過去對「心智多樣性」認知尚不夠清晰。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裡，多數時間只為

了「生存」奮戰、演化及競爭。但超越「生存」外，人類是否會為了捍衛價值與信念

奮戰？多元價值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但「多元」間，可不可能永遠無法相互

理解？甚而在價值觀上，不同個體間是否存在深度歧見？鄧教授以自己的學思歷程，

帶到不同哲學觀點中所開啟的相關討論。

　　首先是「邏輯觀點」開始。鄧研究員先從20世紀邏輯學大師W. V. Quine

（1908-2000）提出的「Gavagai」案例說起。Quine舉語言學家破解「Gavagai」意

義的過程為例，對未知詞彙翻譯的途徑，往往通過觀察語言使用者行為而加以推敲判

斷。但假如僅根據當地語言使用者在兔子竄出時大喊「Gavagai」，從而認定此語即

兔子，卻有偏誤可能──可能在當地語言中的「Gavagai」代表兔子不可拆分的部

分，或指兔子出現的場景。Quine通過「Gavagai」案例，說明「翻譯的不確定性」

及「指稱之不可測性」。

　　再談及「計算觀點」。此觀點主張人的思維和符號計算機制有關。此論有個重要

轉捩點──當人工智慧電腦「深藍」打敗世界棋王時，曾引發熱烈討論。當時有位名

叫John Searle（1932-）的哲學家主張：深藍的致勝關鍵在於計算速度，深藍其實不

比人類「聰明」，但可用極快速度計算棋路。但人並不採用這樣的「速度」和「計

算」模式思考。人無法複製深藍電腦的心智模式，深藍電腦也無法像人一樣思考。

　　目前則有哲學家發展「神經網絡」的心智哲學論點。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提出的心智哲學模型，其簡化後，外型頗類乎一隻擁

有大眼，且擁有靈活上下臂的螃蟹──視覺接受刺激，而其內在三層、甚至數百層的

神經網絡系統，迅速且多層次地交互作用。如同其靈活上下臂，協助對每個眼見事物

的計算與理解。鄧教授提及，神經網絡觀點當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應用廣泛。我們常使

用的人臉辨識、siri等科技，對心智計算能力的假設和模擬，都與此模型有關。

2. 思考之「相互性」與公民哲學

　　接著介紹包括體現（Embodied）、嵌合（Embedded）、擴展（Extended）和

引動（Enacted）等的「4E觀點」。Andy Clark（1957-）在其著作Surfing Uncer-

tainty：Prediction, Action, and the Embodied Mind敘述的故事──外星人探索

宇宙時，發現人類是一種「會思考的肉」──由碳水化合物構成，卻能與環境互動，

形成心智活動。此亦即鄧教授所理解的「生之動」──「生之動」並不僅限於神經網

絡自身，還包括與環境裡所有事物互動的過程。比如要如何丈量筷子長度？原始時

期，人類倚靠的並非幾公分幾公尺的度量衡，而是將筷子一端齊頭放在桌上，就能夠

知道誰更高、誰更短的環境智慧。外在事物的理解和認知過程，同樣是推進心智認知

的元素。

　　接著鄧研究員談及曾是他的指導教授Mark Johnson（1949-）和George Lakoff 

（1941-）兩位哲學家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兩人合作多篇論著，觀點深入淺出，卻使人茅塞頓開。他們由語言及譬喻入手探索思

考歷程。鄧研究員再次強調，所謂「思考」或「生之動」的歷程，並非僅僅依靠神經

系統的孤立運作，也不是靠身體器官就能徒以自行，而是與外界、與他人互動的過程

裡累積出的經驗與相互理解，也在這套強調相互性的方法視野下，後續亦可展開「心

智多樣性」的討論可能。

　　目前鄧研究員正發展「公民哲學」理論，在心智多樣性的基礎上，思索「怎麼

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多元紛爭的世界」。「公民」提供尊重每個

不同心智狀態個體的視角，讓所有人可完整公平地開展其不同價值論述。另外關於

「心智多樣性」，鄧研究員亦扼要提供幾位學者的觀察。Joshua Greene述及人類知

道必須與他人合作與溝通，可能是一種部落道德的演化。Jonathan Haidt （1963-）

則提出「多向度道德維度」之說，指出人的道德觀有不同維度：有的強調公平，有的

重視聖潔。假設各自對道德的尺度和先後順序不同時，是否將發展出不同取捨權衡的

哲學思考與價值判斷？

（四）綜合座談：對話、激盪與討論

　　下半場會議，是主講人和與談人互相回應，以及與會學者提問及討論時間，對談

內容精采多元，以下則擇要敘述之。

1.梁庚辰教授回應：認知科學中關於「創意」之討論

　　梁教授首先回應關於「創意」的提問。他指出「創意」是心理學的重要話題，但

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裡有關「創意」的探討還有待開發。目前認知神經科學中，對「創

意」的研究，則一致性表明「創意」和腦內海馬迴（Hippocampus）部位高度相

關。當腦內用來整合經驗、形成記憶的部位和創意有關，便指向所有創意之產生，都

可能來自過去經驗的積累。梁教授也向觀眾解釋海馬部位的神經聯結呈現矩陣正交形

式。這意味任何輸入的事物，都足以啟動另一個輸出的過程。任一個舊經驗、舊知識

的存在，都可能成為啟發新創意、新知識的契機與依據。

2.鄭毓瑜教授回應：抽象與具象、詩與時間

　　鄭教授呼應鄧教授述及人們怎麼通過與環境互動，以形成抽象概念的說法。她以

教導小孩「紅燈停，綠燈行」的經驗為引，指出父母心中對「紅」的概念有固定認

知，但小孩卻回應「那是什麼紅？」。具體事物要形成抽象概念已是一個認知過程，

但形成抽象概念後，如何在將抽象概念再具體化，又是另一層次的越界。因此情緒裡

的懊惱與憂傷，公民哲學裡的善與惡，價值觀裡的平等、公理或正義，如何具體為他

人可理解的事物，是值得探討的。鄭教授也用歌德（1749-1832）所寫的〈流浪者之

夜歌〉作結語，提醒關於「時間」的情境脈絡。該詩是歌德早歲登山時在獵人小屋用

鉛筆題寫，他在四十八年後又再次一步步登上山頂，在故地看到自己多年前筆跡而痛

哭流涕。曾是作者的歌德經過時間催化，也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很多時候，文學的創

作和體驗要能形成意義、產生意義，也需要「時間」這個有力的催化劑。

3.鄧育仁教授回應：再探「生之動」

　　鄧教授回應則扣緊「生之動」。他說明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懂如何揣度他人心理，

卻能根據他人動作與之交流──此即「生之動」。孩童學習行動，是在與他人互動中

累積體會並加以模仿。到了年長時，人則開始揣度他人的思考，逐漸形成哲學。哲學

思考和文學有不同側重與關注。哲學家極力去揣度、重建和探索人類心智思考的模

式。也許這些從外在行為往內回推至其內在思考邏輯的是笨工夫，但哲學家對於「生

之動」的追尋，將持續不懈。

（五）尾聲

　　會場有來自各領域的貴賓和不同世代的學者，接連分享他們對這場座談的一些看

法，人社中心後續還有其他平臺持續報導。但會議尾聲裡，人社中心周素卿副主任也

總結談論人社中心舉辦活動的初衷。一開始創造這一對話平臺，是為了提供提供跨領

域研究的一些前瞻性論題。但在實際與會過程裡，反而體會到學術共鳴與追尋之熱

切，實乃跨越學科彼此間的界限。科學是探索未知，哲學是重新定位，文學是解放心

靈。學科劃分並非阻撓彼此認知的高牆，而是促進彼此認知對方學思的橋樑。今後相

關活動也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學術的對話。

會後大合照

‧時間：109年6月20日（星期六）14:00-16:30

‧主持人：黃冠閔（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主講人：

　梁庚辰（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

　鄭毓瑜（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鄧育仁（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與談人：

　黃榮村（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周泰立（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謝伯讓（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李育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潘怡帆（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陳樂知（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林映彤（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更完整的活動報導，可參閱109年9月出刊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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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管理學遇上腦科學、當學術研究遇上真實世界：
心智認知與管理學的學術與應用論壇
撰文／林慈璿（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此次於2020年7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

院重光講堂舉行的「當管理學遇上腦科學、當學術

研究遇上真實世界：心智認知與管理學的學術與應

用論壇」，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本年度

帶動人文社會跨領域交流的第二場。本次論壇不僅

有來自財務金融、管理學、心理學等各界學者探討

神經管理學的學術研究及心智科學的應用方法，再

到真實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分享他們對結合心智科學

與管理的心得與關心議題，更有現場50位及線上直

播的150位觀眾一同參與了解，足見此議題的未來

性與重要程度。

　　第一場「神經管理學學術研究分享」由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業寧教授擔任主持人，介紹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別

蓮蒂教授和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陳瑀屏助理教授兩位主講人，為大家介紹腦神

經科學如何與管理學相輔相成，又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研究難題。

　　本場由陳瑀屏助理教授提出結合心智科學與管理學係由四件事—管理學、腦科

學、學術研究、真實世界—共同交集而成，並闡述其交互關係開始。首先，為什麼要

用腦科學研究管理學？管理學的核心是不同層次的決策問題，領域大致可分成財務、

組織行為、行銷、會計、策略跟作業管理。而腦科學在應用於管理學上，並不局限於

「腦」，任何用生理的方式測量人的反應機制，均屬於心智科學的運用方式。因為管

理學探究的是「人」，而「人」的內心活動表現，並非外表所能直接顯現。例如透過

問卷測驗或實地觀察來了解「誰是比較適合的員工」，會像心理學測驗小孩是否說謊

　　的研究一樣，每個參與面試者都會有自己應對面試的回答，但這些回答不一定是

真實資訊，而且可能想得很多、說出來的卻很少。此時，若採用腦科學方法，用另一

個角度來了解，便可和傳統研究方法產生互補效用。相對地，管理學以往奠基的學術

知識，則可幫助企業洞察這幾年蓬勃發展的AI 演算法趨避 (Algorithm Aversion)對

消費者的影響，像是：人們如何理解AI？未來如何和AI共存？流行文化如何改變我

們的認知？等等。這樣的結合，不僅能擴展學術研究的領域，累積更多面向的資料與

知識，也能將學術研究成果應用到真實世界中，幫助企業以非傳統方式達成目標；而

從真實世界發現的問題，也能激發出新的研究可能性。像是透過眼動儀追蹤消費者看

畫面上呈現的多樣零食的狀況，可能會發現提供給消費者的選擇越多，每樣零食的視

覺停留次數越少；或者藉由腦區的變化得知消費者因為過多的選擇而產生認知疲乏、

拒絕做選擇的情況。由此可知，腦神經與管理學的跨領域結合研究，不單是知識範疇

的擴張，更是學術研究與真實世界的溝通橋樑。

　　別蓮蒂教授則是以「From the Brain to the Pain: My Experiences of Neuro-

science on Consumer Research」為題，分享一個嘗試進行跨領域研究學者所遭遇

的挑戰和困擾，期望能讓將來有意從事這類研究的人引以為鑒。別教授提到自身的腦

神經研究之路，源於大學念心理系，且曾為《Buyology: 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中譯本寫序，而開始對腦神經科學結合行銷研究產生深厚的興趣，並

在國立政治大學於2011年成立「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的機緣下，開啟了自

己的第一個應用磁振造影探討消費者美感與溝通說服模式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在一次

次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跨領域研究的難處。除了心智科學的實驗設計與管理領域的不

同之外，儀器的操作設定和分析也是一項進入門檻，更別說每個人的眼球與腦結構都

不一樣，不易取得明顯的一致結果，而且也無法直接用以解釋其背後的心理意義或行

為價值。

　　下半場的綜合座談率先由「管理學的研究議題發想」延續討論。三位與談人：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王蕙芝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張晏誠副教授、

和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王貞雅副教授，逐一就各自的領域結合心智科學研究

提出心得感想與未來議題。王蕙芝教授以「為什麼大家喜歡刷信用卡消費? 不喜歡用

現金？」為例，解釋透過腦科學發現使用現金的作用腦區與痛覺的區塊是重疊的，足

以佐證腦科學有助於管理學的研究發展，鼓勵研究者率先成為造橋的人。張晏誠副教

授從行為財務學的「非理性預期之信念（beliefs）」、「合理之偏好（preferenc-

es）」、和「認知能力的限制（cognitive limits）」三個面向，進一步說明如何應

用腦神經研究來引進更為貼近「人」的假設，並研擬出更好的行為財務預測。最後，

王貞雅副教授提出服務評鑑的議題，強調現行的問卷調查其實已不足以說服企業界，

而管理學借助腦神經可提供更科學化的證據；但是要促進這類研究的開展，仍有如同

上半場講者提出的種種問題需要解決。為能加速研究發展，並降低進入門檻，建議透

過跨界合作的模式，以提升綜效。本場主持人陳瑀屏助理教授也強調，腦科學研究的

問題在於樣本少，對業界的說服力不足，但現實世界的數據量可以很大，將腦科學和

真實世界的數據做結合，將不同來源的資訊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相互補足。

　　綜合座談的第二場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與黃從仁助理教授進行

「心智科學的研究方法討論」。謝副教授分析應用腦造影儀器進行心智功能的跨領域

研究，會面臨三層次的問題：1) 使用儀器；2) 設計實驗；3) 控制混淆變因。儀器的

操作使用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可藉由參加各單位舉辦的研習營或工作坊來學習關於

心智科學儀器的使用方式；但實驗設計的規畫，如果不具備人文社會領域的背景知

識，可能會不知道要如何在眾多心智研究方法中，找出最合適的工作來設計實驗，這

之中以控制混淆變因是最困難之處。假設以畫面上呈現不同果醬數量供消費者選擇的

實驗來說，可能發生24個果醬比12個果醬有更多的腦區活化現象是來自視網膜上光

點的刺激數量，跟行為決策沒有任何關係；或是研究代言人的效果時，誤將辨識臉孔

或照片色彩的腦區活化當作是看到代言人的反應。這是很多跨領域的學者沒有注意到

的常見問題，以致於在投稿時面臨評審的質問，或是研究做完了卻無法解釋行為，無

法發表。對於設計實驗和控制混淆變因的問題，需要有經驗與背景知識的人來協助，

這也是跨領域合作的重要之處。對此，謝副教授表示很樂意協助審視實驗設計和釐清

混淆變因，歡迎有興趣從事此類研究者與其聯繫。

　　黃從仁助理教授則從本身自歸國後選擇研究AI與大數據分析做為研究領域，來

點出腦部功能性磁振造影對於研究結果的推論有其難度。主要與兩個議題息息相關：

第一個是腦區的功能性刻畫。以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假定有一個腦區的功能是在做加

法，但若有學者進行觀測解微積分的腦區，這個做加法的腦區會有反應，但卻不能將

其導向為計算微積分的腦區。很多時候腦區的反應並不能代表研究的全貌，當將基礎

科學拿來作應用研究時，就會產生推論的誤區。第二個議題則是：即便對某個腦區的

功能已經有正確的理解刻畫，但很多時候腦區反應是一種反向推論。例如分析什麼樣

的菜色會刺激消費者購買，可能會有某個腦區很活躍，但能刺激這個腦區的原因有很

多，也許是因為這道菜真的很秀色可餐，但也可能是因為肚子很餓，所以產生「想

吃」的慾望。就像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表像上只有「買」或「不買」兩種，但背後有

很多影響決策的因素。因到果是多對一的關係，無法從果去反推到因，所以無法去了

解作出行為的背後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邀請到玉山銀行台大分行林敬偉經理和發現茶的創辦人陳翊榮先生進行「企

業經營者的回饋」。林經理表示由於銀行提供的是無形服務與產品、在產品面同業複

製性速度很快，也沒有專利可以保護，所以會思考：怎麼讓顧客認知到我們跟別人不

一樣的？會不會是我們提供服務的媒介，例如同仁、品牌，可以給顧客不一樣的感

覺？譬如來自消費者的直覺性反應，可用以改良標準作業流程，讓顧客在看到我的第

一個時間點就有好感；若是來自生活經驗、涉及背景的行為，則可以藉由授信、財富

管理等同仁的舉措來提升好感，並把該元素納入服務的SOP中。另一方面，銀行端

也會借助應用科技來提供服務，而為了改善服務，會調整媒介畫面的配置或顏色，設

計改變後，客戶的反饋雖然變好，但卻無法知道是什麼讓顧客覺得好。當下次要運用

在不同的產品上時，或是不同的時節、不同的環境時，無法歸納之前的經驗作為應用

的基礎，而要重新來過；這也許是未來腦神經、認知研究可以協助的部分。陳翊榮先

生強調電子商務的轉化率影響營收很大，所以消費者對於觀看產品的理解和感性認知

會是一大重點。在此，陳先生分享了一個透過問卷搭配折價券的合作研究，嘗試將重

新連結上回購率低的客人；而問卷也獲得高達50%的回覆率和2至3%的回購率。相較

於僅提供折價券的族群多了一倍的回購率，對業界是相當有意義的，但這樣路徑的轉

化差異在腦區是不是有不同的作用，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

　　本次論壇從來賓熱切的提問中不難發現，學界和業界對於腦神經科學和行銷、財

務等管理科學，這兩個看起來距離非常遙遠的領域的溝通和對話有著熱切的需求。我

們期待能夠發現消費者、投資者、管理者等不同角色的決策生理機制，更深入的了解

他們無意識和有意識的認知和判斷歷程；也期待能從真實世界的企業經營中，發掘有

趣並重要的基礎科學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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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於2020年7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

院重光講堂舉行的「當管理學遇上腦科學、當學術

研究遇上真實世界：心智認知與管理學的學術與應

用論壇」，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本年度

帶動人文社會跨領域交流的第二場。本次論壇不僅

有來自財務金融、管理學、心理學等各界學者探討

神經管理學的學術研究及心智科學的應用方法，再

到真實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分享他們對結合心智科學

與管理的心得與關心議題，更有現場50位及線上直

播的150位觀眾一同參與了解，足見此議題的未來

性與重要程度。

　　第一場「神經管理學學術研究分享」由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業寧教授擔任主持人，介紹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別

蓮蒂教授和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陳瑀屏助理教授兩位主講人，為大家介紹腦神

經科學如何與管理學相輔相成，又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研究難題。

　　本場由陳瑀屏助理教授提出結合心智科學與管理學係由四件事—管理學、腦科

學、學術研究、真實世界—共同交集而成，並闡述其交互關係開始。首先，為什麼要

用腦科學研究管理學？管理學的核心是不同層次的決策問題，領域大致可分成財務、

組織行為、行銷、會計、策略跟作業管理。而腦科學在應用於管理學上，並不局限於

「腦」，任何用生理的方式測量人的反應機制，均屬於心智科學的運用方式。因為管

理學探究的是「人」，而「人」的內心活動表現，並非外表所能直接顯現。例如透過

問卷測驗或實地觀察來了解「誰是比較適合的員工」，會像心理學測驗小孩是否說謊

　　的研究一樣，每個參與面試者都會有自己應對面試的回答，但這些回答不一定是

真實資訊，而且可能想得很多、說出來的卻很少。此時，若採用腦科學方法，用另一

個角度來了解，便可和傳統研究方法產生互補效用。相對地，管理學以往奠基的學術

知識，則可幫助企業洞察這幾年蓬勃發展的AI 演算法趨避 (Algorithm Aversion)對

消費者的影響，像是：人們如何理解AI？未來如何和AI共存？流行文化如何改變我

們的認知？等等。這樣的結合，不僅能擴展學術研究的領域，累積更多面向的資料與

知識，也能將學術研究成果應用到真實世界中，幫助企業以非傳統方式達成目標；而

從真實世界發現的問題，也能激發出新的研究可能性。像是透過眼動儀追蹤消費者看

畫面上呈現的多樣零食的狀況，可能會發現提供給消費者的選擇越多，每樣零食的視

覺停留次數越少；或者藉由腦區的變化得知消費者因為過多的選擇而產生認知疲乏、

拒絕做選擇的情況。由此可知，腦神經與管理學的跨領域結合研究，不單是知識範疇

的擴張，更是學術研究與真實世界的溝通橋樑。

　　別蓮蒂教授則是以「From the Brain to the Pain: My Experiences of Neuro-

science on Consumer Research」為題，分享一個嘗試進行跨領域研究學者所遭遇

的挑戰和困擾，期望能讓將來有意從事這類研究的人引以為鑒。別教授提到自身的腦

神經研究之路，源於大學念心理系，且曾為《Buyology: 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中譯本寫序，而開始對腦神經科學結合行銷研究產生深厚的興趣，並

