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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群專訪：
黃秀端教授談國會研究及未來展望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學術研究群業務旨在希望促成學者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學術議題，形成研究團

體，增加學者間的交流對話，深化研究能量。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黃秀端教授以國會研

究為主軸，執行及成果皆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黃教授分享參與研究群業務的收穫

與心得。

　　國內國會研究領域的學者不多，就以前來說，雖然每年都能於各研討會中碰面進

行交流，但很難有機會所有人坐下來，專注且長時間的討論一個特定主題。因此一開

始是研究群中的青年學者，東海大學政治學系邱師儀副教授提出申請構想，希望可以

集結相同研究領域的研究者。黃教授當時認為此構想對聚集相關研究學者的能量有

益，加上黃教授已為國會研究領域的資深學者，而黃教授任職的東吳大學亦有成立國

會研究中心，每年會固定舉辦研討會議，不論經歷或場域都相當適合，因此黃教授當

仁不讓成為召集人，邀請相關研究的學者，向中心提出申請。

　　開始執行後，在研究群聚會中，與會成員發現以前研討會無法仔細了解對方的研

究方法、內容、進行方式，以及如何延伸。透過固定聚會討論，成員們不僅可以對對

方的研究內容有所掌握，也能針對彼此的研究提供修改建議和不同的思考角度。因此

最初聚會本來是以發表已完成論文為主，到後期成員會將正在處理的議題提出討論，

腦力激盪，更能拓寬議題的視野。研究群成員都很珍惜這樣的機會，有遠從臺中、臺

南等地到臺北與會的成員，也幾乎沒有缺席會議。

　　除了內部成員的積極參與外，研究群也邀請國內外講員到研究群分享研究成果，

增加研究群成員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的新知。在106年執行時，研究群就曾邀請國外講

員分享國外國會研究運用大數據（big data）、文字探勘（text mining）等新的研究

工具，為研究群成員帶來新的視野。因此後續再次申請研究群業務時，就希望能將資

訊科技帶入國會研究議題，增進這方面的知識與實作。

　　在109年執行過程中，研究群為了解更多資訊科技的內容，遂邀請東吳大學巨量

資料管理學院、國立清華大學等大專院校，且有與政治學學者合作經驗的研究人員，

到研究群分享相關知識及心得。此外，也邀請業界的思維策略謝一平執行長，分享業

界是如何使用大數據及相關工具進行網路聲量的分析。

　　不過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黃教授也坦言遇到瓶頸。由於中文及英文的語法有極大

的差異，而中文的邏輯、斷詞斷句等，相較英文又更加複雜，所以還需要更大量的資

料，並建立中文詞彙資料庫，才能嘗試解決此問題。但是國會資料本身就十分龐雜，

如立法院的公報，一周的內容就可以集結成冊。雖然目前立法院已經逐步提供可搜尋

的電子檔案，比起以前傳統掃描檔更為方便使用。不過後續資料的建置，以及如何建

立操作時的分析邏輯，仍是有待進一步收集及設計。畢竟若只追求詞彙的出現次數，

是不足以滿足研究需求的，還需要更深入的了解文字中的立場、贊成或反對的理由等

面向。緣此，以現況而言，仍然需要適度的人工篩選並解讀，很難完全交由電腦程式

處理。

　　雖然如此，但此研究方法仍有許多嘗試空間。黃教授也提到後來邀請的講員中，

亦有使用此研究方法，將提案與連署資料進行分類，找出法案的提出者，以及其所屬

的群體與彼此之間的關係。因此黃教授還是會從資料庫建置開始，一步一步的處理待

解決的問題。

　　回顧研究群執行過程，黃教授認為最初構思研究群主題、召集成員，以及挑選適

合的講員人選等，是最不容易的地方。但是實際運作後，確實讓研究群成員能在各項

事務忙碌之餘，保有一個面對面討論交流的場域。在106年執行期間，許多成員因此

有機會於東吳大學政治系每年固定舉辦的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後續論文也收錄於專

書《國會立法與監督》中。而於109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中，研究群成員亦組織一個

小組，發表研究成果。

　　除了學術研究群外，為將成果公開分享，黃教授也向中心申請學術研究網站，希

望能隨時提供國會研究相關的研討會、演講、國會助理工作坊等訊息，同時，也提供

國會資料供有興趣的人申請分享。黃教授亦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整合各種不同的資料

庫，並成為共享資源，能對未來的國會研究發展帶來更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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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8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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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數位傳播策略與成果：
專訪《新聞學研究》、《臺灣社會學刊》
採訪／李宛芝、林芳琪　撰文／李宛芝

　　本中心為支持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期刊推廣學術研究成果與知識普及化，故

於107年試辦「補助期刊數位傳播」業務，鼓勵期刊單位運用多媒體、社群媒體等多

元數位傳播方式，擴大公共服務，期許提升學術成果及知識的能見度與社會影響力。

　　在國家圖書館頒發的109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獎項中，於108年獲補助的

兩本期刊《臺灣社會學刊》、《新聞學研究》，雙雙獲得「期刊即時傳播獎」及「期

刊長期傳播獎」，成績優異。本次中心特別邀請兩本期刊於108年擔任主編的國立臺

灣大學社會學系藍佩嘉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王淑美教授，以及協助期刊傳播

事務的助理，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余耕任同學、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