在國立政治大學於2011年成立「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的機緣下，開啟了自

己的第一個應用磁振造影探討消費者美感與溝通說服模式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在一次

次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跨領域研究的難處。除了心智科學的實驗設計與管理領域的不

同之外，儀器的操作設定和分析也是一項進入門檻，更別說每個人的眼球與腦結構都

不一樣，不易取得明顯的一致結果，而且也無法直接用以解釋其背後的心理意義或行

為價值。

　　下半場的綜合座談率先由「管理學的研究議題發想」延續討論。三位與談人：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王蕙芝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張晏誠副教授、

和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王貞雅副教授，逐一就各自的領域結合心智科學研究

提出心得感想與未來議題。王蕙芝教授以「為什麼大家喜歡刷信用卡消費? 不喜歡用

現金？」為例，解釋透過腦科學發現使用現金的作用腦區與痛覺的區塊是重疊的，足

以佐證腦科學有助於管理學的研究發展，鼓勵研究者率先成為造橋的人。張晏誠副教

授從行為財務學的「非理性預期之信念（beliefs）」、「合理之偏好（preferenc-

es）」、和「認知能力的限制（cognitive limits）」三個面向，進一步說明如何應

用腦神經研究來引進更為貼近「人」的假設，並研擬出更好的行為財務預測。最後，

王貞雅副教授提出服務評鑑的議題，強調現行的問卷調查其實已不足以說服企業界，

而管理學借助腦神經可提供更科學化的證據；但是要促進這類研究的開展，仍有如同

上半場講者提出的種種問題需要解決。為能加速研究發展，並降低進入門檻，建議透

過跨界合作的模式，以提升綜效。本場主持人陳瑀屏助理教授也強調，腦科學研究的

問題在於樣本少，對業界的說服力不足，但現實世界的數據量可以很大，將腦科學和

真實世界的數據做結合，將不同來源的資訊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相互補足。

　　綜合座談的第二場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與黃從仁助理教授進行

「心智科學的研究方法討論」。謝副教授分析應用腦造影儀器進行心智功能的跨領域

研究，會面臨三層次的問題：1) 使用儀器；2) 設計實驗；3) 控制混淆變因。儀器的

操作使用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可藉由參加各單位舉辦的研習營或工作坊來學習關於

心智科學儀器的使用方式；但實驗設計的規畫，如果不具備人文社會領域的背景知

識，可能會不知道要如何在眾多心智研究方法中，找出最合適的工作來設計實驗，這

之中以控制混淆變因是最困難之處。假設以畫面上呈現不同果醬數量供消費者選擇的

實驗來說，可能發生24個果醬比12個果醬有更多的腦區活化現象是來自視網膜上光

點的刺激數量，跟行為決策沒有任何關係；或是研究代言人的效果時，誤將辨識臉孔

或照片色彩的腦區活化當作是看到代言人的反應。這是很多跨領域的學者沒有注意到

的常見問題，以致於在投稿時面臨評審的質問，或是研究做完了卻無法解釋行為，無

法發表。對於設計實驗和控制混淆變因的問題，需要有經驗與背景知識的人來協助，

這也是跨領域合作的重要之處。對此，謝副教授表示很樂意協助審視實驗設計和釐清

混淆變因，歡迎有興趣從事此類研究者與其聯繫。

　　黃從仁助理教授則從本身自歸國後選擇研究AI與大數據分析做為研究領域，來

點出腦部功能性磁振造影對於研究結果的推論有其難度。主要與兩個議題息息相關：

第一個是腦區的功能性刻畫。以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假定有一個腦區的功能是在做加

法，但若有學者進行觀測解微積分的腦區，這個做加法的腦區會有反應，但卻不能將

其導向為計算微積分的腦區。很多時候腦區的反應並不能代表研究的全貌，當將基礎

專題演講：主講人陳瑀屏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與會者專注聆聽

科學拿來作應用研究時，就會產生推論的誤區。第二個議題則是：即便對某個腦區的

功能已經有正確的理解刻畫，但很多時候腦區反應是一種反向推論。例如分析什麼樣

的菜色會刺激消費者購買，可能會有某個腦區很活躍，但能刺激這個腦區的原因有很

多，也許是因為這道菜真的很秀色可餐，但也可能是因為肚子很餓，所以產生「想

吃」的慾望。就像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表像上只有「買」或「不買」兩種，但背後有

很多影響決策的因素。因到果是多對一的關係，無法從果去反推到因，所以無法去了

解作出行為的背後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邀請到玉山銀行台大分行林敬偉經理和發現茶的創辦人陳翊榮先生進行「企

業經營者的回饋」。林經理表示由於銀行提供的是無形服務與產品、在產品面同業複

製性速度很快，也沒有專利可以保護，所以會思考：怎麼讓顧客認知到我們跟別人不

一樣的？會不會是我們提供服務的媒介，例如同仁、品牌，可以給顧客不一樣的感

覺？譬如來自消費者的直覺性反應，可用以改良標準作業流程，讓顧客在看到我的第

一個時間點就有好感；若是來自生活經驗、涉及背景的行為，則可以藉由授信、財富

管理等同仁的舉措來提升好感，並把該元素納入服務的SOP中。另一方面，銀行端

也會借助應用科技來提供服務，而為了改善服務，會調整媒介畫面的配置或顏色，設

計改變後，客戶的反饋雖然變好，但卻無法知道是什麼讓顧客覺得好。當下次要運用

在不同的產品上時，或是不同的時節、不同的環境時，無法歸納之前的經驗作為應用

的基礎，而要重新來過；這也許是未來腦神經、認知研究可以協助的部分。陳翊榮先

生強調電子商務的轉化率影響營收很大，所以消費者對於觀看產品的理解和感性認知

會是一大重點。在此，陳先生分享了一個透過問卷搭配折價券的合作研究，嘗試將重

新連結上回購率低的客人；而問卷也獲得高達50%的回覆率和2至3%的回購率。相較

於僅提供折價券的族群多了一倍的回購率，對業界是相當有意義的，但這樣路徑的轉

化差異在腦區是不是有不同的作用，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

　　本次論壇從來賓熱切的提問中不難發現，學界和業界對於腦神經科學和行銷、財

務等管理科學，這兩個看起來距離非常遙遠的領域的溝通和對話有著熱切的需求。我

們期待能夠發現消費者、投資者、管理者等不同角色的決策生理機制，更深入的了解

他們無意識和有意識的認知和判斷歷程；也期待能從真實世界的企業經營中，發掘有

趣並重要的基礎科學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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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於2020年7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

院重光講堂舉行的「當管理學遇上腦科學、當學術

研究遇上真實世界：心智認知與管理學的學術與應

用論壇」，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本年度

帶動人文社會跨領域交流的第二場。本次論壇不僅

有來自財務金融、管理學、心理學等各界學者探討

神經管理學的學術研究及心智科學的應用方法，再

到真實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分享他們對結合心智科學

與管理的心得與關心議題，更有現場50位及線上直

播的150位觀眾一同參與了解，足見此議題的未來

性與重要程度。

　　第一場「神經管理學學術研究分享」由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業寧教授擔任主持人，介紹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別

蓮蒂教授和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陳瑀屏助理教授兩位主講人，為大家介紹腦神

經科學如何與管理學相輔相成，又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研究難題。

　　本場由陳瑀屏助理教授提出結合心智科學與管理學係由四件事—管理學、腦科

學、學術研究、真實世界—共同交集而成，並闡述其交互關係開始。首先，為什麼要

用腦科學研究管理學？管理學的核心是不同層次的決策問題，領域大致可分成財務、

組織行為、行銷、會計、策略跟作業管理。而腦科學在應用於管理學上，並不局限於

「腦」，任何用生理的方式測量人的反應機制，均屬於心智科學的運用方式。因為管

理學探究的是「人」，而「人」的內心活動表現，並非外表所能直接顯現。例如透過

問卷測驗或實地觀察來了解「誰是比較適合的員工」，會像心理學測驗小孩是否說謊

　　的研究一樣，每個參與面試者都會有自己應對面試的回答，但這些回答不一定是

真實資訊，而且可能想得很多、說出來的卻很少。此時，若採用腦科學方法，用另一

個角度來了解，便可和傳統研究方法產生互補效用。相對地，管理學以往奠基的學術

知識，則可幫助企業洞察這幾年蓬勃發展的AI 演算法趨避 (Algorithm Aversion)對

消費者的影響，像是：人們如何理解AI？未來如何和AI共存？流行文化如何改變我

們的認知？等等。這樣的結合，不僅能擴展學術研究的領域，累積更多面向的資料與

知識，也能將學術研究成果應用到真實世界中，幫助企業以非傳統方式達成目標；而

從真實世界發現的問題，也能激發出新的研究可能性。像是透過眼動儀追蹤消費者看

畫面上呈現的多樣零食的狀況，可能會發現提供給消費者的選擇越多，每樣零食的視

覺停留次數越少；或者藉由腦區的變化得知消費者因為過多的選擇而產生認知疲乏、

拒絕做選擇的情況。由此可知，腦神經與管理學的跨領域結合研究，不單是知識範疇

的擴張，更是學術研究與真實世界的溝通橋樑。

　　別蓮蒂教授則是以「From the Brain to the Pain: My Experiences of Neuro-

science on Consumer Research」為題，分享一個嘗試進行跨領域研究學者所遭遇

的挑戰和困擾，期望能讓將來有意從事這類研究的人引以為鑒。別教授提到自身的腦

神經研究之路，源於大學念心理系，且曾為《Buyology: 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中譯本寫序，而開始對腦神經科學結合行銷研究產生深厚的興趣，並

在國立政治大學於2011年成立「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的機緣下，開啟了自

己的第一個應用磁振造影探討消費者美感與溝通說服模式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在一次

次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跨領域研究的難處。除了心智科學的實驗設計與管理領域的不

同之外，儀器的操作設定和分析也是一項進入門檻，更別說每個人的眼球與腦結構都

不一樣，不易取得明顯的一致結果，而且也無法直接用以解釋其背後的心理意義或行

為價值。

　　下半場的綜合座談率先由「管理學的研究議題發想」延續討論。三位與談人：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王蕙芝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張晏誠副教授、

和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王貞雅副教授，逐一就各自的領域結合心智科學研究

提出心得感想與未來議題。王蕙芝教授以「為什麼大家喜歡刷信用卡消費? 不喜歡用

現金？」為例，解釋透過腦科學發現使用現金的作用腦區與痛覺的區塊是重疊的，足

以佐證腦科學有助於管理學的研究發展，鼓勵研究者率先成為造橋的人。張晏誠副教

授從行為財務學的「非理性預期之信念（beliefs）」、「合理之偏好（preferenc-

專題演講：主講人別蓮蒂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es）」、和「認知能力的限制（cognitive limits）」三個面向，進一步說明如何應

用腦神經研究來引進更為貼近「人」的假設，並研擬出更好的行為財務預測。最後，

王貞雅副教授提出服務評鑑的議題，強調現行的問卷調查其實已不足以說服企業界，

而管理學借助腦神經可提供更科學化的證據；但是要促進這類研究的開展，仍有如同

上半場講者提出的種種問題需要解決。為能加速研究發展，並降低進入門檻，建議透

過跨界合作的模式，以提升綜效。本場主持人陳瑀屏助理教授也強調，腦科學研究的

問題在於樣本少，對業界的說服力不足，但現實世界的數據量可以很大，將腦科學和

真實世界的數據做結合，將不同來源的資訊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相互補足。

　　綜合座談的第二場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與黃從仁助理教授進行

「心智科學的研究方法討論」。謝副教授分析應用腦造影儀器進行心智功能的跨領域

研究，會面臨三層次的問題：1) 使用儀器；2) 設計實驗；3) 控制混淆變因。儀器的

操作使用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可藉由參加各單位舉辦的研習營或工作坊來學習關於

心智科學儀器的使用方式；但實驗設計的規畫，如果不具備人文社會領域的背景知

識，可能會不知道要如何在眾多心智研究方法中，找出最合適的工作來設計實驗，這

之中以控制混淆變因是最困難之處。假設以畫面上呈現不同果醬數量供消費者選擇的

實驗來說，可能發生24個果醬比12個果醬有更多的腦區活化現象是來自視網膜上光

點的刺激數量，跟行為決策沒有任何關係；或是研究代言人的效果時，誤將辨識臉孔

或照片色彩的腦區活化當作是看到代言人的反應。這是很多跨領域的學者沒有注意到

的常見問題，以致於在投稿時面臨評審的質問，或是研究做完了卻無法解釋行為，無

法發表。對於設計實驗和控制混淆變因的問題，需要有經驗與背景知識的人來協助，

這也是跨領域合作的重要之處。對此，謝副教授表示很樂意協助審視實驗設計和釐清

混淆變因，歡迎有興趣從事此類研究者與其聯繫。

　　黃從仁助理教授則從本身自歸國後選擇研究AI與大數據分析做為研究領域，來

點出腦部功能性磁振造影對於研究結果的推論有其難度。主要與兩個議題息息相關：

第一個是腦區的功能性刻畫。以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假定有一個腦區的功能是在做加

法，但若有學者進行觀測解微積分的腦區，這個做加法的腦區會有反應，但卻不能將

其導向為計算微積分的腦區。很多時候腦區的反應並不能代表研究的全貌，當將基礎

科學拿來作應用研究時，就會產生推論的誤區。第二個議題則是：即便對某個腦區的

功能已經有正確的理解刻畫，但很多時候腦區反應是一種反向推論。例如分析什麼樣

的菜色會刺激消費者購買，可能會有某個腦區很活躍，但能刺激這個腦區的原因有很

多，也許是因為這道菜真的很秀色可餐，但也可能是因為肚子很餓，所以產生「想

吃」的慾望。就像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表像上只有「買」或「不買」兩種，但背後有

很多影響決策的因素。因到果是多對一的關係，無法從果去反推到因，所以無法去了

解作出行為的背後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邀請到玉山銀行台大分行林敬偉經理和發現茶的創辦人陳翊榮先生進行「企

業經營者的回饋」。林經理表示由於銀行提供的是無形服務與產品、在產品面同業複

製性速度很快，也沒有專利可以保護，所以會思考：怎麼讓顧客認知到我們跟別人不

一樣的？會不會是我們提供服務的媒介，例如同仁、品牌，可以給顧客不一樣的感

覺？譬如來自消費者的直覺性反應，可用以改良標準作業流程，讓顧客在看到我的第

一個時間點就有好感；若是來自生活經驗、涉及背景的行為，則可以藉由授信、財富

管理等同仁的舉措來提升好感，並把該元素納入服務的SOP中。另一方面，銀行端

也會借助應用科技來提供服務，而為了改善服務，會調整媒介畫面的配置或顏色，設

計改變後，客戶的反饋雖然變好，但卻無法知道是什麼讓顧客覺得好。當下次要運用

在不同的產品上時，或是不同的時節、不同的環境時，無法歸納之前的經驗作為應用

的基礎，而要重新來過；這也許是未來腦神經、認知研究可以協助的部分。陳翊榮先

生強調電子商務的轉化率影響營收很大，所以消費者對於觀看產品的理解和感性認知

會是一大重點。在此，陳先生分享了一個透過問卷搭配折價券的合作研究，嘗試將重

新連結上回購率低的客人；而問卷也獲得高達50%的回覆率和2至3%的回購率。相較

於僅提供折價券的族群多了一倍的回購率，對業界是相當有意義的，但這樣路徑的轉

化差異在腦區是不是有不同的作用，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

　　本次論壇從來賓熱切的提問中不難發現，學界和業界對於腦神經科學和行銷、財

務等管理科學，這兩個看起來距離非常遙遠的領域的溝通和對話有著熱切的需求。我

們期待能夠發現消費者、投資者、管理者等不同角色的決策生理機制，更深入的了解

他們無意識和有意識的認知和判斷歷程；也期待能從真實世界的企業經營中，發掘有

趣並重要的基礎科學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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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於2020年7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

院重光講堂舉行的「當管理學遇上腦科學、當學術

研究遇上真實世界：心智認知與管理學的學術與應

用論壇」，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本年度

帶動人文社會跨領域交流的第二場。本次論壇不僅

有來自財務金融、管理學、心理學等各界學者探討

神經管理學的學術研究及心智科學的應用方法，再

到真實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分享他們對結合心智科學

與管理的心得與關心議題，更有現場50位及線上直

播的150位觀眾一同參與了解，足見此議題的未來

性與重要程度。

　　第一場「神經管理學學術研究分享」由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業寧教授擔任主持人，介紹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別

蓮蒂教授和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陳瑀屏助理教授兩位主講人，為大家介紹腦神

經科學如何與管理學相輔相成，又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研究難題。

　　本場由陳瑀屏助理教授提出結合心智科學與管理學係由四件事—管理學、腦科

學、學術研究、真實世界—共同交集而成，並闡述其交互關係開始。首先，為什麼要

用腦科學研究管理學？管理學的核心是不同層次的決策問題，領域大致可分成財務、

組織行為、行銷、會計、策略跟作業管理。而腦科學在應用於管理學上，並不局限於

「腦」，任何用生理的方式測量人的反應機制，均屬於心智科學的運用方式。因為管

理學探究的是「人」，而「人」的內心活動表現，並非外表所能直接顯現。例如透過

問卷測驗或實地觀察來了解「誰是比較適合的員工」，會像心理學測驗小孩是否說謊

　　的研究一樣，每個參與面試者都會有自己應對面試的回答，但這些回答不一定是

真實資訊，而且可能想得很多、說出來的卻很少。此時，若採用腦科學方法，用另一

個角度來了解，便可和傳統研究方法產生互補效用。相對地，管理學以往奠基的學術

知識，則可幫助企業洞察這幾年蓬勃發展的AI 演算法趨避 (Algorithm Aversion)對

消費者的影響，像是：人們如何理解AI？未來如何和AI共存？流行文化如何改變我

們的認知？等等。這樣的結合，不僅能擴展學術研究的領域，累積更多面向的資料與

知識，也能將學術研究成果應用到真實世界中，幫助企業以非傳統方式達成目標；而

從真實世界發現的問題，也能激發出新的研究可能性。像是透過眼動儀追蹤消費者看

畫面上呈現的多樣零食的狀況，可能會發現提供給消費者的選擇越多，每樣零食的視

覺停留次數越少；或者藉由腦區的變化得知消費者因為過多的選擇而產生認知疲乏、

拒絕做選擇的情況。由此可知，腦神經與管理學的跨領域結合研究，不單是知識範疇

的擴張，更是學術研究與真實世界的溝通橋樑。

　　別蓮蒂教授則是以「From the Brain to the Pain: My Experiences of Neuro-

science on Consumer Research」為題，分享一個嘗試進行跨領域研究學者所遭遇

的挑戰和困擾，期望能讓將來有意從事這類研究的人引以為鑒。別教授提到自身的腦

神經研究之路，源於大學念心理系，且曾為《Buyology: 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中譯本寫序，而開始對腦神經科學結合行銷研究產生深厚的興趣，並

在國立政治大學於2011年成立「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的機緣下，開啟了自

己的第一個應用磁振造影探討消費者美感與溝通說服模式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在一次

次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跨領域研究的難處。除了心智科學的實驗設計與管理領域的不

同之外，儀器的操作設定和分析也是一項進入門檻，更別說每個人的眼球與腦結構都

不一樣，不易取得明顯的一致結果，而且也無法直接用以解釋其背後的心理意義或行

為價值。

　　下半場的綜合座談率先由「管理學的研究議題發想」延續討論。三位與談人：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王蕙芝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張晏誠副教授、

和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王貞雅副教授，逐一就各自的領域結合心智科學研究

提出心得感想與未來議題。王蕙芝教授以「為什麼大家喜歡刷信用卡消費? 不喜歡用

現金？」為例，解釋透過腦科學發現使用現金的作用腦區與痛覺的區塊是重疊的，足

以佐證腦科學有助於管理學的研究發展，鼓勵研究者率先成為造橋的人。張晏誠副教

授從行為財務學的「非理性預期之信念（beliefs）」、「合理之偏好（preferenc-

es）」、和「認知能力的限制（cognitive limits）」三個面向，進一步說明如何應

用腦神經研究來引進更為貼近「人」的假設，並研擬出更好的行為財務預測。最後，

王貞雅副教授提出服務評鑑的議題，強調現行的問卷調查其實已不足以說服企業界，

而管理學借助腦神經可提供更科學化的證據；但是要促進這類研究的開展，仍有如同

上半場講者提出的種種問題需要解決。為能加速研究發展，並降低進入門檻，建議透

過跨界合作的模式，以提升綜效。本場主持人陳瑀屏助理教授也強調，腦科學研究的

問題在於樣本少，對業界的說服力不足，但現實世界的數據量可以很大，將腦科學和

真實世界的數據做結合，將不同來源的資訊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相互補足。

　　綜合座談的第二場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與黃從仁助理教授進行

「心智科學的研究方法討論」。謝副教授分析應用腦造影儀器進行心智功能的跨領域

研究，會面臨三層次的問題：1) 使用儀器；2) 設計實驗；3) 控制混淆變因。儀器的

操作使用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可藉由參加各單位舉辦的研習營或工作坊來學習關於

心智科學儀器的使用方式；但實驗設計的規畫，如果不具備人文社會領域的背景知

識，可能會不知道要如何在眾多心智研究方法中，找出最合適的工作來設計實驗，這

之中以控制混淆變因是最困難之處。假設以畫面上呈現不同果醬數量供消費者選擇的

實驗來說，可能發生24個果醬比12個果醬有更多的腦區活化現象是來自視網膜上光

點的刺激數量，跟行為決策沒有任何關係；或是研究代言人的效果時，誤將辨識臉孔

或照片色彩的腦區活化當作是看到代言人的反應。這是很多跨領域的學者沒有注意到

的常見問題，以致於在投稿時面臨評審的質問，或是研究做完了卻無法解釋行為，無

法發表。對於設計實驗和控制混淆變因的問題，需要有經驗與背景知識的人來協助，

這也是跨領域合作的重要之處。對此，謝副教授表示很樂意協助審視實驗設計和釐清

混淆變因，歡迎有興趣從事此類研究者與其聯繫。

　　黃從仁助理教授則從本身自歸國後選擇研究AI與大數據分析做為研究領域，來

點出腦部功能性磁振造影對於研究結果的推論有其難度。主要與兩個議題息息相關：

第一個是腦區的功能性刻畫。以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假定有一個腦區的功能是在做加

法，但若有學者進行觀測解微積分的腦區，這個做加法的腦區會有反應，但卻不能將

其導向為計算微積分的腦區。很多時候腦區的反應並不能代表研究的全貌，當將基礎

管理學的研究議題發想：左起主持人陳瑀屏助理教授、
與談人王蕙芝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張晏誠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王貞雅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

科學拿來作應用研究時，就會產生推論的誤區。第二個議題則是：即便對某個腦區的

功能已經有正確的理解刻畫，但很多時候腦區反應是一種反向推論。例如分析什麼樣

的菜色會刺激消費者購買，可能會有某個腦區很活躍，但能刺激這個腦區的原因有很

多，也許是因為這道菜真的很秀色可餐，但也可能是因為肚子很餓，所以產生「想

吃」的慾望。就像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表像上只有「買」或「不買」兩種，但背後有

很多影響決策的因素。因到果是多對一的關係，無法從果去反推到因，所以無法去了

解作出行為的背後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邀請到玉山銀行台大分行林敬偉經理和發現茶的創辦人陳翊榮先生進行「企

業經營者的回饋」。林經理表示由於銀行提供的是無形服務與產品、在產品面同業複

製性速度很快，也沒有專利可以保護，所以會思考：怎麼讓顧客認知到我們跟別人不

一樣的？會不會是我們提供服務的媒介，例如同仁、品牌，可以給顧客不一樣的感

覺？譬如來自消費者的直覺性反應，可用以改良標準作業流程，讓顧客在看到我的第

一個時間點就有好感；若是來自生活經驗、涉及背景的行為，則可以藉由授信、財富

管理等同仁的舉措來提升好感，並把該元素納入服務的SOP中。另一方面，銀行端

也會借助應用科技來提供服務，而為了改善服務，會調整媒介畫面的配置或顏色，設

計改變後，客戶的反饋雖然變好，但卻無法知道是什麼讓顧客覺得好。當下次要運用

在不同的產品上時，或是不同的時節、不同的環境時，無法歸納之前的經驗作為應用

的基礎，而要重新來過；這也許是未來腦神經、認知研究可以協助的部分。陳翊榮先

生強調電子商務的轉化率影響營收很大，所以消費者對於觀看產品的理解和感性認知

會是一大重點。在此，陳先生分享了一個透過問卷搭配折價券的合作研究，嘗試將重

新連結上回購率低的客人；而問卷也獲得高達50%的回覆率和2至3%的回購率。相較

於僅提供折價券的族群多了一倍的回購率，對業界是相當有意義的，但這樣路徑的轉

化差異在腦區是不是有不同的作用，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

　　本次論壇從來賓熱切的提問中不難發現，學界和業界對於腦神經科學和行銷、財

務等管理科學，這兩個看起來距離非常遙遠的領域的溝通和對話有著熱切的需求。我

們期待能夠發現消費者、投資者、管理者等不同角色的決策生理機制，更深入的了解

他們無意識和有意識的認知和判斷歷程；也期待能從真實世界的企業經營中，發掘有

趣並重要的基礎科學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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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於2020年7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

院重光講堂舉行的「當管理學遇上腦科學、當學術

研究遇上真實世界：心智認知與管理學的學術與應

用論壇」，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本年度

帶動人文社會跨領域交流的第二場。本次論壇不僅

有來自財務金融、管理學、心理學等各界學者探討

神經管理學的學術研究及心智科學的應用方法，再

到真實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分享他們對結合心智科學

與管理的心得與關心議題，更有現場50位及線上直

播的150位觀眾一同參與了解，足見此議題的未來

性與重要程度。

　　第一場「神經管理學學術研究分享」由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業寧教授擔任主持人，介紹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別

蓮蒂教授和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陳瑀屏助理教授兩位主講人，為大家介紹腦神

經科學如何與管理學相輔相成，又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研究難題。

　　本場由陳瑀屏助理教授提出結合心智科學與管理學係由四件事—管理學、腦科

學、學術研究、真實世界—共同交集而成，並闡述其交互關係開始。首先，為什麼要

用腦科學研究管理學？管理學的核心是不同層次的決策問題，領域大致可分成財務、

組織行為、行銷、會計、策略跟作業管理。而腦科學在應用於管理學上，並不局限於

「腦」，任何用生理的方式測量人的反應機制，均屬於心智科學的運用方式。因為管

理學探究的是「人」，而「人」的內心活動表現，並非外表所能直接顯現。例如透過

問卷測驗或實地觀察來了解「誰是比較適合的員工」，會像心理學測驗小孩是否說謊

　　的研究一樣，每個參與面試者都會有自己應對面試的回答，但這些回答不一定是

真實資訊，而且可能想得很多、說出來的卻很少。此時，若採用腦科學方法，用另一

個角度來了解，便可和傳統研究方法產生互補效用。相對地，管理學以往奠基的學術

知識，則可幫助企業洞察這幾年蓬勃發展的AI 演算法趨避 (Algorithm Aversion)對

消費者的影響，像是：人們如何理解AI？未來如何和AI共存？流行文化如何改變我

們的認知？等等。這樣的結合，不僅能擴展學術研究的領域，累積更多面向的資料與

知識，也能將學術研究成果應用到真實世界中，幫助企業以非傳統方式達成目標；而

從真實世界發現的問題，也能激發出新的研究可能性。像是透過眼動儀追蹤消費者看

畫面上呈現的多樣零食的狀況，可能會發現提供給消費者的選擇越多，每樣零食的視

覺停留次數越少；或者藉由腦區的變化得知消費者因為過多的選擇而產生認知疲乏、

拒絕做選擇的情況。由此可知，腦神經與管理學的跨領域結合研究，不單是知識範疇

的擴張，更是學術研究與真實世界的溝通橋樑。

　　別蓮蒂教授則是以「From the Brain to the Pain: My Experiences of Neuro-

science on Consumer Research」為題，分享一個嘗試進行跨領域研究學者所遭遇

的挑戰和困擾，期望能讓將來有意從事這類研究的人引以為鑒。別教授提到自身的腦

神經研究之路，源於大學念心理系，且曾為《Buyology: 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中譯本寫序，而開始對腦神經科學結合行銷研究產生深厚的興趣，並

在國立政治大學於2011年成立「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的機緣下，開啟了自

己的第一個應用磁振造影探討消費者美感與溝通說服模式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在一次

次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跨領域研究的難處。除了心智科學的實驗設計與管理領域的不

同之外，儀器的操作設定和分析也是一項進入門檻，更別說每個人的眼球與腦結構都

不一樣，不易取得明顯的一致結果，而且也無法直接用以解釋其背後的心理意義或行

為價值。

　　下半場的綜合座談率先由「管理學的研究議題發想」延續討論。三位與談人：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王蕙芝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張晏誠副教授、

和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王貞雅副教授，逐一就各自的領域結合心智科學研究

提出心得感想與未來議題。王蕙芝教授以「為什麼大家喜歡刷信用卡消費? 不喜歡用

現金？」為例，解釋透過腦科學發現使用現金的作用腦區與痛覺的區塊是重疊的，足

以佐證腦科學有助於管理學的研究發展，鼓勵研究者率先成為造橋的人。張晏誠副教

授從行為財務學的「非理性預期之信念（beliefs）」、「合理之偏好（preferenc-

es）」、和「認知能力的限制（cognitive limits）」三個面向，進一步說明如何應

用腦神經研究來引進更為貼近「人」的假設，並研擬出更好的行為財務預測。最後，

王貞雅副教授提出服務評鑑的議題，強調現行的問卷調查其實已不足以說服企業界，

而管理學借助腦神經可提供更科學化的證據；但是要促進這類研究的開展，仍有如同

上半場講者提出的種種問題需要解決。為能加速研究發展，並降低進入門檻，建議透

過跨界合作的模式，以提升綜效。本場主持人陳瑀屏助理教授也強調，腦科學研究的

問題在於樣本少，對業界的說服力不足，但現實世界的數據量可以很大，將腦科學和

真實世界的數據做結合，將不同來源的資訊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相互補足。

　　綜合座談的第二場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與黃從仁助理教授進行

「心智科學的研究方法討論」。謝副教授分析應用腦造影儀器進行心智功能的跨領域

研究，會面臨三層次的問題：1) 使用儀器；2) 設計實驗；3) 控制混淆變因。儀器的

操作使用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可藉由參加各單位舉辦的研習營或工作坊來學習關於

心智科學儀器的使用方式；但實驗設計的規畫，如果不具備人文社會領域的背景知

識，可能會不知道要如何在眾多心智研究方法中，找出最合適的工作來設計實驗，這

之中以控制混淆變因是最困難之處。假設以畫面上呈現不同果醬數量供消費者選擇的

實驗來說，可能發生24個果醬比12個果醬有更多的腦區活化現象是來自視網膜上光

點的刺激數量，跟行為決策沒有任何關係；或是研究代言人的效果時，誤將辨識臉孔

或照片色彩的腦區活化當作是看到代言人的反應。這是很多跨領域的學者沒有注意到

的常見問題，以致於在投稿時面臨評審的質問，或是研究做完了卻無法解釋行為，無

法發表。對於設計實驗和控制混淆變因的問題，需要有經驗與背景知識的人來協助，

這也是跨領域合作的重要之處。對此，謝副教授表示很樂意協助審視實驗設計和釐清

混淆變因，歡迎有興趣從事此類研究者與其聯繫。

　　黃從仁助理教授則從本身自歸國後選擇研究AI與大數據分析做為研究領域，來

點出腦部功能性磁振造影對於研究結果的推論有其難度。主要與兩個議題息息相關：

第一個是腦區的功能性刻畫。以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假定有一個腦區的功能是在做加

法，但若有學者進行觀測解微積分的腦區，這個做加法的腦區會有反應，但卻不能將

其導向為計算微積分的腦區。很多時候腦區的反應並不能代表研究的全貌，當將基礎

科學拿來作應用研究時，就會產生推論的誤區。第二個議題則是：即便對某個腦區的

功能已經有正確的理解刻畫，但很多時候腦區反應是一種反向推論。例如分析什麼樣

的菜色會刺激消費者購買，可能會有某個腦區很活躍，但能刺激這個腦區的原因有很

多，也許是因為這道菜真的很秀色可餐，但也可能是因為肚子很餓，所以產生「想

吃」的慾望。就像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表像上只有「買」或「不買」兩種，但背後有

很多影響決策的因素。因到果是多對一的關係，無法從果去反推到因，所以無法去了

解作出行為的背後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邀請到玉山銀行台大分行林敬偉經理和發現茶的創辦人陳翊榮先生進行「企

業經營者的回饋」。林經理表示由於銀行提供的是無形服務與產品、在產品面同業複

製性速度很快，也沒有專利可以保護，所以會思考：怎麼讓顧客認知到我們跟別人不

一樣的？會不會是我們提供服務的媒介，例如同仁、品牌，可以給顧客不一樣的感

覺？譬如來自消費者的直覺性反應，可用以改良標準作業流程，讓顧客在看到我的第

一個時間點就有好感；若是來自生活經驗、涉及背景的行為，則可以藉由授信、財富

管理等同仁的舉措來提升好感，並把該元素納入服務的SOP中。另一方面，銀行端

心智科學的研究方法討論：左起主持人陳瑀屏助理教授、
與談人謝伯讓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黃從仁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也會借助應用科技來提供服務，而為了改善服務，會調整媒介畫面的配置或顏色，設

計改變後，客戶的反饋雖然變好，但卻無法知道是什麼讓顧客覺得好。當下次要運用

在不同的產品上時，或是不同的時節、不同的環境時，無法歸納之前的經驗作為應用

的基礎，而要重新來過；這也許是未來腦神經、認知研究可以協助的部分。陳翊榮先

生強調電子商務的轉化率影響營收很大，所以消費者對於觀看產品的理解和感性認知

會是一大重點。在此，陳先生分享了一個透過問卷搭配折價券的合作研究，嘗試將重

新連結上回購率低的客人；而問卷也獲得高達50%的回覆率和2至3%的回購率。相較

於僅提供折價券的族群多了一倍的回購率，對業界是相當有意義的，但這樣路徑的轉

化差異在腦區是不是有不同的作用，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

　　本次論壇從來賓熱切的提問中不難發現，學界和業界對於腦神經科學和行銷、財

務等管理科學，這兩個看起來距離非常遙遠的領域的溝通和對話有著熱切的需求。我

們期待能夠發現消費者、投資者、管理者等不同角色的決策生理機制，更深入的了解

他們無意識和有意識的認知和判斷歷程；也期待能從真實世界的企業經營中，發掘有

趣並重要的基礎科學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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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於2020年7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

院重光講堂舉行的「當管理學遇上腦科學、當學術

研究遇上真實世界：心智認知與管理學的學術與應

用論壇」，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本年度

帶動人文社會跨領域交流的第二場。本次論壇不僅

有來自財務金融、管理學、心理學等各界學者探討

神經管理學的學術研究及心智科學的應用方法，再

到真實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分享他們對結合心智科學

與管理的心得與關心議題，更有現場50位及線上直

播的150位觀眾一同參與了解，足見此議題的未來

性與重要程度。

　　第一場「神經管理學學術研究分享」由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業寧教授擔任主持人，介紹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別

蓮蒂教授和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陳瑀屏助理教授兩位主講人，為大家介紹腦神

經科學如何與管理學相輔相成，又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研究難題。

　　本場由陳瑀屏助理教授提出結合心智科學與管理學係由四件事—管理學、腦科

學、學術研究、真實世界—共同交集而成，並闡述其交互關係開始。首先，為什麼要

用腦科學研究管理學？管理學的核心是不同層次的決策問題，領域大致可分成財務、

組織行為、行銷、會計、策略跟作業管理。而腦科學在應用於管理學上，並不局限於

「腦」，任何用生理的方式測量人的反應機制，均屬於心智科學的運用方式。因為管

理學探究的是「人」，而「人」的內心活動表現，並非外表所能直接顯現。例如透過

問卷測驗或實地觀察來了解「誰是比較適合的員工」，會像心理學測驗小孩是否說謊

　　的研究一樣，每個參與面試者都會有自己應對面試的回答，但這些回答不一定是

真實資訊，而且可能想得很多、說出來的卻很少。此時，若採用腦科學方法，用另一

個角度來了解，便可和傳統研究方法產生互補效用。相對地，管理學以往奠基的學術

知識，則可幫助企業洞察這幾年蓬勃發展的AI 演算法趨避 (Algorithm Aversion)對

消費者的影響，像是：人們如何理解AI？未來如何和AI共存？流行文化如何改變我

們的認知？等等。這樣的結合，不僅能擴展學術研究的領域，累積更多面向的資料與

知識，也能將學術研究成果應用到真實世界中，幫助企業以非傳統方式達成目標；而

從真實世界發現的問題，也能激發出新的研究可能性。像是透過眼動儀追蹤消費者看

畫面上呈現的多樣零食的狀況，可能會發現提供給消費者的選擇越多，每樣零食的視

覺停留次數越少；或者藉由腦區的變化得知消費者因為過多的選擇而產生認知疲乏、

拒絕做選擇的情況。由此可知，腦神經與管理學的跨領域結合研究，不單是知識範疇

的擴張，更是學術研究與真實世界的溝通橋樑。

　　別蓮蒂教授則是以「From the Brain to the Pain: My Experiences of Neuro-

science on Consumer Research」為題，分享一個嘗試進行跨領域研究學者所遭遇

的挑戰和困擾，期望能讓將來有意從事這類研究的人引以為鑒。別教授提到自身的腦

神經研究之路，源於大學念心理系，且曾為《Buyology: 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中譯本寫序，而開始對腦神經科學結合行銷研究產生深厚的興趣，並

在國立政治大學於2011年成立「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的機緣下，開啟了自

己的第一個應用磁振造影探討消費者美感與溝通說服模式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在一次

次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跨領域研究的難處。除了心智科學的實驗設計與管理領域的不

同之外，儀器的操作設定和分析也是一項進入門檻，更別說每個人的眼球與腦結構都

不一樣，不易取得明顯的一致結果，而且也無法直接用以解釋其背後的心理意義或行

為價值。

　　下半場的綜合座談率先由「管理學的研究議題發想」延續討論。三位與談人：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王蕙芝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張晏誠副教授、

和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王貞雅副教授，逐一就各自的領域結合心智科學研究

提出心得感想與未來議題。王蕙芝教授以「為什麼大家喜歡刷信用卡消費? 不喜歡用

現金？」為例，解釋透過腦科學發現使用現金的作用腦區與痛覺的區塊是重疊的，足

以佐證腦科學有助於管理學的研究發展，鼓勵研究者率先成為造橋的人。張晏誠副教

授從行為財務學的「非理性預期之信念（beliefs）」、「合理之偏好（preferenc-

es）」、和「認知能力的限制（cognitive limits）」三個面向，進一步說明如何應

用腦神經研究來引進更為貼近「人」的假設，並研擬出更好的行為財務預測。最後，

王貞雅副教授提出服務評鑑的議題，強調現行的問卷調查其實已不足以說服企業界，

而管理學借助腦神經可提供更科學化的證據；但是要促進這類研究的開展，仍有如同

上半場講者提出的種種問題需要解決。為能加速研究發展，並降低進入門檻，建議透

過跨界合作的模式，以提升綜效。本場主持人陳瑀屏助理教授也強調，腦科學研究的

問題在於樣本少，對業界的說服力不足，但現實世界的數據量可以很大，將腦科學和

真實世界的數據做結合，將不同來源的資訊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相互補足。

　　綜合座談的第二場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與黃從仁助理教授進行

「心智科學的研究方法討論」。謝副教授分析應用腦造影儀器進行心智功能的跨領域

研究，會面臨三層次的問題：1) 使用儀器；2) 設計實驗；3) 控制混淆變因。儀器的

操作使用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可藉由參加各單位舉辦的研習營或工作坊來學習關於

心智科學儀器的使用方式；但實驗設計的規畫，如果不具備人文社會領域的背景知

識，可能會不知道要如何在眾多心智研究方法中，找出最合適的工作來設計實驗，這

之中以控制混淆變因是最困難之處。假設以畫面上呈現不同果醬數量供消費者選擇的

實驗來說，可能發生24個果醬比12個果醬有更多的腦區活化現象是來自視網膜上光

點的刺激數量，跟行為決策沒有任何關係；或是研究代言人的效果時，誤將辨識臉孔

或照片色彩的腦區活化當作是看到代言人的反應。這是很多跨領域的學者沒有注意到

的常見問題，以致於在投稿時面臨評審的質問，或是研究做完了卻無法解釋行為，無

法發表。對於設計實驗和控制混淆變因的問題，需要有經驗與背景知識的人來協助，

這也是跨領域合作的重要之處。對此，謝副教授表示很樂意協助審視實驗設計和釐清

混淆變因，歡迎有興趣從事此類研究者與其聯繫。

　　黃從仁助理教授則從本身自歸國後選擇研究AI與大數據分析做為研究領域，來

點出腦部功能性磁振造影對於研究結果的推論有其難度。主要與兩個議題息息相關：

第一個是腦區的功能性刻畫。以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假定有一個腦區的功能是在做加