班陳瑜同學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班的張芳瑋同學，分享期刊於數位傳播的策

略與心得。

傳播策略的嘗試與效果

　　《新聞學研究》在向中心申請業務前，期刊本身已經有網站，但由於之前網站維

護有問題，許多功能已不符需求，且網站因設計問題，暴露於高資安風險中。因此期

刊獲得中心補助後，積極尋找新的廠商，重新設計網站的後臺投稿系統、稿件處理分

類方式，以及前臺的投稿操作、讀者瀏覽介面等。張同學主要負責與廠商聯繫，而網

站為使投稿者能於線上完成投稿流程，須與使用者有高度互動，非單純資料展示。所

以初期網站剛設置完成後，仍歷經長時間的調整磨合，才逐漸與期刊收件審稿流程同

步，殊為不易。但是藉由改善期刊網站的介面、使用者操作的優化等，王教授認為對

於期刊整體效益是有所提升的。友善的介面同時也讓使用者有更高的黏著度，王教授

就提到有一次網站因為IP認證問題，停擺了2天左右的時間，期間就有許多讀者來信

詢問網站何時可以修復，顯見良好的使用者體驗，會提高讀者對於網站的依賴程度。

　　除了網站外，《新聞學研究》也有成立期刊的Facebook專頁，每年會有4次公布

出刊消息，但效益不彰。因此於獲補助後，除了改為出刊後每周發布一篇當期刊登文

章，維持關注度外，期刊也運用經費邀請傳播學院博士班畢業的青年學者，用深入淺

出的方式介紹每期刊登文章，搭配吸引人的照片、連結時事話題，拉近與讀者的距

離。讓讀者不再覺得學術知識遙不可及，而是切實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

　　透過這些介紹，不僅增加Facebook發文次數，使專頁能不間斷地提供新知，同

時，將個別文章獨立後，也可以觀察到後續的瀏覽人數、觸及率等，反映大眾關心的

議題面向。例如109年由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劉昌德教授撰寫的研究論文，其主題

與小編新聞學相關，在Facebook放上介紹文字後，觸及人數就達到近4,000人，互動

留言數也有600多人，後臺顯示點閱數超過9,000人。此外於期刊介紹文中，會增加

hashtag或是直接標註作者，邀請作者轉發並分享心得於個人臉書平臺，增加跟讀者

的互動。為保留這些文章，於Facebook發布後，也會放在網站的「大眾專區」，讓

有興趣的讀者瀏覽。

　　就傳播角度來看，《新聞學研究》於傳播策略的改變，確實讓新上架文章的點閱

率能快速增加，甚至能在更短的時間中，點閱率就超越一些過往文章累積多年的數

量，顯見這些傳播方式對於推廣學術研究是有其效益的。但王教授也提及，學術議題

的重要性並非是以點閱率作為評斷，而點閱率或下載數，也僅是反映當時大眾或是學

界對議題的關注程度，因此雖然樂見有期刊能接觸更多讀者，但對於量化指標的態度

是審慎參考。

　　《臺灣社會學刊》一開始主要傳播管道就是學刊本身的網站及臺灣社會學會的平

臺上，供讀者閱覽。期刊主要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的支持，而以文字作為載具的公眾傳

播媒介，臺灣社會學會的「巷仔口社會學」已獲得相當的效益，並於後續出版3本專

書。因此除文字以外，藍教授也希望進一步思考是否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傳遞學術知

識。在此次規劃中，藍教授希望嘗試兩種方法，一是拍攝影片，二則是製作Podcast

廣播。然而Podcast的嘗試，因為非專業收音設備，後續操作及實際作品不盡理想，

所以仍以製作的影片做為主要成果。

　　在獲補助期間，總共拍攝4部影片，訪問7位學者。有兩部影片除了作者本人外，

亦另外邀請研究議題相關的學者一同受訪，一部則是兩本書的作者一起受訪，最後一

部則是單獨一位學者受訪。目前第一部探討多元入學議題的影片，與公眾連結性強，

已經發布在期刊網站的影音展示區及其他相關平臺，累計觀看人數已達3萬多次，觸

及人數則達到10萬多次，顯見影片的傳播效果不容小覷。

　　不過藍教授也坦言，在選擇文章轉譯為數位媒體方式的時候，有許多因素需要考

量，一是議題的選擇需要具有公眾性，讓一般民眾有興趣接觸；二是內容容易轉譯，

若是內容有許多表格及量化資料須呈現，撰寫影片腳本較為不易；三是講述者的口才

是否能夠吸引觀眾聆聽。即便三項因素具備，但製作影片有其專業門檻，因此拍攝及

剪輯，基本上仍須仰賴專業廠商，比起文字載體、Podcast等相比，成本還是較高。

　　雖則如此，但是一部引人注目的推廣影片，不僅對一般大眾的傳播效益高，對作

者也是另一個有利的發聲場域。余同學就觀察到，在新聞社論中有針對多元入學議題

的社論，其中談到的內容，很明顯是參考影片而來。因為該段內容作者於論文中並未

提及，是後續在影片中的補充內容。於作者而言，影片的拍攝讓作者有再次補充的機

會，將原本因為論文格式受限的篇幅或投稿考量的資訊，重新提出說明。對作者與讀

者來說，都是有益的。

數位傳播工作對職涯的影響

　　《新聞學研究》的助理陳瑜同學本身正在就讀博士班，於她而言，在期刊擔任編

輯，不僅是一份工作資歷，更是經驗的累積。由於未來有考慮進入學術領域，在實際

參與期刊從收稿、審查，乃至後續編輯到出刊的過程，讓陳同學對學術論文的敏銳度

提升，不僅了解評審對文章的觀察、作者如何回應評審的問題，也能在後續校對及查

證論文資料的精確性中，掌握論文書寫的內容、體例等細節，是很好的學術訓練。而

另一位負責網站維護的張同學，未來有意從事網路相關工作，因此擔任期刊網管的經

驗，是履歷中重要的一筆。很多公司的服務內容，與電子載體或媒體結合的趨勢日益

增多，許多業主徵才時，除了設定對社群媒體操作的門檻外，也希望雇用的人才能夠

對網站經營或APP架構有基本概念，對張同學來說，此次經驗獲益良多。

　　《臺灣社會學刊》當初藍教授在申請計劃時，因余同學本身對媒體影音製作有興

趣，有想嘗試成為社會科學科普節目的YouTuber，因此當初亦有想過使用YouTube

作為傳播平臺。但藍教授與余同學幾經討論後，最後決定從製作影片開始。余同學表

示，在製作過程中，能一一參與構思題材、撰寫影片腳本，到後續拍攝影片、後製剪

輯等流程，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余同學甚至有因為想修改一些影片的細節，因此開始

學習並嘗試如何進行影片的剪輯及修正。藍教授十分讚許余同學對於知識傳播的熱

情，也認為余同學在此份工作中，既能近距離接觸學習傳播媒介的操作，同時還能保

持對知識傳遞的熱情，是很好的發展。

執行過程的困難及未來展望

　　王教授提到由於期刊網站建置並非擁有大額經費，加上承作廠商有其他專案同時

進行，因此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時常在網站發生問題時，無人可以及時

解決。王教授提到當初在思考傳播推廣方式時，參考很多國外傳播類期刊的作法，包

含排版、使用者介面等，此外為了讓國外學者也可以了解臺灣期刊的方式，因此也在

期刊網站增加英文的說明文字，並呈現中、英兩版的摘要，供國外讀者參考，未來仍

會持續朝著擴大讀者範圍的方向努力。

　　趁著這次的期刊網站改版，《新聞學研究》已推動期刊線上優先出版（online 

first），論文能於審查獲得同意刊登之後，不用再等待紙本印出，而是先行線上刊

登。如此，作者無須過於漫長的等待論文上架，讀者也可以及時在期刊網站或社群媒

體閱讀到文章的內容，加速學術流通並雙贏局面。未來若還有機會獲得經費挹注，王

教授邀請文章作者錄製1分鐘的影片介紹論文作品。雖則影片成本相對高，但作者對

文章的介紹影片，能讓讀者實際見到作者的樣貌，並聽到作者口述自己如何看待文

章，對讀者來說會更有連結感，也更有趣。

　　藍教授提到臺灣的公民社會非常活躍，因此需要很多科普知識的傳播進路，才能

使公民社會更加成熟。雖則此次影片的經驗是成功的，但影片的拍攝成本，以及影片

完成後，與廠商修改影片往返的時間及溝通成本，也遠比預期中來得高。縱然影片傳

播效果良好，但要拍出好的影片需要時間，而若要有一定的關注及傳播效果，一年僅

有4部影片，又很難維持熱度，質量與數量實難兼顧，亦是一大困難。

　　未來若要再進行其他數位傳播的嘗試，藍教授仍會希望製作Podcast。藍教授提

到美國的Podcast有許多社會科學科普節目，而臺灣此部分尚待開發。此外，Pod-

cast有更高的靈活度。因為藍教授認為對公眾來說，感興趣的是議題的內容，若要討

論這個議題，並不僅只是轉譯，而是必須了解這個議題會產生甚麼討論，以及對公眾

的意義在哪裡，並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哪些知識跟啟發。所以當初在設定Podcast內

容時，是希望可以至少有2位與議題相關的學者進行對話，不過這個想法最後先挪用

到影片使用。但如果未來能有嘗試的機會，會希望以此作為首要的方式，並希望能促

成更多專門介紹各學科相關議題的科普Podcast，傳播效益應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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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訪

interview

　　本中心為支持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期刊推廣學術研究成果與知識普及化，故

於107年試辦「補助期刊數位傳播」業務，鼓勵期刊單位運用多媒體、社群媒體等多

元數位傳播方式，擴大公共服務，期許提升學術成果及知識的能見度與社會影響力。

　　在國家圖書館頒發的109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獎項中，於108年獲補助的

兩本期刊《臺灣社會學刊》、《新聞學研究》，雙雙獲得「期刊即時傳播獎」及「期

刊長期傳播獎」，成績優異。本次中心特別邀請兩本期刊於108年擔任主編的國立臺

灣大學社會學系藍佩嘉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王淑美教授，以及協助期刊傳播

事務的助理，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余耕任同學、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