法，但若有學者進行觀測解微積分的腦區，這個做加法的腦區會有反應，但卻不能將

其導向為計算微積分的腦區。很多時候腦區的反應並不能代表研究的全貌，當將基礎

科學拿來作應用研究時，就會產生推論的誤區。第二個議題則是：即便對某個腦區的

功能已經有正確的理解刻畫，但很多時候腦區反應是一種反向推論。例如分析什麼樣

的菜色會刺激消費者購買，可能會有某個腦區很活躍，但能刺激這個腦區的原因有很

多，也許是因為這道菜真的很秀色可餐，但也可能是因為肚子很餓，所以產生「想

吃」的慾望。就像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表像上只有「買」或「不買」兩種，但背後有

很多影響決策的因素。因到果是多對一的關係，無法從果去反推到因，所以無法去了

解作出行為的背後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邀請到玉山銀行台大分行林敬偉經理和發現茶的創辦人陳翊榮先生進行「企

業經營者的回饋」。林經理表示由於銀行提供的是無形服務與產品、在產品面同業複

製性速度很快，也沒有專利可以保護，所以會思考：怎麼讓顧客認知到我們跟別人不

一樣的？會不會是我們提供服務的媒介，例如同仁、品牌，可以給顧客不一樣的感

覺？譬如來自消費者的直覺性反應，可用以改良標準作業流程，讓顧客在看到我的第

一個時間點就有好感；若是來自生活經驗、涉及背景的行為，則可以藉由授信、財富

管理等同仁的舉措來提升好感，並把該元素納入服務的SOP中。另一方面，銀行端

企業經營者的回饋：左起主持人陳瑀屏助理教授、
與談人林敬偉經理（玉山銀行臺大分行）、

陳翊榮創辦人（Teacovery發現茶）

也會借助應用科技來提供服務，而為了改善服務，會調整媒介畫面的配置或顏色，設

計改變後，客戶的反饋雖然變好，但卻無法知道是什麼讓顧客覺得好。當下次要運用

在不同的產品上時，或是不同的時節、不同的環境時，無法歸納之前的經驗作為應用

的基礎，而要重新來過；這也許是未來腦神經、認知研究可以協助的部分。陳翊榮先

生強調電子商務的轉化率影響營收很大，所以消費者對於觀看產品的理解和感性認知

會是一大重點。在此，陳先生分享了一個透過問卷搭配折價券的合作研究，嘗試將重

新連結上回購率低的客人；而問卷也獲得高達50%的回覆率和2至3%的回購率。相較

於僅提供折價券的族群多了一倍的回購率，對業界是相當有意義的，但這樣路徑的轉

化差異在腦區是不是有不同的作用，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

　　本次論壇從來賓熱切的提問中不難發現，學界和業界對於腦神經科學和行銷、財

務等管理科學，這兩個看起來距離非常遙遠的領域的溝通和對話有著熱切的需求。我

們期待能夠發現消費者、投資者、管理者等不同角色的決策生理機制，更深入的了解

他們無意識和有意識的認知和判斷歷程；也期待能從真實世界的企業經營中，發掘有

趣並重要的基礎科學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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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於2020年7月28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

院重光講堂舉行的「當管理學遇上腦科學、當學術

研究遇上真實世界：心智認知與管理學的學術與應

用論壇」，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本年度

帶動人文社會跨領域交流的第二場。本次論壇不僅

有來自財務金融、管理學、心理學等各界學者探討

神經管理學的學術研究及心智科學的應用方法，再

到真實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分享他們對結合心智科學

與管理的心得與關心議題，更有現場50位及線上直

播的150位觀眾一同參與了解，足見此議題的未來

性與重要程度。

　　第一場「神經管理學學術研究分享」由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業寧教授擔任主持人，介紹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別

蓮蒂教授和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陳瑀屏助理教授兩位主講人，為大家介紹腦神

經科學如何與管理學相輔相成，又將會遇到甚麼樣的研究難題。

　　本場由陳瑀屏助理教授提出結合心智科學與管理學係由四件事—管理學、腦科

學、學術研究、真實世界—共同交集而成，並闡述其交互關係開始。首先，為什麼要

用腦科學研究管理學？管理學的核心是不同層次的決策問題，領域大致可分成財務、

組織行為、行銷、會計、策略跟作業管理。而腦科學在應用於管理學上，並不局限於

「腦」，任何用生理的方式測量人的反應機制，均屬於心智科學的運用方式。因為管

理學探究的是「人」，而「人」的內心活動表現，並非外表所能直接顯現。例如透過

問卷測驗或實地觀察來了解「誰是比較適合的員工」，會像心理學測驗小孩是否說謊

　　的研究一樣，每個參與面試者都會有自己應對面試的回答，但這些回答不一定是

真實資訊，而且可能想得很多、說出來的卻很少。此時，若採用腦科學方法，用另一

個角度來了解，便可和傳統研究方法產生互補效用。相對地，管理學以往奠基的學術

知識，則可幫助企業洞察這幾年蓬勃發展的AI 演算法趨避 (Algorithm Aversion)對

消費者的影響，像是：人們如何理解AI？未來如何和AI共存？流行文化如何改變我

們的認知？等等。這樣的結合，不僅能擴展學術研究的領域，累積更多面向的資料與

知識，也能將學術研究成果應用到真實世界中，幫助企業以非傳統方式達成目標；而

從真實世界發現的問題，也能激發出新的研究可能性。像是透過眼動儀追蹤消費者看

畫面上呈現的多樣零食的狀況，可能會發現提供給消費者的選擇越多，每樣零食的視

覺停留次數越少；或者藉由腦區的變化得知消費者因為過多的選擇而產生認知疲乏、

拒絕做選擇的情況。由此可知，腦神經與管理學的跨領域結合研究，不單是知識範疇

的擴張，更是學術研究與真實世界的溝通橋樑。

　　別蓮蒂教授則是以「From the Brain to the Pain: My Experiences of Neuro-

science on Consumer Research」為題，分享一個嘗試進行跨領域研究學者所遭遇

的挑戰和困擾，期望能讓將來有意從事這類研究的人引以為鑒。別教授提到自身的腦

神經研究之路，源於大學念心理系，且曾為《Buyology: 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中譯本寫序，而開始對腦神經科學結合行銷研究產生深厚的興趣，並

在國立政治大學於2011年成立「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的機緣下，開啟了自

己的第一個應用磁振造影探討消費者美感與溝通說服模式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在一次

次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跨領域研究的難處。除了心智科學的實驗設計與管理領域的不

同之外，儀器的操作設定和分析也是一項進入門檻，更別說每個人的眼球與腦結構都

不一樣，不易取得明顯的一致結果，而且也無法直接用以解釋其背後的心理意義或行

為價值。

　　下半場的綜合座談率先由「管理學的研究議題發想」延續討論。三位與談人：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王蕙芝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張晏誠副教授、

和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王貞雅副教授，逐一就各自的領域結合心智科學研究

提出心得感想與未來議題。王蕙芝教授以「為什麼大家喜歡刷信用卡消費? 不喜歡用

現金？」為例，解釋透過腦科學發現使用現金的作用腦區與痛覺的區塊是重疊的，足

以佐證腦科學有助於管理學的研究發展，鼓勵研究者率先成為造橋的人。張晏誠副教

授從行為財務學的「非理性預期之信念（beliefs）」、「合理之偏好（preferenc-

es）」、和「認知能力的限制（cognitive limits）」三個面向，進一步說明如何應

用腦神經研究來引進更為貼近「人」的假設，並研擬出更好的行為財務預測。最後，

王貞雅副教授提出服務評鑑的議題，強調現行的問卷調查其實已不足以說服企業界，

而管理學借助腦神經可提供更科學化的證據；但是要促進這類研究的開展，仍有如同

上半場講者提出的種種問題需要解決。為能加速研究發展，並降低進入門檻，建議透

過跨界合作的模式，以提升綜效。本場主持人陳瑀屏助理教授也強調，腦科學研究的

問題在於樣本少，對業界的說服力不足，但現實世界的數據量可以很大，將腦科學和

真實世界的數據做結合，將不同來源的資訊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相互補足。

　　綜合座談的第二場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與黃從仁助理教授進行

「心智科學的研究方法討論」。謝副教授分析應用腦造影儀器進行心智功能的跨領域

研究，會面臨三層次的問題：1) 使用儀器；2) 設計實驗；3) 控制混淆變因。儀器的

操作使用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可藉由參加各單位舉辦的研習營或工作坊來學習關於

心智科學儀器的使用方式；但實驗設計的規畫，如果不具備人文社會領域的背景知

識，可能會不知道要如何在眾多心智研究方法中，找出最合適的工作來設計實驗，這

之中以控制混淆變因是最困難之處。假設以畫面上呈現不同果醬數量供消費者選擇的

實驗來說，可能發生24個果醬比12個果醬有更多的腦區活化現象是來自視網膜上光

點的刺激數量，跟行為決策沒有任何關係；或是研究代言人的效果時，誤將辨識臉孔

或照片色彩的腦區活化當作是看到代言人的反應。這是很多跨領域的學者沒有注意到

的常見問題，以致於在投稿時面臨評審的質問，或是研究做完了卻無法解釋行為，無

法發表。對於設計實驗和控制混淆變因的問題，需要有經驗與背景知識的人來協助，

這也是跨領域合作的重要之處。對此，謝副教授表示很樂意協助審視實驗設計和釐清

混淆變因，歡迎有興趣從事此類研究者與其聯繫。

　　黃從仁助理教授則從本身自歸國後選擇研究AI與大數據分析做為研究領域，來

點出腦部功能性磁振造影對於研究結果的推論有其難度。主要與兩個議題息息相關：

第一個是腦區的功能性刻畫。以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假定有一個腦區的功能是在做加

法，但若有學者進行觀測解微積分的腦區，這個做加法的腦區會有反應，但卻不能將

其導向為計算微積分的腦區。很多時候腦區的反應並不能代表研究的全貌，當將基礎

科學拿來作應用研究時，就會產生推論的誤區。第二個議題則是：即便對某個腦區的

功能已經有正確的理解刻畫，但很多時候腦區反應是一種反向推論。例如分析什麼樣

的菜色會刺激消費者購買，可能會有某個腦區很活躍，但能刺激這個腦區的原因有很

多，也許是因為這道菜真的很秀色可餐，但也可能是因為肚子很餓，所以產生「想

吃」的慾望。就像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表像上只有「買」或「不買」兩種，但背後有

很多影響決策的因素。因到果是多對一的關係，無法從果去反推到因，所以無法去了

解作出行為的背後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邀請到玉山銀行台大分行林敬偉經理和發現茶的創辦人陳翊榮先生進行「企

業經營者的回饋」。林經理表示由於銀行提供的是無形服務與產品、在產品面同業複

製性速度很快，也沒有專利可以保護，所以會思考：怎麼讓顧客認知到我們跟別人不

一樣的？會不會是我們提供服務的媒介，例如同仁、品牌，可以給顧客不一樣的感

覺？譬如來自消費者的直覺性反應，可用以改良標準作業流程，讓顧客在看到我的第

一個時間點就有好感；若是來自生活經驗、涉及背景的行為，則可以藉由授信、財富

管理等同仁的舉措來提升好感，並把該元素納入服務的SOP中。另一方面，銀行端

也會借助應用科技來提供服務，而為了改善服務，會調整媒介畫面的配置或顏色，設

計改變後，客戶的反饋雖然變好，但卻無法知道是什麼讓顧客覺得好。當下次要運用

在不同的產品上時，或是不同的時節、不同的環境時，無法歸納之前的經驗作為應用

的基礎，而要重新來過；這也許是未來腦神經、認知研究可以協助的部分。陳翊榮先

生強調電子商務的轉化率影響營收很大，所以消費者對於觀看產品的理解和感性認知

會是一大重點。在此，陳先生分享了一個透過問卷搭配折價券的合作研究，嘗試將重

新連結上回購率低的客人；而問卷也獲得高達50%的回覆率和2至3%的回購率。相較

於僅提供折價券的族群多了一倍的回購率，對業界是相當有意義的，但這樣路徑的轉

化差異在腦區是不是有不同的作用，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

　　本次論壇從來賓熱切的提問中不難發現，學界和業界對於腦神經科學和行銷、財

務等管理科學，這兩個看起來距離非常遙遠的領域的溝通和對話有著熱切的需求。我

們期待能夠發現消費者、投資者、管理者等不同角色的決策生理機制，更深入的了解

他們無意識和有意識的認知和判斷歷程；也期待能從真實世界的企業經營中，發掘有

趣並重要的基礎科學研究議題。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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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師下午茶‧
從康德式的啟蒙到公民社會的社區增能
撰文／鄭俊憲（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次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大師下午茶」特別邀請到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戴華講座教授，活動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蔡政宏研究員主持。戴教授的講

題為「從康德式的啟蒙到公民社會的社區增能」。

　　本次活動有兩個部分，第一部份由戴華教授就講題分享研究及實踐成果，第二部

分則是與現場與會學者的對話。如同講題所示，戴教授的講座是由康德的啟蒙思想以

及社區實踐成果分享組成。

　　戴教授開頭便提示，本次講座的關鍵詞是「自由且公共的檢視」。回到「啟蒙」

概念，「啟蒙」原本是指一個人有能力進入的狀態，康德則更進一步提倡「社會整體

的啟蒙」。然而，並不是人人都希望進入啟蒙的狀態，因為啟蒙要求獨立思考，這麼

一來便會失去跟從命令的安全感。

主持人蔡政宏研究員、主講人戴華講座教授



活動報導

activity

29

　　啟蒙不僅帶來內在的個人思考方式革命性的改變，也會帶來外在的社會改變。因

為經過啟蒙的獨立思考者會在社會中散播啟蒙精神進而影響其他人進入啟蒙狀態。這

也就是康德所倡議的社會整體的啟蒙。

　　接下來的問題是啟蒙的思考方式為何？康德認為，啟蒙思考方式有三項準則：第

一，為自己思考；第二，站在所有其他人的立場來思考；第三，永遠前後一致地思

考。準則一方面是行為的指導，另一方面則關係到一個人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在談此

三準則前，還需要注意「基於『人性』而有『目的自身』地位」這條基本原則。康德

的「人性」指的是理性能力，對康德而言，理性存有者就應被視為目的而不能僅將其

當作工具，也就是具有「目的自身」地位。準則一指的是發揮並維護自己「目的自

身」的地位。而準則二與準則一實為一體兩面。自己「目的自身」的地位是基於「人

性」而被賦予的，秉持一致思考原則，他人也「基於『人性』而有『目的自身』地

位」。準則一與準則二合起來要求人們為自己也為他人思考。

　　「為自己思考」牽涉到一個人設定目標的內在自由與選擇手段實現目標的外在自

由。內在自由是道德層面的事，而外在自由則與「法權」概念相關。法權國家要保障

活動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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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最大限度的外在自由，這有兩個目的，其中「積極的目的」是指確保國家成員

都有平等的機會實現合乎法權的幸福。而「消極的目的」則是確保國家成員都擁有彼

此相容的外在自由。

　　啟蒙要求以公共方式使用理性，在法權領域內，此種使用理性的方式旨在使他律

的成文法轉化為人民視為自己加諸自身的自律法則。由於準則一與二要求獨立思考者

重視自己與他人，因此若這個獨立思考者找到任何理據，這個理據都會符合每個人對

自身價值的理性肯定。通過這種方式找到理據的他律法條，就可以因此被證立為彷彿

人民自己加諸自身的自律法則。

　　當一個獨立思考者展現出理性的公共使用，並藉此結合其實務經驗並提出能讓一

般人理解的建言，他們的這種理性思考方式便能夠產生影響力，成為啟蒙的榜樣。這

就構成了好的法權國家要求的「啟發式道德教育」。

　　至於社區實踐執行成果方面，在嶺南社區，團隊協助社區透過各種管道搭建了自

己的麵包窯。在嶺南龍眼祭，團隊也撮合了另外一個老化社區面對如何快樂幸福地過

日子的問題。也透過創意成立了柳丁俱樂部透過認養的方式提倡了自然耕作的種植方

法。為了推廣自然耕作種植法，團隊與幾位農友定期開會討論，最後促成了「五酷山

農團」的誕生。

　　現場對談部份，十一位討論參與者提出了包括以下各面向的問題：實踐上無法達

成共識、「社會整體的啟蒙」該如何理解、康德啟蒙思想與基督宗教神學之關聯、哲

學理論在社會實踐中扮演的角色、康德啟蒙與其美學之關聯、哲學與科學的連結以及

對現今社會的反思、康德哲學關鍵概念的翻譯問題、「目的自身」在法律層面的理

解、獨立思考者與有德者的關聯、自願為奴的問題、啟蒙思想在跨社會以及社會內部

的應用問題、各種階級實踐啟蒙需要面對各種不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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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主持人及與談人會後大合照

‧時間：109年7月31日（星期五）14:00-16:30

‧主持人：蔡政宏（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與談人：

　吳澤玫（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林佩瑩（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林映彤（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斯諺（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林璿之（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張峰賓（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陳欣白（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劉俊麟（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教授）

　潘怡帆（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鄭會穎（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活動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GBr4gaXv8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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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平等&認知科學工作坊
撰文／蔡孟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生）

　　本場工作坊由科技部人文司教育學門召集人劉惠美教授開場引言，指出現今各種

教育議題與前瞻議題中，最廣泛被提到的議題包含：1.學生的學習成果，2.教育介入

的影響，3.學習支持的提供，以及4.教育人員的培訓。而要探討上述與教育有關的核

心議題不是光靠單一研究可以完成的，必須要藉由跨學科的整合，乃至於跨領域的合

作。尤其現今國內存在教育不均等的狀況，諸如「城鄉差距」和「雙峰分配」等現

象，如何消弭不平等、進而追求更加平等的學習環境，是研究者及教育從業人員都極

力想要達成的目標。

　　劉教授提到，過去教育學者已經投入許多資源在施行課程教材教法的再精進、補

救教學與偏鄉教育，希望能達到教育機會的均等。而隨著教育思維的轉變，教學現場

除了針對學生的弱勢進行補救之外，也應該要強調學生的優勢，使他們發揮所長。因

此本場教育平等&認知科學工作坊的主要目的，是促進認知科學與教育領域的對談，

開場：劉惠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科技部人文司教育學門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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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如同武俠小說裡華山論劍、高手過招一般，藉由不同領域專家的分享與討論帶來

豐富的腦力激盪及新思維，透過結合認知科學與教育的方法，加速達到教育平等。

　　在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顏乃欣教授的介紹下，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黃敏雄研究員以「臺灣學生學習表現的趨勢與分布」為題進行開場，呈現臺灣近幾年

來與國際間中、小學生在數學、科學及閱讀的學習表現比較結果。黃研究員所引用的

評量包含：1.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

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2.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The Pro-

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

　　首先從TIMSS最新年度的評量結果來看，可以看出臺灣學生無論是數學或科學

的表現都贏過大部分的國家。進一步細看兩學科逐年的表現趨勢，會發現臺灣四年級

學生的數學表現逐年皆有提升，但是八年級學生的數學表現在2015年有一個明顯的

下降；而科學表現方面，無論是四年級或八年級的學生都維持較為平緩的變化趨勢。

而從其他國家的變化趨勢也可以注意到個別國家的特色，舉例來說，斯洛維尼亞

（Slovenia）學生的學習表現逐年皆有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究他們

如何做到教育的改變，促使學生的表現能有顯著的成長。

　　黃研究員特別指出綜合世界各國的變化趨勢來看，表現進步的國家多於退步的國

家，且學生之間的差異也呈現減少的現象，顯示「優異」與「均等」之間並不牴觸。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TIMSS成績優異的國家中，其學生反而對數學的自信及喜歡