班陳瑜同學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班的張芳瑋同學，分享期刊於數位傳播的策

略與心得。

傳播策略的嘗試與效果

　　《新聞學研究》在向中心申請業務前，期刊本身已經有網站，但由於之前網站維

護有問題，許多功能已不符需求，且網站因設計問題，暴露於高資安風險中。因此期

刊獲得中心補助後，積極尋找新的廠商，重新設計網站的後臺投稿系統、稿件處理分

類方式，以及前臺的投稿操作、讀者瀏覽介面等。張同學主要負責與廠商聯繫，而網

站為使投稿者能於線上完成投稿流程，須與使用者有高度互動，非單純資料展示。所

以初期網站剛設置完成後，仍歷經長時間的調整磨合，才逐漸與期刊收件審稿流程同

步，殊為不易。但是藉由改善期刊網站的介面、使用者操作的優化等，王教授認為對

於期刊整體效益是有所提升的。友善的介面同時也讓使用者有更高的黏著度，王教授

就提到有一次網站因為IP認證問題，停擺了2天左右的時間，期間就有許多讀者來信

詢問網站何時可以修復，顯見良好的使用者體驗，會提高讀者對於網站的依賴程度。

　　除了網站外，《新聞學研究》也有成立期刊的Facebook專頁，每年會有4次公布

出刊消息，但效益不彰。因此於獲補助後，除了改為出刊後每周發布一篇當期刊登文

章，維持關注度外，期刊也運用經費邀請傳播學院博士班畢業的青年學者，用深入淺

出的方式介紹每期刊登文章，搭配吸引人的照片、連結時事話題，拉近與讀者的距

離。讓讀者不再覺得學術知識遙不可及，而是切實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

　　透過這些介紹，不僅增加Facebook發文次數，使專頁能不間斷地提供新知，同

時，將個別文章獨立後，也可以觀察到後續的瀏覽人數、觸及率等，反映大眾關心的

議題面向。例如109年由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劉昌德教授撰寫的研究論文，其主題

與小編新聞學相關，在Facebook放上介紹文字後，觸及人數就達到近4,000人，互動

留言數也有600多人，後臺顯示點閱數超過9,000人。此外於期刊介紹文中，會增加

hashtag或是直接標註作者，邀請作者轉發並分享心得於個人臉書平臺，增加跟讀者

的互動。為保留這些文章，於Facebook發布後，也會放在網站的「大眾專區」，讓

有興趣的讀者瀏覽。

　　就傳播角度來看，《新聞學研究》於傳播策略的改變，確實讓新上架文章的點閱

率能快速增加，甚至能在更短的時間中，點閱率就超越一些過往文章累積多年的數

量，顯見這些傳播方式對於推廣學術研究是有其效益的。但王教授也提及，學術議題

的重要性並非是以點閱率作為評斷，而點閱率或下載數，也僅是反映當時大眾或是學

界對議題的關注程度，因此雖然樂見有期刊能接觸更多讀者，但對於量化指標的態度

是審慎參考。

　　《臺灣社會學刊》一開始主要傳播管道就是學刊本身的網站及臺灣社會學會的平

臺上，供讀者閱覽。期刊主要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的支持，而以文字作為載具的公眾傳

播媒介，臺灣社會學會的「巷仔口社會學」已獲得相當的效益，並於後續出版3本專

書。因此除文字以外，藍教授也希望進一步思考是否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傳遞學術知

識。在此次規劃中，藍教授希望嘗試兩種方法，一是拍攝影片，二則是製作Podcast

廣播。然而Podcast的嘗試，因為非專業收音設備，後續操作及實際作品不盡理想，

所以仍以製作的影片做為主要成果。

　　在獲補助期間，總共拍攝4部影片，訪問7位學者。有兩部影片除了作者本人外，

亦另外邀請研究議題相關的學者一同受訪，一部則是兩本書的作者一起受訪，最後一

部則是單獨一位學者受訪。目前第一部探討多元入學議題的影片，與公眾連結性強，

已經發布在期刊網站的影音展示區及其他相關平臺，累計觀看人數已達3萬多次，觸

及人數則達到10萬多次，顯見影片的傳播效果不容小覷。

　　不過藍教授也坦言，在選擇文章轉譯為數位媒體方式的時候，有許多因素需要考

量，一是議題的選擇需要具有公眾性，讓一般民眾有興趣接觸；二是內容容易轉譯，

若是內容有許多表格及量化資料須呈現，撰寫影片腳本較為不易；三是講述者的口才

是否能夠吸引觀眾聆聽。即便三項因素具備，但製作影片有其專業門檻，因此拍攝及

剪輯，基本上仍須仰賴專業廠商，比起文字載體、Podcast等相比，成本還是較高。

　　雖則如此，但是一部引人注目的推廣影片，不僅對一般大眾的傳播效益高，對作

者也是另一個有利的發聲場域。余同學就觀察到，在新聞社論中有針對多元入學議題

的社論，其中談到的內容，很明顯是參考影片而來。因為該段內容作者於論文中並未

提及，是後續在影片中的補充內容。於作者而言，影片的拍攝讓作者有再次補充的機

會，將原本因為論文格式受限的篇幅或投稿考量的資訊，重新提出說明。對作者與讀

者來說，都是有益的。

數位傳播工作對職涯的影響

　　《新聞學研究》的助理陳瑜同學本身正在就讀博士班，於她而言，在期刊擔任編

輯，不僅是一份工作資歷，更是經驗的累積。由於未來有考慮進入學術領域，在實際

參與期刊從收稿、審查，乃至後續編輯到出刊的過程，讓陳同學對學術論文的敏銳度

提升，不僅了解評審對文章的觀察、作者如何回應評審的問題，也能在後續校對及查

證論文資料的精確性中，掌握論文書寫的內容、體例等細節，是很好的學術訓練。而

另一位負責網站維護的張同學，未來有意從事網路相關工作，因此擔任期刊網管的經

驗，是履歷中重要的一筆。很多公司的服務內容，與電子載體或媒體結合的趨勢日益

增多，許多業主徵才時，除了設定對社群媒體操作的門檻外，也希望雇用的人才能夠

對網站經營或APP架構有基本概念，對張同學來說，此次經驗獲益良多。

　　《臺灣社會學刊》當初藍教授在申請計劃時，因余同學本身對媒體影音製作有興

趣，有想嘗試成為社會科學科普節目的YouTuber，因此當初亦有想過使用YouTube

作為傳播平臺。但藍教授與余同學幾經討論後，最後決定從製作影片開始。余同學表

示，在製作過程中，能一一參與構思題材、撰寫影片腳本，到後續拍攝影片、後製剪

輯等流程，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余同學甚至有因為想修改一些影片的細節，因此開始

學習並嘗試如何進行影片的剪輯及修正。藍教授十分讚許余同學對於知識傳播的熱

情，也認為余同學在此份工作中，既能近距離接觸學習傳播媒介的操作，同時還能保

持對知識傳遞的熱情，是很好的發展。

執行過程的困難及未來展望

　　王教授提到由於期刊網站建置並非擁有大額經費，加上承作廠商有其他專案同時

進行，因此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時常在網站發生問題時，無人可以及時

解決。王教授提到當初在思考傳播推廣方式時，參考很多國外傳播類期刊的作法，包

含排版、使用者介面等，此外為了讓國外學者也可以了解臺灣期刊的方式，因此也在

期刊網站增加英文的說明文字，並呈現中、英兩版的摘要，供國外讀者參考，未來仍

會持續朝著擴大讀者範圍的方向努力。

　　趁著這次的期刊網站改版，《新聞學研究》已推動期刊線上優先出版（online 

first），論文能於審查獲得同意刊登之後，不用再等待紙本印出，而是先行線上刊

登。如此，作者無須過於漫長的等待論文上架，讀者也可以及時在期刊網站或社群媒

體閱讀到文章的內容，加速學術流通並雙贏局面。未來若還有機會獲得經費挹注，王

教授邀請文章作者錄製1分鐘的影片介紹論文作品。雖則影片成本相對高，但作者對

文章的介紹影片，能讓讀者實際見到作者的樣貌，並聽到作者口述自己如何看待文

章，對讀者來說會更有連結感，也更有趣。

　　藍教授提到臺灣的公民社會非常活躍，因此需要很多科普知識的傳播進路，才能

使公民社會更加成熟。雖則此次影片的經驗是成功的，但影片的拍攝成本，以及影片

完成後，與廠商修改影片往返的時間及溝通成本，也遠比預期中來得高。縱然影片傳

播效果良好，但要拍出好的影片需要時間，而若要有一定的關注及傳播效果，一年僅

有4部影片，又很難維持熱度，質量與數量實難兼顧，亦是一大困難。

　　未來若要再進行其他數位傳播的嘗試，藍教授仍會希望製作Podcast。藍教授提

到美國的Podcast有許多社會科學科普節目，而臺灣此部分尚待開發。此外，Pod-

cast有更高的靈活度。因為藍教授認為對公眾來說，感興趣的是議題的內容，若要討

論這個議題，並不僅只是轉譯，而是必須了解這個議題會產生甚麼討論，以及對公眾

的意義在哪裡，並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哪些知識跟啟發。所以當初在設定Podcast內

容時，是希望可以至少有2位與議題相關的學者進行對話，不過這個想法最後先挪用

到影片使用。但如果未來能有嘗試的機會，會希望以此作為首要的方式，並希望能促

成更多專門介紹各學科相關議題的科普Podcast，傳播效益應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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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訪

interview

　　本中心為支持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期刊推廣學術研究成果與知識普及化，故

於107年試辦「補助期刊數位傳播」業務，鼓勵期刊單位運用多媒體、社群媒體等多

元數位傳播方式，擴大公共服務，期許提升學術成果及知識的能見度與社會影響力。

　　在國家圖書館頒發的109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獎項中，於108年獲補助的

兩本期刊《臺灣社會學刊》、《新聞學研究》，雙雙獲得「期刊即時傳播獎」及「期

刊長期傳播獎」，成績優異。本次中心特別邀請兩本期刊於108年擔任主編的國立臺

灣大學社會學系藍佩嘉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王淑美教授，以及協助期刊傳播

事務的助理，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余耕任同學、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

班陳瑜同學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班的張芳瑋同學，分享期刊於數位傳播的策

略與心得。

傳播策略的嘗試與效果

　　《新聞學研究》在向中心申請業務前，期刊本身已經有網站，但由於之前網站維

護有問題，許多功能已不符需求，且網站因設計問題，暴露於高資安風險中。因此期

刊獲得中心補助後，積極尋找新的廠商，重新設計網站的後臺投稿系統、稿件處理分

類方式，以及前臺的投稿操作、讀者瀏覽介面等。張同學主要負責與廠商聯繫，而網

站為使投稿者能於線上完成投稿流程，須與使用者有高度互動，非單純資料展示。所

以初期網站剛設置完成後，仍歷經長時間的調整磨合，才逐漸與期刊收件審稿流程同

步，殊為不易。但是藉由改善期刊網站的介面、使用者操作的優化等，王教授認為對

於期刊整體效益是有所提升的。友善的介面同時也讓使用者有更高的黏著度，王教授

就提到有一次網站因為IP認證問題，停擺了2天左右的時間，期間就有許多讀者來信

詢問網站何時可以修復，顯見良好的使用者體驗，會提高讀者對於網站的依賴程度。

　　除了網站外，《新聞學研究》也有成立期刊的Facebook專頁，每年會有4次公布

出刊消息，但效益不彰。因此於獲補助後，除了改為出刊後每周發布一篇當期刊登文

章，維持關注度外，期刊也運用經費邀請傳播學院博士班畢業的青年學者，用深入淺

出的方式介紹每期刊登文章，搭配吸引人的照片、連結時事話題，拉近與讀者的距

離。讓讀者不再覺得學術知識遙不可及，而是切實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

　　透過這些介紹，不僅增加Facebook發文次數，使專頁能不間斷地提供新知，同

時，將個別文章獨立後，也可以觀察到後續的瀏覽人數、觸及率等，反映大眾關心的

議題面向。例如109年由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劉昌德教授撰寫的研究論文，其主題