程度排名都近乎墊底，並且在國內出現「大魚小池」的效果。此外，前述提到2015

年八年級學生的數學表現有下降的現象，值得我們進一步去分析下降趨勢的原因（例

如：是否受到2014年改為實施「國中教育會考」（簡稱會考）的影響）以及繼續追

蹤2019年的表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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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著黃研究員綜合PISA近幾個年度的評量結果，發現臺灣學生的閱讀能力大

致上保持平穩，科學能力則略有下降，而數學能力跟TIMSS的評量結果相似，在

2012年後開始持續的下降。藉由細部的指標會發現2012年臺灣學生可以達到國際高

標分數的學生比例為37％，但到了2018年降到了24％，顯示臺灣學生的數學能力的

確有明顯的下降，同樣需要進一步去探究下降的原因。而藉由檢驗家庭社經地位與能

力之間的關聯會發現，家庭社經地位的確會影響學生的能力表現，但家庭社經背景較

低的學生仍有機會達到高標的分數，顯示較低的家庭社經背景並不全然會造成學習的

困難。

　　接下來黃研究員利用TIMSS的資料，以數學科為目標對同一屆學生做跨年級的

比較，並特別關注學生之間學習表現的懸殊程度，希望能兼顧學生學習的「卓越」與

「平等」。研究結果發現有兩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是當四年級學生升上八年級

後，出現「差距驟增」的現象，不論學生的年級、性別、城鄉分布等，學生之間的數

學表現差距劇烈擴大。舉例來說，在2007年四年級的臺灣學生與美國麻州學生的分

數分布狀況相似，接近於常態分布；但到了2011年，八年級的臺灣學生分布就更加

專題演講（一）主講人黃敏雄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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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向高分組，顯示年級提升後學生之間的差距更加巨大。第二則是當四年級學生升上

八年級後，出現「突飛猛進」的現象，在這四年期間臺灣學生數學表現高於國際最高

標竿的比例大幅提高。目前黃研究員的推測是國內過去施行的「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

力測驗」（簡稱基測）具有細密的成就等級，並會影響學生進入高中的排名，因此數

學成績好的學生反而會比成績不好的學生更積極參加補習，成績不好的學生則更可能

放棄或把時間投資到其他較有把握的學科。從2015年TIMSS的資料即發現會考於

2014年實施後，「突飛猛進」的現象減弱一半以上，而「差距驟增」亦略有減弱，

後續仍需要繼續追蹤學生的數學能力變化狀況，並探究是否還有其他可能的原因。

　　最後，黃研究員檢驗臺灣學生數學表現的城鄉差異及家庭背景的影響，發現家庭

背景對學生數學表現的影響隨年級而提高，且家庭背景越好、成績越好的學生反而越

會去補習，同時也發現成績低落的學生不是只會出現在偏鄉地區的學校，而是散佈在

各個學校之中。依據上述的調查發現，就政策面來說光是消除城鄉差異不足以減少學

生的學習成就差異，因此不能過於將補救的對象集中在鄉村偏遠地區或部分學校，而

是要將補救措施盡可能的普及至大多數學校內的所有班級，並應盡早介入協助成績落

後的學生。

與會者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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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陳學志教授「以優勢中心適性教學促進教

育平等」為題，承接黃研究員分享臺灣與其他國家的比較結果，點出臺灣學生有高表

現、高差距的特性（尤其在數學科），顯示在同一個教室內同時有不同程度的學生，

突顯國內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推行適性教育的重要性。但由於學生之

間的程度不同，如果教師只使用單一的一套教學方式，將導致部分學生由於聽不懂老

師上課內容，而喪失學習意願及自信心。因此透過適性教育能使學生獲得符合其需求

及個別特質的支持與學習，進而發展自我潛能、得以自我實現，藉此達到縮短學習落

差、提升學習素質的目標。

　　然而，過去適性教育針對低學習成就學生的介入措施大多是以補救教學為主，以

「扶弱」為目標，雖然在這方面也已經有許多出色的成果，例如臺師大專為偏遠地區

中小學規劃的「PASSION偏鄉優質教育學分學程」，即是以偏鄉國中生為對象進行

系統性課程及搭配完整教材教法，讓學生的基礎科目在三週內有明顯的成長；但陳教

授也認為每位學生一定都有自己的長處，只是沒有機會展現出來而已，所以現在新的

觀點是以「揚長」為目標，聚焦在讓學生發揮他的優勢，並將優勢擴散到其他的向度

之上。這樣的觀點也符合正向心理學的宗旨，過去我們在探討個人的心理狀態時通常

是聚焦在有障礙、異常的部分，但正向心理學則是主張我們要聚焦在個人的長處及優

勢。假如我們只依賴固定的尺度或評量標準，那有些學生可能很難達到這些標準，但

如果我們能夠改以不同的角度或評量方式，可能就可以讓學生有機會發揮他們特有的

優勢。在教育領域也有類似的理論，例如希望理論（hope theory）即是強調要讓學

生覺得自己很重要，所以在教學方法上要能夠讓學生對學習有動機及方向，建立起希

望。

　　接著陳教授以自我肯定理論（self-affirmation theory）及社會－情緒學習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的實徵研究做為範例，透過國外研究結果發現即

使學生沒有特別經過課程知識的補救教學，但只要透過作業要求提醒他們重視自己所

擁有的價值或是針對情緒管理進行訓練，就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課業表現以及相關的

生活適應狀況，並且還具有長期的效果。顯示除了課程知識本身之外，如果能夠讓學

生意識到自己的優勢而增加自信或減少情緒上的困擾，對於改善學業表現也能夠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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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效果。而國內在諮商領域也有採用相似觀點的優勢中心諮商，強調讓個人發現自

己的長處優勢，產生正向的心理感受或評價，進而產生正向的改變。針對學習障礙的

學生也有研究者採用優勢中心的評估，讓學生自己評斷自己的優勢，然後由輔導員來

輔助陪同學生發揮優勢去面對學習的困難，結果學生都能藉由此歷程正確認知自己的

優勢，並勇於面對自己的學習困境。綜合過去的研究結果及專家的看法，現在發展的

優勢導向教育需要教師能夠提供多元的學習活動或測量方式，以利學生展現其優勢能

力並給予肯定，再設計符應其優勢的個別化學習，以讓學生能藉由優勢能力的發揮帶

動其他向度的學習表現。

　　接下來陳教授以他近幾年的研究結果說明不同的族群可能會具有哪些特別的優

勢，首先針對目前在臺灣比例逐漸上升的新住民子女，雖然過去很多研究者都認為因

為社經地位或適應的問題而讓他們有比較多的劣勢，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新住民子女具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經驗，這些多元的想法可能會促使他們產生梅迪奇效應（Medi-

ci effect），意即當不同文化、領域的想法交會時，將結合既有知識產生突破性的創

新想法，所以有可能提升個人的創造力。在陳教授的研究中以國中、小學生為對象，

比較新住民子女學生與一般學生的創造力以及創造傾向表現，發現新住民子女整體的

創造力及創造傾向都顯著的高於一般生。

專題演講（二）主講人陳學志特聘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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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陳教授進一步檢驗上述差異的來源機制發現相較於一般學生，新住民子女更

具有較高程度的開放性人格以及種族增長觀，同時具有較低的認知閉鎖性，代表他們

對於事物的思考比較有彈性、能變動，不會馬上下定論，這些特性都對創造力有中介

的效果；另一方面，陳教授也發現只有當新住民子女認同其文化，並且文化背景與臺

灣文化具有適當的文化距離時，才會展現顯著的創造力優勢。而透過分析臺灣幼兒發

展調查資料庫的資料也發現中港澳的幼兒子女屬於低順從、低恥感；東南亞的幼兒子

女則屬於低合群、低害羞，雖然看起來上述性格特徵好像是一種劣勢，但是對於創造

力的發揮可能反而是一種優勢，因為創造力需要的就是要能夠提出跟別人不一樣的想

法或是不要怕被別人批評。除了創造力優勢之外，透過青少年優勢力量表的調查陳教

授也發現新住民子女展現了更多的內省負責、幸福感恩的優勢。

　　除了新住民子女之外，臺灣另一個常被認為有學業劣勢的族群是原住民子女，但

一般人也常認為原住民很幽默、樂觀，所以陳教授同樣也以國中、小學生為對象，檢

驗原住民學生是否具有幽默方面的優勢。結果發現以使用幽默的形式來說，原住民更

傾向使用正向型的幽默風格，同時也展現出較高的幽默感。而在實際的幽默產出作業

中，原住民在面對人際困境時也更能夠產出具有幽默元素的回應。除了幽默優勢之

外，原住民也展現更多夢想企圖、利他合群、隨和友善、轉念釋懷及樂觀希望的青少

年優勢。

　　陳教授目前已經融合不同向度的優勢能力來開發各式多元教學課程，例如將創意

教學融入地理科、密室逃脫遊戲融入自然課程或是將幽默融入數學科的教學，未來會

更進一步地去檢驗不同族群在對應其優勢的教學課程中是否能產生更有效的學習效

果。最後，陳教授提出結語：「如果我們能夠換個不同的角度去看到不同族群的優

勢，每個族群都會有我們值得學習跟效法的地方，我們應該以這樣的角度來發展不同

的教育觀點與理念」。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張葶葶副教授以「數學學習的神經機制」為題，以功能性

磁振造影技術來研究學習的大腦機制，探討學習狀況不佳的孩子要怎麼從腦功能活化

的區域和神經網路來補救。張副教授主要針對兩個議題進行分享，第一個是學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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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或低成就的學生，是不是有哪些神經機制的運作和他們的學習表現有關？另一個

是學生在面對不同的數學教材、數學應用題時的學習機制是否有特別之處？

　　首先，張副教授透過「neurosynth」的腦神經資料庫跟大家介紹與數學計算有

關的腦區，此資料庫是以大數據的方式整合當代各個特定主題的研究，並以圖示的方

式呈現總和各研究發現的結果。目前的研究顯示跟數學計算最有關聯的區域，是大腦

左側跟右側後頂葉的頂內溝（intraparietal sulcus，簡稱IPS），當涉及到數學的運

算、微積分等與數字有關的線索時，這個區域就會產生活化，因此也被稱之是數量表

徵的區域；其他與數學計算有關的區域還包含左、右側的前額葉、運動皮質區及腦

島。張副教授也分享她自己的發表及相關研究說明，無論是成人、青少年或者小朋

友，在進行數學運算時上述對應的腦區都會產生活化。並且隨著年紀上升，活化的程

度會越來越強，代表腦神經網絡隨著學習會越來越穩定。此外，研究也發現腦部的活

化程度會受到計算難度及計算策略的影響，一般來說，計算過程越複雜腦部的活化會

越強，例如進行除法的題目時，腦部的活化就會強於進行乘法的題目；但當題目太過

困難或是個人不熟悉的時候，大腦卻有可能不產生活化。

專題演講（三）主講人張葶葶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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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張副教授針對數學弱勢與低成就兒童的神經機制進行探討，發現因為基因的

關係而有發展性數學障礙（developmental dyscalculia）的兒童，不僅是對數字的

計算能力、敏感性較差之外，從腦神經的結構比較上也發現其右側IPS的體積比一般

兒童還要來得小，並且大腦計算簡單問題的活化程度也跟計算困難問題一樣強，顯示

他們可能連處理簡單的問題都要耗費很大的資源。雖然看起來這些數學障礙的學生，

神經機制的運作方式不利於數學學習。但在補救教學的研究中也發現經過八週持續的

數學訓練之後，這些學生在進行數學計算的腦部活化還是可以趨於正常化，變得與一

般學生一樣。

　　除了神經機制之外，張副教授也很好奇情緒對於數學學習的影響，因為臺灣學生

雖然整體來說屬於高成就，但同時也是高焦慮的一群，顯示學生在面對數學時就會緊

張、焦慮，甚至引發數學焦慮症（math anxiety），研究調查也發現當學生數學焦慮

程度越大時，數學表現也會越差。而為了幫助學生克服數學焦慮，張副教授參考暴露

療法（exposure-based therapies）的機制，讓學生以遊戲的方式，在很輕鬆、娛樂

的情況下去練習數學，看是否能降低學生對數學的焦慮。研究結果顯示，數學焦慮的

學生如果有依照指示持續進行數學訓練遊戲，數學焦慮的程度的確有顯著的下降，尤

其是高焦慮的學生下降的更多，代表這樣的訓練的確能夠讓學生的數學焦慮獲得改

善。

　　最後，張副教授以操弄數學應用題（compare problems）敘述的方式，檢驗題

目陳述的方式是否會影響數學計算時大腦活化的機制。研究結果發現當題目敘述與計

算要求一致時，神經活化會低於不一致的狀況，這種現象尤其會發生在低數學成就的

學生身上。顯示這些學生非常仰賴題目敘述的線索來進行解題。雖然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但張副教授仍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結合教育現場與神經科學的對談機會，以期能

藉由神經科學的研究來促成教育平等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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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後的綜合討論中，現場其他與會學者提到從國際評量的結果以及教學現場的

觀察，國內學生的學習表現的確存在班級內的差距，尤其是在數學科方面。依據現在

的研究結果會怎樣建議教師們做出改變？或是有甚麼方法幫助學習有困難的學生？黃

敏雄研究員的回答是因為現行的考試制度牽涉學生未來申請學校的分數，所以不會讓

學生覺得考試達到標準就好，而是要努力考得更好才能贏過別人；而特定科目學習表

現不佳的學生，可能就轉而將精力投注到其他科目。但是老師的教學不只是只為了讓

學生考高分，而是要思考如何培養學生的基本能力，幫助跟不上的學生能前進，才能

解決不平等的問題。陳學志教授也提出同樣的觀點，現行的考試制度可能將篩選與評

量的用途混淆了，教師與學生普遍將會考當作學習的終極目標，所以一定要贏過其他

人。但平常的學習評量不應該是使用常模參照，而是該採用效標參照，鼓勵學生以精

熟取向為目標，才能正確的知道學生的學習狀況，而非讓學生藉此分個高下。為了達

到這樣的目標，教師也要不斷的精進自己，跟學生一起成長保持彈性，學習更多元的

教學方法以針對學生的需求去滿足他，使其達到教學的目標。而張葶葶副教授則認為

綜合座談
左起：主持人顏乃欣特聘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主講人黃敏雄研究員、陳學志特聘教授、張葶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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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學習的腦神經機制研究，可以從整體的角度，提供教育者一般性學習歷程上的知

識。也就是，從腦造影的結果去瞭解學生學習差異的來源是否為某些神經機制的作

用，再透過教學去進行補救或訓練。舉例來說，目前的研究結果即發現學生讀數學應

用題跟一般的閱讀理解是不一樣的歷程，所以在進行數學應用題的教學時應該避免使

用混淆學生的題目敘述。因此結合腦造影的觀點可以幫助理解學習時的認知歷程，以

對教學的方法或教育理念提出建議。最後，陳學志教授也提到，關注學生的情緒，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也是現今教學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如果只靠教師或家長的逼迫，學

生本身沒有學習的動力，當管制的力量一旦消失時學生就不會想要再繼續學習。因

此，過去我們只關心學生飛的「高不高」、「遠不遠」，現在應該要關心學生飛的

「快不快樂」、「累不累」。這也為本場工作坊做了一個很貼切的註解，我們過去教

育的目標主要是培養出學習表現優秀的學生，但現在要更重視的是如何培養出具有多

元性的學生，使其在不同領域或位置上可以發揮所長，當每位學生都能夠找到自己的

優勢時，我們就離教育平等更近了一步。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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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建立、發展、與挑戰
作者／郭詠華（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郭詠華，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現職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研究

　　　專長為災害治理法與政策、原住民族法、臺灣法律史。早期研究為臺灣災害治理法體系與組織架構、災

　　　害治理法規與權利保障、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與災害調適策略。近期研究則是從法社會史的角度，檢視臺

　　　灣緊急法制的變遷過程，探討國家面臨災害、疫情等重大緊急危難時，憲政體制下政府權力的界限。

　　　｜編按｜郭詠華博士研究領域為憲法學、行政法、國際法等議題，此次特邀請郭博士撰寫文章，分享研

　　　　　　　究成果。

一、災害治理法的發展背景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下極端天氣與災害事件的風險提高，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程

度變得更難以預測。臺灣由於位處於太平洋地震帶與颱風侵襲的主要路徑上，原本就

屬於高災害風險地區，島上的人民與土地飽受地震、洪水、波地崩塌等自然災害的威

脅。在過去五十年間，臺灣的自然災害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相較於1961年至1989年

間的颱風，1990年以後侵襲臺灣的颱風個數和強度都增加了。極端降雨的情況在

2000年後也明顯變多，更容易在暴雨時引發水災、在乾季時導致缺水等問題。  颱風

象神、納莉、敏督利、海棠、卡玫基導致嚴重豪雨，接二連三在臺灣造成慘重災情。

這些災害事件集中於近一、二十年間，可見極端強降雨的颱風越來越常在臺灣演變成

災害。 

　　不僅臺灣受到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史無前例的大雪、乾旱、冰雹、

熱浪也在世界各地造成嚴重災情。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

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公布的第五次評估報告，在過去的一百餘年

間，溫室氣體排放等人為因素導致全球氣溫上升，不僅冰山融化與海平面上升，各地

氣候也因此變得更加極端，降雨量少的地方將經歷更長的乾旱期，而降雨量多的地區

三、臺灣災害治理法制面臨之挑戰

　　臺灣的災害防救體系在歷經多次改革後，仍然存在政府組織以及權責過度分散的

問題。除了災害防救會報、災害防救委員會、災害防救辦公室，負責制定和推動災害

防救的長期計畫，個別災害發生時，各級政府也會開設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和執行短

期的救災事宜。此外，過去的修法內容聚焦於中央政府的災害應變能力，較少關注地

方政府在災害法制中的角色。政府消極處理鄉鎮市的人力短缺問題，未落實以專職人

員組成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全心推動災害治理的目標。

　　由於既有法規聚焦於災害防救的政府組織面向，較少針對減災、應變、與重建的

法律原則，導致臺灣政府經常在重大災害已經發生之後，匆忙制定法規範加以因應。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2009年8月初莫拉克颱風帶來豐沛雨量，打破臺灣氣象觀測史上

多項最高紀錄，洪水、山崩、土石流肆虐中南部各縣市，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與經濟

損失。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行政院於8月中旬擬定重建特別條例草案，立法院緊

接著於8月底召開臨時會審議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頒布災後重建

的基本原則、創設重建委員會主導重建工作、鬆綁既有的法律規範，以加速重建進

度。 

　　儘管「重建特別條例」的立意良善，但是倉促訂立的條文，在執行過程中卻引發

不少爭議。詳言之，該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地區或違法濫建之土

地，與原居住者諮商並取得共識之後，劃定特定區域，限制該地區居住或強制原居民

限期遷居、遷村。然而，實際上災區居民卻難以參與政府調查土地狀況和決策的過

程，陸續發起抗議、訴願、乃至於行政訴訟，  要求撤銷行政機關對於土地安全評估

和劃定特定區域的處分。此外，政府未提供完整資訊向災區居民說明特定區域的性質

與法律效果，諸多居民擔心他們的土地一旦劃為特定區域，土地權利行使將受到限制

或負面影響。最終導致受災原住民與政府達成共識而劃定特定區域的比例偏低。

　　1999年九二一地震造成重大的傷亡與損失，促使臺灣社會意識到災害治理法制

的重要性。從地震隔年的2000年起，立法機關開始積極採取行動，取代行政機關成

為災害治理的主要來源。立法院不僅制定多部地震災後的重建法規，更通過臺灣首部

針對災害治理的法律「災害防救法」，建立全國性的防救災害的法律框架，將災害防

救組織區分為中央、縣市、鄉鎮三個層級，各層級政府都設有永久性的「災害防災會

報」與臨時性的「災害應變中心」。然而，與前一時期的災害治理機關類似，新設立

的防災會報與應變中心仍然是由各政府部門官員兼任，缺乏全職人員專門研擬、執行

災害治理的政策方向與具體計畫。

　　立法院於制定「災害防救法」後，陸續基於臺灣社會的實際災害事件與救災經

驗，而多次修正該法。例如，2002年5月間發生華航飛機墜毀於澎湖外海，造成二百

多名乘客與機組員罹難。該次空難地點雖然位於澎湖附近的海域，但是並不屬於地方

政府管轄的行政區域範圍。因此，為了釐清和明確規範權責機關，「災害防救法」於

2008年修正後的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即規定，發生在海域的災害，應由中央協調地