與小編新聞學相關，在Facebook放上介紹文字後，觸及人數就達到近4,000人，互動

留言數也有600多人，後臺顯示點閱數超過9,000人。此外於期刊介紹文中，會增加

hashtag或是直接標註作者，邀請作者轉發並分享心得於個人臉書平臺，增加跟讀者

的互動。為保留這些文章，於Facebook發布後，也會放在網站的「大眾專區」，讓

有興趣的讀者瀏覽。

　　就傳播角度來看，《新聞學研究》於傳播策略的改變，確實讓新上架文章的點閱

率能快速增加，甚至能在更短的時間中，點閱率就超越一些過往文章累積多年的數

量，顯見這些傳播方式對於推廣學術研究是有其效益的。但王教授也提及，學術議題

的重要性並非是以點閱率作為評斷，而點閱率或下載數，也僅是反映當時大眾或是學

界對議題的關注程度，因此雖然樂見有期刊能接觸更多讀者，但對於量化指標的態度

是審慎參考。

　　《臺灣社會學刊》一開始主要傳播管道就是學刊本身的網站及臺灣社會學會的平

臺上，供讀者閱覽。期刊主要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的支持，而以文字作為載具的公眾傳

播媒介，臺灣社會學會的「巷仔口社會學」已獲得相當的效益，並於後續出版3本專

書。因此除文字以外，藍教授也希望進一步思考是否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傳遞學術知

識。在此次規劃中，藍教授希望嘗試兩種方法，一是拍攝影片，二則是製作Podcast

廣播。然而Podcast的嘗試，因為非專業收音設備，後續操作及實際作品不盡理想，

所以仍以製作的影片做為主要成果。

　　在獲補助期間，總共拍攝4部影片，訪問7位學者。有兩部影片除了作者本人外，

亦另外邀請研究議題相關的學者一同受訪，一部則是兩本書的作者一起受訪，最後一

部則是單獨一位學者受訪。目前第一部探討多元入學議題的影片，與公眾連結性強，

已經發布在期刊網站的影音展示區及其他相關平臺，累計觀看人數已達3萬多次，觸

及人數則達到10萬多次，顯見影片的傳播效果不容小覷。

　　不過藍教授也坦言，在選擇文章轉譯為數位媒體方式的時候，有許多因素需要考

量，一是議題的選擇需要具有公眾性，讓一般民眾有興趣接觸；二是內容容易轉譯，

若是內容有許多表格及量化資料須呈現，撰寫影片腳本較為不易；三是講述者的口才

是否能夠吸引觀眾聆聽。即便三項因素具備，但製作影片有其專業門檻，因此拍攝及

剪輯，基本上仍須仰賴專業廠商，比起文字載體、Podcast等相比，成本還是較高。

　　雖則如此，但是一部引人注目的推廣影片，不僅對一般大眾的傳播效益高，對作

者也是另一個有利的發聲場域。余同學就觀察到，在新聞社論中有針對多元入學議題

的社論，其中談到的內容，很明顯是參考影片而來。因為該段內容作者於論文中並未

提及，是後續在影片中的補充內容。於作者而言，影片的拍攝讓作者有再次補充的機

會，將原本因為論文格式受限的篇幅或投稿考量的資訊，重新提出說明。對作者與讀

者來說，都是有益的。

數位傳播工作對職涯的影響

　　《新聞學研究》的助理陳瑜同學本身正在就讀博士班，於她而言，在期刊擔任編

輯，不僅是一份工作資歷，更是經驗的累積。由於未來有考慮進入學術領域，在實際

參與期刊從收稿、審查，乃至後續編輯到出刊的過程，讓陳同學對學術論文的敏銳度

提升，不僅了解評審對文章的觀察、作者如何回應評審的問題，也能在後續校對及查

證論文資料的精確性中，掌握論文書寫的內容、體例等細節，是很好的學術訓練。而

另一位負責網站維護的張同學，未來有意從事網路相關工作，因此擔任期刊網管的經

驗，是履歷中重要的一筆。很多公司的服務內容，與電子載體或媒體結合的趨勢日益

增多，許多業主徵才時，除了設定對社群媒體操作的門檻外，也希望雇用的人才能夠

對網站經營或APP架構有基本概念，對張同學來說，此次經驗獲益良多。

　　《臺灣社會學刊》當初藍教授在申請計劃時，因余同學本身對媒體影音製作有興

趣，有想嘗試成為社會科學科普節目的YouTuber，因此當初亦有想過使用YouTube

作為傳播平臺。但藍教授與余同學幾經討論後，最後決定從製作影片開始。余同學表

示，在製作過程中，能一一參與構思題材、撰寫影片腳本，到後續拍攝影片、後製剪

輯等流程，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余同學甚至有因為想修改一些影片的細節，因此開始

學習並嘗試如何進行影片的剪輯及修正。藍教授十分讚許余同學對於知識傳播的熱

情，也認為余同學在此份工作中，既能近距離接觸學習傳播媒介的操作，同時還能保

持對知識傳遞的熱情，是很好的發展。

執行過程的困難及未來展望

　　王教授提到由於期刊網站建置並非擁有大額經費，加上承作廠商有其他專案同時

進行，因此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時常在網站發生問題時，無人可以及時

解決。王教授提到當初在思考傳播推廣方式時，參考很多國外傳播類期刊的作法，包

含排版、使用者介面等，此外為了讓國外學者也可以了解臺灣期刊的方式，因此也在

期刊網站增加英文的說明文字，並呈現中、英兩版的摘要，供國外讀者參考，未來仍

會持續朝著擴大讀者範圍的方向努力。

　　趁著這次的期刊網站改版，《新聞學研究》已推動期刊線上優先出版（online 

first），論文能於審查獲得同意刊登之後，不用再等待紙本印出，而是先行線上刊

登。如此，作者無須過於漫長的等待論文上架，讀者也可以及時在期刊網站或社群媒

體閱讀到文章的內容，加速學術流通並雙贏局面。未來若還有機會獲得經費挹注，王

教授邀請文章作者錄製1分鐘的影片介紹論文作品。雖則影片成本相對高，但作者對

文章的介紹影片，能讓讀者實際見到作者的樣貌，並聽到作者口述自己如何看待文

章，對讀者來說會更有連結感，也更有趣。

　　藍教授提到臺灣的公民社會非常活躍，因此需要很多科普知識的傳播進路，才能

使公民社會更加成熟。雖則此次影片的經驗是成功的，但影片的拍攝成本，以及影片

完成後，與廠商修改影片往返的時間及溝通成本，也遠比預期中來得高。縱然影片傳

播效果良好，但要拍出好的影片需要時間，而若要有一定的關注及傳播效果，一年僅

有4部影片，又很難維持熱度，質量與數量實難兼顧，亦是一大困難。

　　未來若要再進行其他數位傳播的嘗試，藍教授仍會希望製作Podcast。藍教授提

到美國的Podcast有許多社會科學科普節目，而臺灣此部分尚待開發。此外，Pod-

cast有更高的靈活度。因為藍教授認為對公眾來說，感興趣的是議題的內容，若要討

論這個議題，並不僅只是轉譯，而是必須了解這個議題會產生甚麼討論，以及對公眾

的意義在哪裡，並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哪些知識跟啟發。所以當初在設定Podcast內

容時，是希望可以至少有2位與議題相關的學者進行對話，不過這個想法最後先挪用

到影片使用。但如果未來能有嘗試的機會，會希望以此作為首要的方式，並希望能促

成更多專門介紹各學科相關議題的科普Podcast，傳播效益應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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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本中心為支持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期刊推廣學術研究成果與知識普及化，故

於107年試辦「補助期刊數位傳播」業務，鼓勵期刊單位運用多媒體、社群媒體等多

元數位傳播方式，擴大公共服務，期許提升學術成果及知識的能見度與社會影響力。

　　在國家圖書館頒發的109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獎項中，於108年獲補助的

兩本期刊《臺灣社會學刊》、《新聞學研究》，雙雙獲得「期刊即時傳播獎」及「期

刊長期傳播獎」，成績優異。本次中心特別邀請兩本期刊於108年擔任主編的國立臺

灣大學社會學系藍佩嘉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王淑美教授，以及協助期刊傳播

事務的助理，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余耕任同學、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

班陳瑜同學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班的張芳瑋同學，分享期刊於數位傳播的策

略與心得。

傳播策略的嘗試與效果

　　《新聞學研究》在向中心申請業務前，期刊本身已經有網站，但由於之前網站維

護有問題，許多功能已不符需求，且網站因設計問題，暴露於高資安風險中。因此期

刊獲得中心補助後，積極尋找新的廠商，重新設計網站的後臺投稿系統、稿件處理分

類方式，以及前臺的投稿操作、讀者瀏覽介面等。張同學主要負責與廠商聯繫，而網

站為使投稿者能於線上完成投稿流程，須與使用者有高度互動，非單純資料展示。所

以初期網站剛設置完成後，仍歷經長時間的調整磨合，才逐漸與期刊收件審稿流程同

步，殊為不易。但是藉由改善期刊網站的介面、使用者操作的優化等，王教授認為對

於期刊整體效益是有所提升的。友善的介面同時也讓使用者有更高的黏著度，王教授

就提到有一次網站因為IP認證問題，停擺了2天左右的時間，期間就有許多讀者來信

詢問網站何時可以修復，顯見良好的使用者體驗，會提高讀者對於網站的依賴程度。

　　除了網站外，《新聞學研究》也有成立期刊的Facebook專頁，每年會有4次公布

出刊消息，但效益不彰。因此於獲補助後，除了改為出刊後每周發布一篇當期刊登文

章，維持關注度外，期刊也運用經費邀請傳播學院博士班畢業的青年學者，用深入淺

出的方式介紹每期刊登文章，搭配吸引人的照片、連結時事話題，拉近與讀者的距

離。讓讀者不再覺得學術知識遙不可及，而是切實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

　　透過這些介紹，不僅增加Facebook發文次數，使專頁能不間斷地提供新知，同

時，將個別文章獨立後，也可以觀察到後續的瀏覽人數、觸及率等，反映大眾關心的

議題面向。例如109年由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劉昌德教授撰寫的研究論文，其主題