方政府處理相關事宜。此外，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立法院亦於隔年修正「災害

防救法」，補強既有災害防救政府組織的不足。該次修法創設了「災害防災會報」的

幕僚單位「災害防救辦公室」，聘任專職人員協助審核災害防救政策，以及推動重大

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整體而言，自1945年至今，臺灣的災害治理法制主要歷經二項改變：災害治理

的法源依據與主要規範者從行政權移轉到立法權，以及災害治理從短期的應變與賑災

事宜，擴大為長期的減緩與調適工作。前者主要是相應於臺灣從動員戡亂體制下行政

權力獨大的狀況，走向憲政國家著重法治原則，以立法機關為重的民主化趨勢。後者

則是符合當代災害研究的發展，亦即災害治理必須全盤考量災害的每個階段，從減少

災害風險、災害事件、緊急應變、賠償與保險、重建，強調各階段彼此間的密切關

聯。

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建立與發展

　　如前所述，災害治理絕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期而全面性的研究。有鑒於氣候變

遷、極端天氣、與自然災害的程度與範圍不斷擴大，以及法律在災害治理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災害治理法與政策之研究，必須具備時間的縱深，釐清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

形成與變遷過程：曾經有哪些災害法規範曾經施行於臺灣？歷來各項災害法律在臺灣

社會中適用與施行的成效又如何，是否有助於防範災害、應變災情、加速重建，同時

妥善地保障受災者的權益？透過全盤性的回顧和檢視臺灣災害法規與實踐情形的歷史

發展，我們得以更完整地思考臺灣災害法制過去長期的演變、現今的狀況、乃至於未

來改進的方向。

　　根據處理災害事宜的政府組織與法規命令之不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發展過程

大致分為二個時期，依序為行政主導時期（1945至1999年）與立法管制時期（2000

年迄今）。在第一個階段，臺灣沒有災害治理政府體系與處理原則的全國性法律框

架，而是仰賴地方層級的行政機關發布行政命令，來規範災害應變與災後的救濟事

宜。當大規模災害導致的嚴重災情，超過既有法規命令所能因應的程度之時，總統可

依據憲法第四十三條賦予的權限發布緊急命令，或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發布

緊急處分，以解決重大災害事件後的急迫需求。

　　此時期涉及災害的緊急命令／緊急處分與行政命令，功能主要是因應顯然即將發

生或已經發生的自然災害。地方政府內的防救災害組織是為了個別災害而臨時設置，

負責單一次災害的應變與善後事宜，無法對於災害所有階段的整體情況，做出全面而

長期的規劃。至於總統在1959年八七水災與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發布的緊急命令，

規定了災害應變、救助、與復原工作。雖然可以作為大規模災害發生後的法源依據，

但是範圍過於寬泛，反而超出緊急命令原本的功能。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總統發

布緊急命令必須符合國家遭逢緊急或重大危難之情況，緊急命令的內容僅限於短期內

的急迫需求。非急迫的法令與措施則必須回歸一般情況下，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的憲政

體制運作。

卻有更頻繁的暴雨發生。  這些異常的天氣現象極有可能釀成洪水等自然災害，破壞

當地環境與造成人民損失。

　　近年來，許多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紛紛採取行動與尋求共識，試圖減少氣候變遷

與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風險，以及降低災害導致的生命、身體、財產等損失。在學術

研究的領域，法學者亦相當重視受到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影響者的權益，以災害治理

為主題的研究蓬勃發展，災害防救法制與災民權益保障已經成為國內外法學界的研究

焦點之一。 

　　時至今日，災害治理的理論內涵已經變得更加豐富多元。其中一項關鍵性的發

展，就是自然災害不再被視為單純的物理現象，而是其與諸多人為因素與社會內部結

構交互作用的結果。災害不僅肇因於大自然的強大力量，更涉及災害風險（Disaster 

Risk）、復原力／韌性（Resilience）、脆弱性（Vulnerability）等社會結構之面

向。災害實際上發生與否，相當程度取決於人類行動與社會制度能否因應大自然的力

量，包括法律制度如何規範災害治理的組織與原則，政府如何規劃、協調、與執行災

害治理工作，以及災害與既有之社會經濟狀況的互動。

　　根據Farber教授提出的「災害法之循環（Cycle of Disaster Law）」 理論，法

律在災害事件的各個階段，分別具有不同功能，諸如災害發生前的減少風險、災害發

生時的緊急應變、災害賠償與保險制度、乃至於災後重建。各階段的災害法制是否妥

善規劃與執行，將會影響其他階段的災情。當前的災害應變其實受到過去的災害事件

影響；現今處理災害的經驗，又會影響未來預防災害的作法與成效，在災害治理上形

成週而復始的循環。  換言之，災害絕非各個獨立的事件，而是必須拉長觀察的時

間，追蹤災害法制和各個自然災害互動和轉變的長期過程，才能找出災害治理整體法

制度的癥結所在。

　　莫拉克颱風災後的重建情形，突顯出臺灣長期以來災害法制發展的不足。包括分

散的災害治理權責機關，欠缺一個機關具備充足的資源與權限，能對於臺灣的災害治

理做出長期規劃、及時處理各種類型的災害、統籌協調災害復原工作。此外，災害法

制著重中央政府層級的機關與權責，忽略地方政府在災前預防與整備、災時應變、與

災後重建等階段的重要性。土地劃定法規與遷村政策在原住民部落引發的種種爭議，

更提醒臺灣社會必須正視原住民族土地權利，重新檢視過去實施於原住民土地法規的

正當性。

　　有鑑於此，未來探討與研究災害治理法制的重點，在於如何改進臺灣的災害防救

組織與政策方向，使其能夠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下，越來越不可預測的災害

風險與損害，並且從更全面的角度，整合性地規劃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各災害

階段的治理工作。不僅於此，有效而良好運作的災害治理，除了中央層級的規劃與協

調，也仰賴地方行動者的參與和合作。當災害發生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地方上的政

府、組織、個人。由於他們最了解實際狀況，所以也最有機會找出適合當地的災害因

應對策。過去的研究經常採取「由上往下（Top-down）」的治理模式，著重中央政

府領導統率的能力，但是我們也應該試著從「由下而上（Bottom-up）」角度出發思

考災害防救體系，在整合中央層級災害治理機關權責的同時，強調地方政府、非政府

組織、社區、個人的知識與力量，提升第一線受災者減災、整備、應變、與災後復原

的能力。

   參見許晃雄、吳宜昭、周佳、陳正達、陳永明、盧孟明主編，《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頁4-6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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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前註，頁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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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治理法的發展背景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下極端天氣與災害事件的風險提高，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程

度變得更難以預測。臺灣由於位處於太平洋地震帶與颱風侵襲的主要路徑上，原本就

屬於高災害風險地區，島上的人民與土地飽受地震、洪水、波地崩塌等自然災害的威

脅。在過去五十年間，臺灣的自然災害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相較於1961年至1989年

間的颱風，1990年以後侵襲臺灣的颱風個數和強度都增加了。極端降雨的情況在

2000年後也明顯變多，更容易在暴雨時引發水災、在乾季時導致缺水等問題。  颱風

象神、納莉、敏督利、海棠、卡玫基導致嚴重豪雨，接二連三在臺灣造成慘重災情。

這些災害事件集中於近一、二十年間，可見極端強降雨的颱風越來越常在臺灣演變成

災害。 

　　不僅臺灣受到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史無前例的大雪、乾旱、冰雹、

熱浪也在世界各地造成嚴重災情。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

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公布的第五次評估報告，在過去的一百餘年

間，溫室氣體排放等人為因素導致全球氣溫上升，不僅冰山融化與海平面上升，各地

氣候也因此變得更加極端，降雨量少的地方將經歷更長的乾旱期，而降雨量多的地區

三、臺灣災害治理法制面臨之挑戰

　　臺灣的災害防救體系在歷經多次改革後，仍然存在政府組織以及權責過度分散的

問題。除了災害防救會報、災害防救委員會、災害防救辦公室，負責制定和推動災害

防救的長期計畫，個別災害發生時，各級政府也會開設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和執行短

期的救災事宜。此外，過去的修法內容聚焦於中央政府的災害應變能力，較少關注地

方政府在災害法制中的角色。政府消極處理鄉鎮市的人力短缺問題，未落實以專職人

員組成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全心推動災害治理的目標。

　　由於既有法規聚焦於災害防救的政府組織面向，較少針對減災、應變、與重建的

法律原則，導致臺灣政府經常在重大災害已經發生之後，匆忙制定法規範加以因應。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2009年8月初莫拉克颱風帶來豐沛雨量，打破臺灣氣象觀測史上

多項最高紀錄，洪水、山崩、土石流肆虐中南部各縣市，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與經濟

損失。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行政院於8月中旬擬定重建特別條例草案，立法院緊

接著於8月底召開臨時會審議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頒布災後重建

的基本原則、創設重建委員會主導重建工作、鬆綁既有的法律規範，以加速重建進

度。 

　　儘管「重建特別條例」的立意良善，但是倉促訂立的條文，在執行過程中卻引發

不少爭議。詳言之，該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地區或違法濫建之土

地，與原居住者諮商並取得共識之後，劃定特定區域，限制該地區居住或強制原居民

限期遷居、遷村。然而，實際上災區居民卻難以參與政府調查土地狀況和決策的過

程，陸續發起抗議、訴願、乃至於行政訴訟，  要求撤銷行政機關對於土地安全評估

和劃定特定區域的處分。此外，政府未提供完整資訊向災區居民說明特定區域的性質

與法律效果，諸多居民擔心他們的土地一旦劃為特定區域，土地權利行使將受到限制

或負面影響。最終導致受災原住民與政府達成共識而劃定特定區域的比例偏低。

　　1999年九二一地震造成重大的傷亡與損失，促使臺灣社會意識到災害治理法制

的重要性。從地震隔年的2000年起，立法機關開始積極採取行動，取代行政機關成

為災害治理的主要來源。立法院不僅制定多部地震災後的重建法規，更通過臺灣首部

針對災害治理的法律「災害防救法」，建立全國性的防救災害的法律框架，將災害防

救組織區分為中央、縣市、鄉鎮三個層級，各層級政府都設有永久性的「災害防災會

報」與臨時性的「災害應變中心」。然而，與前一時期的災害治理機關類似，新設立

的防災會報與應變中心仍然是由各政府部門官員兼任，缺乏全職人員專門研擬、執行

災害治理的政策方向與具體計畫。

　　立法院於制定「災害防救法」後，陸續基於臺灣社會的實際災害事件與救災經

驗，而多次修正該法。例如，2002年5月間發生華航飛機墜毀於澎湖外海，造成二百

多名乘客與機組員罹難。該次空難地點雖然位於澎湖附近的海域，但是並不屬於地方

政府管轄的行政區域範圍。因此，為了釐清和明確規範權責機關，「災害防救法」於

2008年修正後的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即規定，發生在海域的災害，應由中央協調地

方政府處理相關事宜。此外，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立法院亦於隔年修正「災害

防救法」，補強既有災害防救政府組織的不足。該次修法創設了「災害防災會報」的

幕僚單位「災害防救辦公室」，聘任專職人員協助審核災害防救政策，以及推動重大

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整體而言，自1945年至今，臺灣的災害治理法制主要歷經二項改變：災害治理

的法源依據與主要規範者從行政權移轉到立法權，以及災害治理從短期的應變與賑災

事宜，擴大為長期的減緩與調適工作。前者主要是相應於臺灣從動員戡亂體制下行政

權力獨大的狀況，走向憲政國家著重法治原則，以立法機關為重的民主化趨勢。後者

則是符合當代災害研究的發展，亦即災害治理必須全盤考量災害的每個階段，從減少

災害風險、災害事件、緊急應變、賠償與保險、重建，強調各階段彼此間的密切關

聯。

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建立與發展

　　如前所述，災害治理絕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期而全面性的研究。有鑒於氣候變

遷、極端天氣、與自然災害的程度與範圍不斷擴大，以及法律在災害治理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災害治理法與政策之研究，必須具備時間的縱深，釐清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

形成與變遷過程：曾經有哪些災害法規範曾經施行於臺灣？歷來各項災害法律在臺灣

社會中適用與施行的成效又如何，是否有助於防範災害、應變災情、加速重建，同時

妥善地保障受災者的權益？透過全盤性的回顧和檢視臺灣災害法規與實踐情形的歷史

發展，我們得以更完整地思考臺灣災害法制過去長期的演變、現今的狀況、乃至於未

來改進的方向。

　　根據處理災害事宜的政府組織與法規命令之不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發展過程

大致分為二個時期，依序為行政主導時期（1945至1999年）與立法管制時期（2000

年迄今）。在第一個階段，臺灣沒有災害治理政府體系與處理原則的全國性法律框

架，而是仰賴地方層級的行政機關發布行政命令，來規範災害應變與災後的救濟事

宜。當大規模災害導致的嚴重災情，超過既有法規命令所能因應的程度之時，總統可

依據憲法第四十三條賦予的權限發布緊急命令，或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發布

緊急處分，以解決重大災害事件後的急迫需求。

　　此時期涉及災害的緊急命令／緊急處分與行政命令，功能主要是因應顯然即將發

生或已經發生的自然災害。地方政府內的防救災害組織是為了個別災害而臨時設置，

負責單一次災害的應變與善後事宜，無法對於災害所有階段的整體情況，做出全面而

長期的規劃。至於總統在1959年八七水災與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發布的緊急命令，

規定了災害應變、救助、與復原工作。雖然可以作為大規模災害發生後的法源依據，

但是範圍過於寬泛，反而超出緊急命令原本的功能。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總統發

布緊急命令必須符合國家遭逢緊急或重大危難之情況，緊急命令的內容僅限於短期內

的急迫需求。非急迫的法令與措施則必須回歸一般情況下，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的憲政

體制運作。

卻有更頻繁的暴雨發生。  這些異常的天氣現象極有可能釀成洪水等自然災害，破壞

當地環境與造成人民損失。

　　近年來，許多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紛紛採取行動與尋求共識，試圖減少氣候變遷

與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風險，以及降低災害導致的生命、身體、財產等損失。在學術

研究的領域，法學者亦相當重視受到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影響者的權益，以災害治理

為主題的研究蓬勃發展，災害防救法制與災民權益保障已經成為國內外法學界的研究

焦點之一。 

　　時至今日，災害治理的理論內涵已經變得更加豐富多元。其中一項關鍵性的發

展，就是自然災害不再被視為單純的物理現象，而是其與諸多人為因素與社會內部結

構交互作用的結果。災害不僅肇因於大自然的強大力量，更涉及災害風險（Disaster 

Risk）、復原力／韌性（Resilience）、脆弱性（Vulnerability）等社會結構之面

向。災害實際上發生與否，相當程度取決於人類行動與社會制度能否因應大自然的力

量，包括法律制度如何規範災害治理的組織與原則，政府如何規劃、協調、與執行災

害治理工作，以及災害與既有之社會經濟狀況的互動。

　　根據Farber教授提出的「災害法之循環（Cycle of Disaster Law）」 理論，法

律在災害事件的各個階段，分別具有不同功能，諸如災害發生前的減少風險、災害發

生時的緊急應變、災害賠償與保險制度、乃至於災後重建。各階段的災害法制是否妥

善規劃與執行，將會影響其他階段的災情。當前的災害應變其實受到過去的災害事件

影響；現今處理災害的經驗，又會影響未來預防災害的作法與成效，在災害治理上形

成週而復始的循環。  換言之，災害絕非各個獨立的事件，而是必須拉長觀察的時

間，追蹤災害法制和各個自然災害互動和轉變的長期過程，才能找出災害治理整體法

制度的癥結所在。

　　莫拉克颱風災後的重建情形，突顯出臺灣長期以來災害法制發展的不足。包括分

散的災害治理權責機關，欠缺一個機關具備充足的資源與權限，能對於臺灣的災害治

理做出長期規劃、及時處理各種類型的災害、統籌協調災害復原工作。此外，災害法

制著重中央政府層級的機關與權責，忽略地方政府在災前預防與整備、災時應變、與

災後重建等階段的重要性。土地劃定法規與遷村政策在原住民部落引發的種種爭議，

更提醒臺灣社會必須正視原住民族土地權利，重新檢視過去實施於原住民土地法規的

正當性。

　　有鑑於此，未來探討與研究災害治理法制的重點，在於如何改進臺灣的災害防救

組織與政策方向，使其能夠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下，越來越不可預測的災害

風險與損害，並且從更全面的角度，整合性地規劃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各災害

階段的治理工作。不僅於此，有效而良好運作的災害治理，除了中央層級的規劃與協

調，也仰賴地方行動者的參與和合作。當災害發生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地方上的政

府、組織、個人。由於他們最了解實際狀況，所以也最有機會找出適合當地的災害因

應對策。過去的研究經常採取「由上往下（Top-down）」的治理模式，著重中央政

府領導統率的能力，但是我們也應該試著從「由下而上（Bottom-up）」角度出發思

考災害防救體系，在整合中央層級災害治理機關權責的同時，強調地方政府、非政府

組織、社區、個人的知識與力量，提升第一線受災者減災、整備、應變、與災後復原

的能力。

   參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第五次氣候變遷綜合分

析報告 (Climate Change Synthesis Report)（2014年），頁2-8、10-12。

3

   See ROGER ZETTER, PROTECTING ENVIRONMENTALLY DISPLACED PEOPLE DEVELOP-

ING THE CAPACITY OF LEGAL AND NORMATIVE FRAMEWORK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1).

4

   See Daniel A. Farb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saster Cycl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DISASTER RELIEF (ed.David D. Carony, Michael J. Kelly, Anastasia Telesetsky), 1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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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治理法的發展背景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下極端天氣與災害事件的風險提高，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程

度變得更難以預測。臺灣由於位處於太平洋地震帶與颱風侵襲的主要路徑上，原本就

屬於高災害風險地區，島上的人民與土地飽受地震、洪水、波地崩塌等自然災害的威

脅。在過去五十年間，臺灣的自然災害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相較於1961年至1989年

間的颱風，1990年以後侵襲臺灣的颱風個數和強度都增加了。極端降雨的情況在

2000年後也明顯變多，更容易在暴雨時引發水災、在乾季時導致缺水等問題。  颱風

象神、納莉、敏督利、海棠、卡玫基導致嚴重豪雨，接二連三在臺灣造成慘重災情。

這些災害事件集中於近一、二十年間，可見極端強降雨的颱風越來越常在臺灣演變成

災害。 

　　不僅臺灣受到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史無前例的大雪、乾旱、冰雹、

熱浪也在世界各地造成嚴重災情。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

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公布的第五次評估報告，在過去的一百餘年

間，溫室氣體排放等人為因素導致全球氣溫上升，不僅冰山融化與海平面上升，各地

氣候也因此變得更加極端，降雨量少的地方將經歷更長的乾旱期，而降雨量多的地區

三、臺灣災害治理法制面臨之挑戰

　　臺灣的災害防救體系在歷經多次改革後，仍然存在政府組織以及權責過度分散的

問題。除了災害防救會報、災害防救委員會、災害防救辦公室，負責制定和推動災害

防救的長期計畫，個別災害發生時，各級政府也會開設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和執行短

期的救災事宜。此外，過去的修法內容聚焦於中央政府的災害應變能力，較少關注地

方政府在災害法制中的角色。政府消極處理鄉鎮市的人力短缺問題，未落實以專職人

員組成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全心推動災害治理的目標。

　　由於既有法規聚焦於災害防救的政府組織面向，較少針對減災、應變、與重建的

法律原則，導致臺灣政府經常在重大災害已經發生之後，匆忙制定法規範加以因應。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2009年8月初莫拉克颱風帶來豐沛雨量，打破臺灣氣象觀測史上

多項最高紀錄，洪水、山崩、土石流肆虐中南部各縣市，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與經濟

損失。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行政院於8月中旬擬定重建特別條例草案，立法院緊

接著於8月底召開臨時會審議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頒布災後重建

的基本原則、創設重建委員會主導重建工作、鬆綁既有的法律規範，以加速重建進

度。 

　　儘管「重建特別條例」的立意良善，但是倉促訂立的條文，在執行過程中卻引發

不少爭議。詳言之，該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地區或違法濫建之土

地，與原居住者諮商並取得共識之後，劃定特定區域，限制該地區居住或強制原居民

限期遷居、遷村。然而，實際上災區居民卻難以參與政府調查土地狀況和決策的過

程，陸續發起抗議、訴願、乃至於行政訴訟，  要求撤銷行政機關對於土地安全評估

和劃定特定區域的處分。此外，政府未提供完整資訊向災區居民說明特定區域的性質

與法律效果，諸多居民擔心他們的土地一旦劃為特定區域，土地權利行使將受到限制

或負面影響。最終導致受災原住民與政府達成共識而劃定特定區域的比例偏低。

　　1999年九二一地震造成重大的傷亡與損失，促使臺灣社會意識到災害治理法制

的重要性。從地震隔年的2000年起，立法機關開始積極採取行動，取代行政機關成

為災害治理的主要來源。立法院不僅制定多部地震災後的重建法規，更通過臺灣首部

針對災害治理的法律「災害防救法」，建立全國性的防救災害的法律框架，將災害防

救組織區分為中央、縣市、鄉鎮三個層級，各層級政府都設有永久性的「災害防災會

報」與臨時性的「災害應變中心」。然而，與前一時期的災害治理機關類似，新設立

的防災會報與應變中心仍然是由各政府部門官員兼任，缺乏全職人員專門研擬、執行

災害治理的政策方向與具體計畫。

　　立法院於制定「災害防救法」後，陸續基於臺灣社會的實際災害事件與救災經

驗，而多次修正該法。例如，2002年5月間發生華航飛機墜毀於澎湖外海，造成二百

多名乘客與機組員罹難。該次空難地點雖然位於澎湖附近的海域，但是並不屬於地方

政府管轄的行政區域範圍。因此，為了釐清和明確規範權責機關，「災害防救法」於

2008年修正後的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即規定，發生在海域的災害，應由中央協調地

方政府處理相關事宜。此外，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立法院亦於隔年修正「災害

防救法」，補強既有災害防救政府組織的不足。該次修法創設了「災害防災會報」的

幕僚單位「災害防救辦公室」，聘任專職人員協助審核災害防救政策，以及推動重大

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整體而言，自1945年至今，臺灣的災害治理法制主要歷經二項改變：災害治理

的法源依據與主要規範者從行政權移轉到立法權，以及災害治理從短期的應變與賑災

事宜，擴大為長期的減緩與調適工作。前者主要是相應於臺灣從動員戡亂體制下行政

權力獨大的狀況，走向憲政國家著重法治原則，以立法機關為重的民主化趨勢。後者

則是符合當代災害研究的發展，亦即災害治理必須全盤考量災害的每個階段，從減少

災害風險、災害事件、緊急應變、賠償與保險、重建，強調各階段彼此間的密切關

聯。

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建立與發展

　　如前所述，災害治理絕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期而全面性的研究。有鑒於氣候變

遷、極端天氣、與自然災害的程度與範圍不斷擴大，以及法律在災害治理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災害治理法與政策之研究，必須具備時間的縱深，釐清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

形成與變遷過程：曾經有哪些災害法規範曾經施行於臺灣？歷來各項災害法律在臺灣

社會中適用與施行的成效又如何，是否有助於防範災害、應變災情、加速重建，同時

妥善地保障受災者的權益？透過全盤性的回顧和檢視臺灣災害法規與實踐情形的歷史

發展，我們得以更完整地思考臺灣災害法制過去長期的演變、現今的狀況、乃至於未

來改進的方向。

　　根據處理災害事宜的政府組織與法規命令之不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發展過程

大致分為二個時期，依序為行政主導時期（1945至1999年）與立法管制時期（2000

年迄今）。在第一個階段，臺灣沒有災害治理政府體系與處理原則的全國性法律框

架，而是仰賴地方層級的行政機關發布行政命令，來規範災害應變與災後的救濟事

宜。當大規模災害導致的嚴重災情，超過既有法規命令所能因應的程度之時，總統可

依據憲法第四十三條賦予的權限發布緊急命令，或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發布

緊急處分，以解決重大災害事件後的急迫需求。

　　此時期涉及災害的緊急命令／緊急處分與行政命令，功能主要是因應顯然即將發

生或已經發生的自然災害。地方政府內的防救災害組織是為了個別災害而臨時設置，

負責單一次災害的應變與善後事宜，無法對於災害所有階段的整體情況，做出全面而

長期的規劃。至於總統在1959年八七水災與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發布的緊急命令，

規定了災害應變、救助、與復原工作。雖然可以作為大規模災害發生後的法源依據，

但是範圍過於寬泛，反而超出緊急命令原本的功能。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總統發

布緊急命令必須符合國家遭逢緊急或重大危難之情況，緊急命令的內容僅限於短期內

的急迫需求。非急迫的法令與措施則必須回歸一般情況下，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的憲政

體制運作。

卻有更頻繁的暴雨發生。  這些異常的天氣現象極有可能釀成洪水等自然災害，破壞

當地環境與造成人民損失。

　　近年來，許多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紛紛採取行動與尋求共識，試圖減少氣候變遷

與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風險，以及降低災害導致的生命、身體、財產等損失。在學術

研究的領域，法學者亦相當重視受到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影響者的權益，以災害治理

為主題的研究蓬勃發展，災害防救法制與災民權益保障已經成為國內外法學界的研究

焦點之一。 

　　時至今日，災害治理的理論內涵已經變得更加豐富多元。其中一項關鍵性的發

展，就是自然災害不再被視為單純的物理現象，而是其與諸多人為因素與社會內部結

構交互作用的結果。災害不僅肇因於大自然的強大力量，更涉及災害風險（Disaster 

Risk）、復原力／韌性（Resilience）、脆弱性（Vulnerability）等社會結構之面

向。災害實際上發生與否，相當程度取決於人類行動與社會制度能否因應大自然的力

量，包括法律制度如何規範災害治理的組織與原則，政府如何規劃、協調、與執行災

害治理工作，以及災害與既有之社會經濟狀況的互動。

　　根據Farber教授提出的「災害法之循環（Cycle of Disaster Law）」 理論，法

律在災害事件的各個階段，分別具有不同功能，諸如災害發生前的減少風險、災害發

生時的緊急應變、災害賠償與保險制度、乃至於災後重建。各階段的災害法制是否妥

善規劃與執行，將會影響其他階段的災情。當前的災害應變其實受到過去的災害事件

影響；現今處理災害的經驗，又會影響未來預防災害的作法與成效，在災害治理上形

成週而復始的循環。  換言之，災害絕非各個獨立的事件，而是必須拉長觀察的時

間，追蹤災害法制和各個自然災害互動和轉變的長期過程，才能找出災害治理整體法

制度的癥結所在。

　　莫拉克颱風災後的重建情形，突顯出臺灣長期以來災害法制發展的不足。包括分

散的災害治理權責機關，欠缺一個機關具備充足的資源與權限，能對於臺灣的災害治

理做出長期規劃、及時處理各種類型的災害、統籌協調災害復原工作。此外，災害法

制著重中央政府層級的機關與權責，忽略地方政府在災前預防與整備、災時應變、與

災後重建等階段的重要性。土地劃定法規與遷村政策在原住民部落引發的種種爭議，

更提醒臺灣社會必須正視原住民族土地權利，重新檢視過去實施於原住民土地法規的

正當性。

　　有鑑於此，未來探討與研究災害治理法制的重點，在於如何改進臺灣的災害防救

組織與政策方向，使其能夠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下，越來越不可預測的災害

風險與損害，並且從更全面的角度，整合性地規劃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各災害

階段的治理工作。不僅於此，有效而良好運作的災害治理，除了中央層級的規劃與協

調，也仰賴地方行動者的參與和合作。當災害發生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地方上的政

府、組織、個人。由於他們最了解實際狀況，所以也最有機會找出適合當地的災害因

應對策。過去的研究經常採取「由上往下（Top-down）」的治理模式，著重中央政

府領導統率的能力，但是我們也應該試著從「由下而上（Bottom-up）」角度出發思

考災害防救體系，在整合中央層級災害治理機關權責的同時，強調地方政府、非政府

組織、社區、個人的知識與力量，提升第一線受災者減災、整備、應變、與災後復原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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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治理法的發展背景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下極端天氣與災害事件的風險提高，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程

度變得更難以預測。臺灣由於位處於太平洋地震帶與颱風侵襲的主要路徑上，原本就

屬於高災害風險地區，島上的人民與土地飽受地震、洪水、波地崩塌等自然災害的威

脅。在過去五十年間，臺灣的自然災害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相較於1961年至1989年

間的颱風，1990年以後侵襲臺灣的颱風個數和強度都增加了。極端降雨的情況在

2000年後也明顯變多，更容易在暴雨時引發水災、在乾季時導致缺水等問題。  颱風

象神、納莉、敏督利、海棠、卡玫基導致嚴重豪雨，接二連三在臺灣造成慘重災情。

這些災害事件集中於近一、二十年間，可見極端強降雨的颱風越來越常在臺灣演變成

災害。 

　　不僅臺灣受到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史無前例的大雪、乾旱、冰雹、

熱浪也在世界各地造成嚴重災情。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

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公布的第五次評估報告，在過去的一百餘年

間，溫室氣體排放等人為因素導致全球氣溫上升，不僅冰山融化與海平面上升，各地

氣候也因此變得更加極端，降雨量少的地方將經歷更長的乾旱期，而降雨量多的地區

三、臺灣災害治理法制面臨之挑戰

　　臺灣的災害防救體系在歷經多次改革後，仍然存在政府組織以及權責過度分散的

問題。除了災害防救會報、災害防救委員會、災害防救辦公室，負責制定和推動災害

防救的長期計畫，個別災害發生時，各級政府也會開設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和執行短

期的救災事宜。此外，過去的修法內容聚焦於中央政府的災害應變能力，較少關注地

方政府在災害法制中的角色。政府消極處理鄉鎮市的人力短缺問題，未落實以專職人

員組成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全心推動災害治理的目標。

　　由於既有法規聚焦於災害防救的政府組織面向，較少針對減災、應變、與重建的

法律原則，導致臺灣政府經常在重大災害已經發生之後，匆忙制定法規範加以因應。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2009年8月初莫拉克颱風帶來豐沛雨量，打破臺灣氣象觀測史上

多項最高紀錄，洪水、山崩、土石流肆虐中南部各縣市，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與經濟

損失。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行政院於8月中旬擬定重建特別條例草案，立法院緊

接著於8月底召開臨時會審議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頒布災後重建

的基本原則、創設重建委員會主導重建工作、鬆綁既有的法律規範，以加速重建進

度。 

　　儘管「重建特別條例」的立意良善，但是倉促訂立的條文，在執行過程中卻引發

不少爭議。詳言之，該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地區或違法濫建之土

地，與原居住者諮商並取得共識之後，劃定特定區域，限制該地區居住或強制原居民

限期遷居、遷村。然而，實際上災區居民卻難以參與政府調查土地狀況和決策的過

程，陸續發起抗議、訴願、乃至於行政訴訟，  要求撤銷行政機關對於土地安全評估

和劃定特定區域的處分。此外，政府未提供完整資訊向災區居民說明特定區域的性質

與法律效果，諸多居民擔心他們的土地一旦劃為特定區域，土地權利行使將受到限制

或負面影響。最終導致受災原住民與政府達成共識而劃定特定區域的比例偏低。

　　1999年九二一地震造成重大的傷亡與損失，促使臺灣社會意識到災害治理法制

的重要性。從地震隔年的2000年起，立法機關開始積極採取行動，取代行政機關成

為災害治理的主要來源。立法院不僅制定多部地震災後的重建法規，更通過臺灣首部

針對災害治理的法律「災害防救法」，建立全國性的防救災害的法律框架，將災害防

救組織區分為中央、縣市、鄉鎮三個層級，各層級政府都設有永久性的「災害防災會

報」與臨時性的「災害應變中心」。然而，與前一時期的災害治理機關類似，新設立

的防災會報與應變中心仍然是由各政府部門官員兼任，缺乏全職人員專門研擬、執行

災害治理的政策方向與具體計畫。

　　立法院於制定「災害防救法」後，陸續基於臺灣社會的實際災害事件與救災經

驗，而多次修正該法。例如，2002年5月間發生華航飛機墜毀於澎湖外海，造成二百

多名乘客與機組員罹難。該次空難地點雖然位於澎湖附近的海域，但是並不屬於地方

政府管轄的行政區域範圍。因此，為了釐清和明確規範權責機關，「災害防救法」於

2008年修正後的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即規定，發生在海域的災害，應由中央協調地

方政府處理相關事宜。此外，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立法院亦於隔年修正「災害

防救法」，補強既有災害防救政府組織的不足。該次修法創設了「災害防災會報」的

幕僚單位「災害防救辦公室」，聘任專職人員協助審核災害防救政策，以及推動重大

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整體而言，自1945年至今，臺灣的災害治理法制主要歷經二項改變：災害治理

的法源依據與主要規範者從行政權移轉到立法權，以及災害治理從短期的應變與賑災

事宜，擴大為長期的減緩與調適工作。前者主要是相應於臺灣從動員戡亂體制下行政

權力獨大的狀況，走向憲政國家著重法治原則，以立法機關為重的民主化趨勢。後者

則是符合當代災害研究的發展，亦即災害治理必須全盤考量災害的每個階段，從減少

災害風險、災害事件、緊急應變、賠償與保險、重建，強調各階段彼此間的密切關

聯。

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建立與發展

　　如前所述，災害治理絕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期而全面性的研究。有鑒於氣候變

遷、極端天氣、與自然災害的程度與範圍不斷擴大，以及法律在災害治理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災害治理法與政策之研究，必須具備時間的縱深，釐清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

形成與變遷過程：曾經有哪些災害法規範曾經施行於臺灣？歷來各項災害法律在臺灣

社會中適用與施行的成效又如何，是否有助於防範災害、應變災情、加速重建，同時

妥善地保障受災者的權益？透過全盤性的回顧和檢視臺灣災害法規與實踐情形的歷史

發展，我們得以更完整地思考臺灣災害法制過去長期的演變、現今的狀況、乃至於未

來改進的方向。

　　根據處理災害事宜的政府組織與法規命令之不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發展過程

大致分為二個時期，依序為行政主導時期（1945至1999年）與立法管制時期（2000

年迄今）。在第一個階段，臺灣沒有災害治理政府體系與處理原則的全國性法律框

架，而是仰賴地方層級的行政機關發布行政命令，來規範災害應變與災後的救濟事

宜。當大規模災害導致的嚴重災情，超過既有法規命令所能因應的程度之時，總統可

依據憲法第四十三條賦予的權限發布緊急命令，或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發布

緊急處分，以解決重大災害事件後的急迫需求。

　　此時期涉及災害的緊急命令／緊急處分與行政命令，功能主要是因應顯然即將發

生或已經發生的自然災害。地方政府內的防救災害組織是為了個別災害而臨時設置，

負責單一次災害的應變與善後事宜，無法對於災害所有階段的整體情況，做出全面而

長期的規劃。至於總統在1959年八七水災與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發布的緊急命令，

規定了災害應變、救助、與復原工作。雖然可以作為大規模災害發生後的法源依據，

但是範圍過於寬泛，反而超出緊急命令原本的功能。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總統發

布緊急命令必須符合國家遭逢緊急或重大危難之情況，緊急命令的內容僅限於短期內

的急迫需求。非急迫的法令與措施則必須回歸一般情況下，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的憲政

體制運作。

卻有更頻繁的暴雨發生。  這些異常的天氣現象極有可能釀成洪水等自然災害，破壞

當地環境與造成人民損失。

　　近年來，許多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紛紛採取行動與尋求共識，試圖減少氣候變遷

與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風險，以及降低災害導致的生命、身體、財產等損失。在學術

研究的領域，法學者亦相當重視受到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影響者的權益，以災害治理

為主題的研究蓬勃發展，災害防救法制與災民權益保障已經成為國內外法學界的研究

焦點之一。 

　　時至今日，災害治理的理論內涵已經變得更加豐富多元。其中一項關鍵性的發

展，就是自然災害不再被視為單純的物理現象，而是其與諸多人為因素與社會內部結

構交互作用的結果。災害不僅肇因於大自然的強大力量，更涉及災害風險（Disaster 

Risk）、復原力／韌性（Resilience）、脆弱性（Vulnerability）等社會結構之面

向。災害實際上發生與否，相當程度取決於人類行動與社會制度能否因應大自然的力

量，包括法律制度如何規範災害治理的組織與原則，政府如何規劃、協調、與執行災

害治理工作，以及災害與既有之社會經濟狀況的互動。

　　根據Farber教授提出的「災害法之循環（Cycle of Disaster Law）」 理論，法

律在災害事件的各個階段，分別具有不同功能，諸如災害發生前的減少風險、災害發

生時的緊急應變、災害賠償與保險制度、乃至於災後重建。各階段的災害法制是否妥

善規劃與執行，將會影響其他階段的災情。當前的災害應變其實受到過去的災害事件

影響；現今處理災害的經驗，又會影響未來預防災害的作法與成效，在災害治理上形

成週而復始的循環。  換言之，災害絕非各個獨立的事件，而是必須拉長觀察的時

間，追蹤災害法制和各個自然災害互動和轉變的長期過程，才能找出災害治理整體法

制度的癥結所在。

　　莫拉克颱風災後的重建情形，突顯出臺灣長期以來災害法制發展的不足。包括分

散的災害治理權責機關，欠缺一個機關具備充足的資源與權限，能對於臺灣的災害治

理做出長期規劃、及時處理各種類型的災害、統籌協調災害復原工作。此外，災害法

制著重中央政府層級的機關與權責，忽略地方政府在災前預防與整備、災時應變、與

災後重建等階段的重要性。土地劃定法規與遷村政策在原住民部落引發的種種爭議，

更提醒臺灣社會必須正視原住民族土地權利，重新檢視過去實施於原住民土地法規的

正當性。

　　有鑑於此，未來探討與研究災害治理法制的重點，在於如何改進臺灣的災害防救

組織與政策方向，使其能夠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下，越來越不可預測的災害

風險與損害，並且從更全面的角度，整合性地規劃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各災害

階段的治理工作。不僅於此，有效而良好運作的災害治理，除了中央層級的規劃與協

調，也仰賴地方行動者的參與和合作。當災害發生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地方上的政

府、組織、個人。由於他們最了解實際狀況，所以也最有機會找出適合當地的災害因

應對策。過去的研究經常採取「由上往下（Top-down）」的治理模式，著重中央政

府領導統率的能力，但是我們也應該試著從「由下而上（Bottom-up）」角度出發思

考災害防救體系，在整合中央層級災害治理機關權責的同時，強調地方政府、非政府

組織、社區、個人的知識與力量，提升第一線受災者減災、整備、應變、與災後復原

的能力。

   See Daniel A. Farber, Introduction: Legal Scholarship, the Disaster Cycle, and the Fukushima 

Accident, 23 DUKE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FORUM 1 (2012); DANIEL A. FARB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saster Cycl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DISASTER RELIEF 7-20 

(David D. Carony, Michael J. Kelly, and Anastasia Telesetsky ed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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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治理法的發展背景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下極端天氣與災害事件的風險提高，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程

度變得更難以預測。臺灣由於位處於太平洋地震帶與颱風侵襲的主要路徑上，原本就

屬於高災害風險地區，島上的人民與土地飽受地震、洪水、波地崩塌等自然災害的威

脅。在過去五十年間，臺灣的自然災害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相較於1961年至1989年

間的颱風，1990年以後侵襲臺灣的颱風個數和強度都增加了。極端降雨的情況在

2000年後也明顯變多，更容易在暴雨時引發水災、在乾季時導致缺水等問題。  颱風

象神、納莉、敏督利、海棠、卡玫基導致嚴重豪雨，接二連三在臺灣造成慘重災情。

這些災害事件集中於近一、二十年間，可見極端強降雨的颱風越來越常在臺灣演變成

災害。 

　　不僅臺灣受到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史無前例的大雪、乾旱、冰雹、

熱浪也在世界各地造成嚴重災情。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

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公布的第五次評估報告，在過去的一百餘年

間，溫室氣體排放等人為因素導致全球氣溫上升，不僅冰山融化與海平面上升，各地

氣候也因此變得更加極端，降雨量少的地方將經歷更長的乾旱期，而降雨量多的地區

三、臺灣災害治理法制面臨之挑戰

　　臺灣的災害防救體系在歷經多次改革後，仍然存在政府組織以及權責過度分散的

問題。除了災害防救會報、災害防救委員會、災害防救辦公室，負責制定和推動災害

防救的長期計畫，個別災害發生時，各級政府也會開設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和執行短

期的救災事宜。此外，過去的修法內容聚焦於中央政府的災害應變能力，較少關注地

方政府在災害法制中的角色。政府消極處理鄉鎮市的人力短缺問題，未落實以專職人

員組成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全心推動災害治理的目標。

　　由於既有法規聚焦於災害防救的政府組織面向，較少針對減災、應變、與重建的

法律原則，導致臺灣政府經常在重大災害已經發生之後，匆忙制定法規範加以因應。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2009年8月初莫拉克颱風帶來豐沛雨量，打破臺灣氣象觀測史上

多項最高紀錄，洪水、山崩、土石流肆虐中南部各縣市，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與經濟

損失。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行政院於8月中旬擬定重建特別條例草案，立法院緊

接著於8月底召開臨時會審議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頒布災後重建

的基本原則、創設重建委員會主導重建工作、鬆綁既有的法律規範，以加速重建進

度。 

　　儘管「重建特別條例」的立意良善，但是倉促訂立的條文，在執行過程中卻引發

不少爭議。詳言之，該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地區或違法濫建之土

地，與原居住者諮商並取得共識之後，劃定特定區域，限制該地區居住或強制原居民

限期遷居、遷村。然而，實際上災區居民卻難以參與政府調查土地狀況和決策的過

程，陸續發起抗議、訴願、乃至於行政訴訟，  要求撤銷行政機關對於土地安全評估

和劃定特定區域的處分。此外，政府未提供完整資訊向災區居民說明特定區域的性質

與法律效果，諸多居民擔心他們的土地一旦劃為特定區域，土地權利行使將受到限制

或負面影響。最終導致受災原住民與政府達成共識而劃定特定區域的比例偏低。

　　1999年九二一地震造成重大的傷亡與損失，促使臺灣社會意識到災害治理法制

的重要性。從地震隔年的2000年起，立法機關開始積極採取行動，取代行政機關成

為災害治理的主要來源。立法院不僅制定多部地震災後的重建法規，更通過臺灣首部

針對災害治理的法律「災害防救法」，建立全國性的防救災害的法律框架，將災害防

救組織區分為中央、縣市、鄉鎮三個層級，各層級政府都設有永久性的「災害防災會

報」與臨時性的「災害應變中心」。然而，與前一時期的災害治理機關類似，新設立

的防災會報與應變中心仍然是由各政府部門官員兼任，缺乏全職人員專門研擬、執行

災害治理的政策方向與具體計畫。

　　立法院於制定「災害防救法」後，陸續基於臺灣社會的實際災害事件與救災經

驗，而多次修正該法。例如，2002年5月間發生華航飛機墜毀於澎湖外海，造成二百

多名乘客與機組員罹難。該次空難地點雖然位於澎湖附近的海域，但是並不屬於地方

政府管轄的行政區域範圍。因此，為了釐清和明確規範權責機關，「災害防救法」於

2008年修正後的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即規定，發生在海域的災害，應由中央協調地

方政府處理相關事宜。此外，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立法院亦於隔年修正「災害

防救法」，補強既有災害防救政府組織的不足。該次修法創設了「災害防災會報」的

幕僚單位「災害防救辦公室」，聘任專職人員協助審核災害防救政策，以及推動重大

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整體而言，自1945年至今，臺灣的災害治理法制主要歷經二項改變：災害治理

的法源依據與主要規範者從行政權移轉到立法權，以及災害治理從短期的應變與賑災

事宜，擴大為長期的減緩與調適工作。前者主要是相應於臺灣從動員戡亂體制下行政

權力獨大的狀況，走向憲政國家著重法治原則，以立法機關為重的民主化趨勢。後者

則是符合當代災害研究的發展，亦即災害治理必須全盤考量災害的每個階段，從減少

災害風險、災害事件、緊急應變、賠償與保險、重建，強調各階段彼此間的密切關

聯。

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建立與發展

　　如前所述，災害治理絕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期而全面性的研究。有鑒於氣候變

遷、極端天氣、與自然災害的程度與範圍不斷擴大，以及法律在災害治理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災害治理法與政策之研究，必須具備時間的縱深，釐清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

形成與變遷過程：曾經有哪些災害法規範曾經施行於臺灣？歷來各項災害法律在臺灣

社會中適用與施行的成效又如何，是否有助於防範災害、應變災情、加速重建，同時

妥善地保障受災者的權益？透過全盤性的回顧和檢視臺灣災害法規與實踐情形的歷史

發展，我們得以更完整地思考臺灣災害法制過去長期的演變、現今的狀況、乃至於未

來改進的方向。

　　根據處理災害事宜的政府組織與法規命令之不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發展過程

大致分為二個時期，依序為行政主導時期（1945至1999年）與立法管制時期（2000

年迄今）。在第一個階段，臺灣沒有災害治理政府體系與處理原則的全國性法律框

架，而是仰賴地方層級的行政機關發布行政命令，來規範災害應變與災後的救濟事

宜。當大規模災害導致的嚴重災情，超過既有法規命令所能因應的程度之時，總統可

依據憲法第四十三條賦予的權限發布緊急命令，或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發布

緊急處分，以解決重大災害事件後的急迫需求。

　　此時期涉及災害的緊急命令／緊急處分與行政命令，功能主要是因應顯然即將發

生或已經發生的自然災害。地方政府內的防救災害組織是為了個別災害而臨時設置，

負責單一次災害的應變與善後事宜，無法對於災害所有階段的整體情況，做出全面而

長期的規劃。至於總統在1959年八七水災與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發布的緊急命令，

規定了災害應變、救助、與復原工作。雖然可以作為大規模災害發生後的法源依據，

但是範圍過於寬泛，反而超出緊急命令原本的功能。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總統發

布緊急命令必須符合國家遭逢緊急或重大危難之情況，緊急命令的內容僅限於短期內

的急迫需求。非急迫的法令與措施則必須回歸一般情況下，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的憲政

體制運作。

卻有更頻繁的暴雨發生。  這些異常的天氣現象極有可能釀成洪水等自然災害，破壞

當地環境與造成人民損失。

　　近年來，許多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紛紛採取行動與尋求共識，試圖減少氣候變遷

與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風險，以及降低災害導致的生命、身體、財產等損失。在學術

研究的領域，法學者亦相當重視受到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影響者的權益，以災害治理

為主題的研究蓬勃發展，災害防救法制與災民權益保障已經成為國內外法學界的研究

焦點之一。 

　　時至今日，災害治理的理論內涵已經變得更加豐富多元。其中一項關鍵性的發

展，就是自然災害不再被視為單純的物理現象，而是其與諸多人為因素與社會內部結

構交互作用的結果。災害不僅肇因於大自然的強大力量，更涉及災害風險（Disaster 

Risk）、復原力／韌性（Resilience）、脆弱性（Vulnerability）等社會結構之面

向。災害實際上發生與否，相當程度取決於人類行動與社會制度能否因應大自然的力

量，包括法律制度如何規範災害治理的組織與原則，政府如何規劃、協調、與執行災

害治理工作，以及災害與既有之社會經濟狀況的互動。

　　根據Farber教授提出的「災害法之循環（Cycle of Disaster Law）」 理論，法

律在災害事件的各個階段，分別具有不同功能，諸如災害發生前的減少風險、災害發

生時的緊急應變、災害賠償與保險制度、乃至於災後重建。各階段的災害法制是否妥

善規劃與執行，將會影響其他階段的災情。當前的災害應變其實受到過去的災害事件

影響；現今處理災害的經驗，又會影響未來預防災害的作法與成效，在災害治理上形

成週而復始的循環。  換言之，災害絕非各個獨立的事件，而是必須拉長觀察的時

間，追蹤災害法制和各個自然災害互動和轉變的長期過程，才能找出災害治理整體法

制度的癥結所在。

　　莫拉克颱風災後的重建情形，突顯出臺灣長期以來災害法制發展的不足。包括分

散的災害治理權責機關，欠缺一個機關具備充足的資源與權限，能對於臺灣的災害治

理做出長期規劃、及時處理各種類型的災害、統籌協調災害復原工作。此外，災害法

制著重中央政府層級的機關與權責，忽略地方政府在災前預防與整備、災時應變、與

災後重建等階段的重要性。土地劃定法規與遷村政策在原住民部落引發的種種爭議，

更提醒臺灣社會必須正視原住民族土地權利，重新檢視過去實施於原住民土地法規的

正當性。

　　有鑑於此，未來探討與研究災害治理法制的重點，在於如何改進臺灣的災害防救

組織與政策方向，使其能夠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下，越來越不可預測的災害

風險與損害，並且從更全面的角度，整合性地規劃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各災害

階段的治理工作。不僅於此，有效而良好運作的災害治理，除了中央層級的規劃與協

調，也仰賴地方行動者的參與和合作。當災害發生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地方上的政

府、組織、個人。由於他們最了解實際狀況，所以也最有機會找出適合當地的災害因

應對策。過去的研究經常採取「由上往下（Top-down）」的治理模式，著重中央政

府領導統率的能力，但是我們也應該試著從「由下而上（Bottom-up）」角度出發思

考災害防救體系，在整合中央層級災害治理機關權責的同時，強調地方政府、非政府

組織、社區、個人的知識與力量，提升第一線受災者減災、整備、應變、與災後復原

的能力。

   李維森主持，《莫拉克颱風之災情與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階段報告（2010），頁3、

581。

7

   參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作業程序參考手冊》（高雄：行政院莫拉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2013年），

頁13。

8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73號判決（2012年12月14日）。
9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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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治理法的發展背景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下極端天氣與災害事件的風險提高，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程

度變得更難以預測。臺灣由於位處於太平洋地震帶與颱風侵襲的主要路徑上，原本就

屬於高災害風險地區，島上的人民與土地飽受地震、洪水、波地崩塌等自然災害的威

脅。在過去五十年間，臺灣的自然災害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相較於1961年至1989年

間的颱風，1990年以後侵襲臺灣的颱風個數和強度都增加了。極端降雨的情況在

2000年後也明顯變多，更容易在暴雨時引發水災、在乾季時導致缺水等問題。  颱風

象神、納莉、敏督利、海棠、卡玫基導致嚴重豪雨，接二連三在臺灣造成慘重災情。

這些災害事件集中於近一、二十年間，可見極端強降雨的颱風越來越常在臺灣演變成

災害。 

　　不僅臺灣受到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史無前例的大雪、乾旱、冰雹、

熱浪也在世界各地造成嚴重災情。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

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公布的第五次評估報告，在過去的一百餘年

間，溫室氣體排放等人為因素導致全球氣溫上升，不僅冰山融化與海平面上升，各地

氣候也因此變得更加極端，降雨量少的地方將經歷更長的乾旱期，而降雨量多的地區

三、臺灣災害治理法制面臨之挑戰

　　臺灣的災害防救體系在歷經多次改革後，仍然存在政府組織以及權責過度分散的

問題。除了災害防救會報、災害防救委員會、災害防救辦公室，負責制定和推動災害

防救的長期計畫，個別災害發生時，各級政府也會開設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和執行短

期的救災事宜。此外，過去的修法內容聚焦於中央政府的災害應變能力，較少關注地

方政府在災害法制中的角色。政府消極處理鄉鎮市的人力短缺問題，未落實以專職人

員組成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全心推動災害治理的目標。

　　由於既有法規聚焦於災害防救的政府組織面向，較少針對減災、應變、與重建的

法律原則，導致臺灣政府經常在重大災害已經發生之後，匆忙制定法規範加以因應。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2009年8月初莫拉克颱風帶來豐沛雨量，打破臺灣氣象觀測史上

多項最高紀錄，洪水、山崩、土石流肆虐中南部各縣市，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與經濟

損失。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行政院於8月中旬擬定重建特別條例草案，立法院緊

接著於8月底召開臨時會審議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頒布災後重建

的基本原則、創設重建委員會主導重建工作、鬆綁既有的法律規範，以加速重建進

度。 

　　儘管「重建特別條例」的立意良善，但是倉促訂立的條文，在執行過程中卻引發

不少爭議。詳言之，該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地區或違法濫建之土

地，與原居住者諮商並取得共識之後，劃定特定區域，限制該地區居住或強制原居民

限期遷居、遷村。然而，實際上災區居民卻難以參與政府調查土地狀況和決策的過

程，陸續發起抗議、訴願、乃至於行政訴訟，  要求撤銷行政機關對於土地安全評估

和劃定特定區域的處分。此外，政府未提供完整資訊向災區居民說明特定區域的性質

與法律效果，諸多居民擔心他們的土地一旦劃為特定區域，土地權利行使將受到限制

或負面影響。最終導致受災原住民與政府達成共識而劃定特定區域的比例偏低。

　　1999年九二一地震造成重大的傷亡與損失，促使臺灣社會意識到災害治理法制

的重要性。從地震隔年的2000年起，立法機關開始積極採取行動，取代行政機關成

為災害治理的主要來源。立法院不僅制定多部地震災後的重建法規，更通過臺灣首部

針對災害治理的法律「災害防救法」，建立全國性的防救災害的法律框架，將災害防

救組織區分為中央、縣市、鄉鎮三個層級，各層級政府都設有永久性的「災害防災會

報」與臨時性的「災害應變中心」。然而，與前一時期的災害治理機關類似，新設立

的防災會報與應變中心仍然是由各政府部門官員兼任，缺乏全職人員專門研擬、執行

災害治理的政策方向與具體計畫。

　　立法院於制定「災害防救法」後，陸續基於臺灣社會的實際災害事件與救災經

驗，而多次修正該法。例如，2002年5月間發生華航飛機墜毀於澎湖外海，造成二百

多名乘客與機組員罹難。該次空難地點雖然位於澎湖附近的海域，但是並不屬於地方

政府管轄的行政區域範圍。因此，為了釐清和明確規範權責機關，「災害防救法」於

2008年修正後的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即規定，發生在海域的災害，應由中央協調地

方政府處理相關事宜。此外，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立法院亦於隔年修正「災害

防救法」，補強既有災害防救政府組織的不足。該次修法創設了「災害防災會報」的

幕僚單位「災害防救辦公室」，聘任專職人員協助審核災害防救政策，以及推動重大

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整體而言，自1945年至今，臺灣的災害治理法制主要歷經二項改變：災害治理

的法源依據與主要規範者從行政權移轉到立法權，以及災害治理從短期的應變與賑災

事宜，擴大為長期的減緩與調適工作。前者主要是相應於臺灣從動員戡亂體制下行政

權力獨大的狀況，走向憲政國家著重法治原則，以立法機關為重的民主化趨勢。後者

則是符合當代災害研究的發展，亦即災害治理必須全盤考量災害的每個階段，從減少

災害風險、災害事件、緊急應變、賠償與保險、重建，強調各階段彼此間的密切關

聯。

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建立與發展

　　如前所述，災害治理絕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期而全面性的研究。有鑒於氣候變

遷、極端天氣、與自然災害的程度與範圍不斷擴大，以及法律在災害治理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災害治理法與政策之研究，必須具備時間的縱深，釐清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

形成與變遷過程：曾經有哪些災害法規範曾經施行於臺灣？歷來各項災害法律在臺灣

社會中適用與施行的成效又如何，是否有助於防範災害、應變災情、加速重建，同時

妥善地保障受災者的權益？透過全盤性的回顧和檢視臺灣災害法規與實踐情形的歷史

發展，我們得以更完整地思考臺灣災害法制過去長期的演變、現今的狀況、乃至於未

來改進的方向。

　　根據處理災害事宜的政府組織與法規命令之不同，臺灣災害治理法制的發展過程

大致分為二個時期，依序為行政主導時期（1945至1999年）與立法管制時期（2000

年迄今）。在第一個階段，臺灣沒有災害治理政府體系與處理原則的全國性法律框

架，而是仰賴地方層級的行政機關發布行政命令，來規範災害應變與災後的救濟事

宜。當大規模災害導致的嚴重災情，超過既有法規命令所能因應的程度之時，總統可

依據憲法第四十三條賦予的權限發布緊急命令，或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發布

緊急處分，以解決重大災害事件後的急迫需求。

　　此時期涉及災害的緊急命令／緊急處分與行政命令，功能主要是因應顯然即將發

生或已經發生的自然災害。地方政府內的防救災害組織是為了個別災害而臨時設置，

負責單一次災害的應變與善後事宜，無法對於災害所有階段的整體情況，做出全面而

長期的規劃。至於總統在1959年八七水災與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發布的緊急命令，

規定了災害應變、救助、與復原工作。雖然可以作為大規模災害發生後的法源依據，

但是範圍過於寬泛，反而超出緊急命令原本的功能。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總統發

布緊急命令必須符合國家遭逢緊急或重大危難之情況，緊急命令的內容僅限於短期內

的急迫需求。非急迫的法令與措施則必須回歸一般情況下，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的憲政

體制運作。

卻有更頻繁的暴雨發生。  這些異常的天氣現象極有可能釀成洪水等自然災害，破壞

當地環境與造成人民損失。

　　近年來，許多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紛紛採取行動與尋求共識，試圖減少氣候變遷

與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風險，以及降低災害導致的生命、身體、財產等損失。在學術

研究的領域，法學者亦相當重視受到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影響者的權益，以災害治理

為主題的研究蓬勃發展，災害防救法制與災民權益保障已經成為國內外法學界的研究

焦點之一。 

　　時至今日，災害治理的理論內涵已經變得更加豐富多元。其中一項關鍵性的發

展，就是自然災害不再被視為單純的物理現象，而是其與諸多人為因素與社會內部結

構交互作用的結果。災害不僅肇因於大自然的強大力量，更涉及災害風險（Disaster 

Risk）、復原力／韌性（Resilience）、脆弱性（Vulnerability）等社會結構之面

向。災害實際上發生與否，相當程度取決於人類行動與社會制度能否因應大自然的力

量，包括法律制度如何規範災害治理的組織與原則，政府如何規劃、協調、與執行災

害治理工作，以及災害與既有之社會經濟狀況的互動。

　　根據Farber教授提出的「災害法之循環（Cycle of Disaster Law）」 理論，法

律在災害事件的各個階段，分別具有不同功能，諸如災害發生前的減少風險、災害發

生時的緊急應變、災害賠償與保險制度、乃至於災後重建。各階段的災害法制是否妥

善規劃與執行，將會影響其他階段的災情。當前的災害應變其實受到過去的災害事件

影響；現今處理災害的經驗，又會影響未來預防災害的作法與成效，在災害治理上形

成週而復始的循環。  換言之，災害絕非各個獨立的事件，而是必須拉長觀察的時

間，追蹤災害法制和各個自然災害互動和轉變的長期過程，才能找出災害治理整體法

制度的癥結所在。

　　莫拉克颱風災後的重建情形，突顯出臺灣長期以來災害法制發展的不足。包括分

散的災害治理權責機關，欠缺一個機關具備充足的資源與權限，能對於臺灣的災害治

理做出長期規劃、及時處理各種類型的災害、統籌協調災害復原工作。此外，災害法

制著重中央政府層級的機關與權責，忽略地方政府在災前預防與整備、災時應變、與

災後重建等階段的重要性。土地劃定法規與遷村政策在原住民部落引發的種種爭議，

更提醒臺灣社會必須正視原住民族土地權利，重新檢視過去實施於原住民土地法規的

正當性。

　　有鑑於此，未來探討與研究災害治理法制的重點，在於如何改進臺灣的災害防救

組織與政策方向，使其能夠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下，越來越不可預測的災害

風險與損害，並且從更全面的角度，整合性地規劃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各災害

階段的治理工作。不僅於此，有效而良好運作的災害治理，除了中央層級的規劃與協

調，也仰賴地方行動者的參與和合作。當災害發生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地方上的政

府、組織、個人。由於他們最了解實際狀況，所以也最有機會找出適合當地的災害因

應對策。過去的研究經常採取「由上往下（Top-down）」的治理模式，著重中央政

府領導統率的能力，但是我們也應該試著從「由下而上（Bottom-up）」角度出發思

考災害防救體系，在整合中央層級災害治理機關權責的同時，強調地方政府、非政府

組織、社區、個人的知識與力量，提升第一線受災者減災、整備、應變、與災後復原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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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0月至12月業務行事曆

　　109年10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109年10月1日至109年10月31日

　　補助期刊編輯費用：109年10月20日至109年11月10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109年10月1日至10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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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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