與小編新聞學相關，在Facebook放上介紹文字後，觸及人數就達到近4,000人，互動

留言數也有600多人，後臺顯示點閱數超過9,000人。此外於期刊介紹文中，會增加

hashtag或是直接標註作者，邀請作者轉發並分享心得於個人臉書平臺，增加跟讀者

的互動。為保留這些文章，於Facebook發布後，也會放在網站的「大眾專區」，讓

有興趣的讀者瀏覽。

　　就傳播角度來看，《新聞學研究》於傳播策略的改變，確實讓新上架文章的點閱

率能快速增加，甚至能在更短的時間中，點閱率就超越一些過往文章累積多年的數

量，顯見這些傳播方式對於推廣學術研究是有其效益的。但王教授也提及，學術議題

的重要性並非是以點閱率作為評斷，而點閱率或下載數，也僅是反映當時大眾或是學

界對議題的關注程度，因此雖然樂見有期刊能接觸更多讀者，但對於量化指標的態度

是審慎參考。

　　《臺灣社會學刊》一開始主要傳播管道就是學刊本身的網站及臺灣社會學會的平

臺上，供讀者閱覽。期刊主要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的支持，而以文字作為載具的公眾傳

播媒介，臺灣社會學會的「巷仔口社會學」已獲得相當的效益，並於後續出版3本專

書。因此除文字以外，藍教授也希望進一步思考是否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傳遞學術知

識。在此次規劃中，藍教授希望嘗試兩種方法，一是拍攝影片，二則是製作Podcast

廣播。然而Podcast的嘗試，因為非專業收音設備，後續操作及實際作品不盡理想，

所以仍以製作的影片做為主要成果。

　　在獲補助期間，總共拍攝4部影片，訪問7位學者。有兩部影片除了作者本人外，

亦另外邀請研究議題相關的學者一同受訪，一部則是兩本書的作者一起受訪，最後一

部則是單獨一位學者受訪。目前第一部探討多元入學議題的影片，與公眾連結性強，

已經發布在期刊網站的影音展示區及其他相關平臺，累計觀看人數已達3萬多次，觸

及人數則達到10萬多次，顯見影片的傳播效果不容小覷。

　　不過藍教授也坦言，在選擇文章轉譯為數位媒體方式的時候，有許多因素需要考

量，一是議題的選擇需要具有公眾性，讓一般民眾有興趣接觸；二是內容容易轉譯，

若是內容有許多表格及量化資料須呈現，撰寫影片腳本較為不易；三是講述者的口才

是否能夠吸引觀眾聆聽。即便三項因素具備，但製作影片有其專業門檻，因此拍攝及

剪輯，基本上仍須仰賴專業廠商，比起文字載體、Podcast等相比，成本還是較高。

　　雖則如此，但是一部引人注目的推廣影片，不僅對一般大眾的傳播效益高，對作

者也是另一個有利的發聲場域。余同學就觀察到，在新聞社論中有針對多元入學議題

的社論，其中談到的內容，很明顯是參考影片而來。因為該段內容作者於論文中並未

提及，是後續在影片中的補充內容。於作者而言，影片的拍攝讓作者有再次補充的機

會，將原本因為論文格式受限的篇幅或投稿考量的資訊，重新提出說明。對作者與讀

者來說，都是有益的。

數位傳播工作對職涯的影響

　　《新聞學研究》的助理陳瑜同學本身正在就讀博士班，於她而言，在期刊擔任編

輯，不僅是一份工作資歷，更是經驗的累積。由於未來有考慮進入學術領域，在實際

參與期刊從收稿、審查，乃至後續編輯到出刊的過程，讓陳同學對學術論文的敏銳度

提升，不僅了解評審對文章的觀察、作者如何回應評審的問題，也能在後續校對及查

證論文資料的精確性中，掌握論文書寫的內容、體例等細節，是很好的學術訓練。而

另一位負責網站維護的張同學，未來有意從事網路相關工作，因此擔任期刊網管的經

驗，是履歷中重要的一筆。很多公司的服務內容，與電子載體或媒體結合的趨勢日益

增多，許多業主徵才時，除了設定對社群媒體操作的門檻外，也希望雇用的人才能夠

對網站經營或APP架構有基本概念，對張同學來說，此次經驗獲益良多。

　　《臺灣社會學刊》當初藍教授在申請計劃時，因余同學本身對媒體影音製作有興

趣，有想嘗試成為社會科學科普節目的YouTuber，因此當初亦有想過使用YouTube

作為傳播平臺。但藍教授與余同學幾經討論後，最後決定從製作影片開始。余同學表

示，在製作過程中，能一一參與構思題材、撰寫影片腳本，到後續拍攝影片、後製剪

輯等流程，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余同學甚至有因為想修改一些影片的細節，因此開始

學習並嘗試如何進行影片的剪輯及修正。藍教授十分讚許余同學對於知識傳播的熱

情，也認為余同學在此份工作中，既能近距離接觸學習傳播媒介的操作，同時還能保

持對知識傳遞的熱情，是很好的發展。

執行過程的困難及未來展望

　　王教授提到由於期刊網站建置並非擁有大額經費，加上承作廠商有其他專案同時

進行，因此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時常在網站發生問題時，無人可以及時

解決。王教授提到當初在思考傳播推廣方式時，參考很多國外傳播類期刊的作法，包

含排版、使用者介面等，此外為了讓國外學者也可以了解臺灣期刊的方式，因此也在

期刊網站增加英文的說明文字，並呈現中、英兩版的摘要，供國外讀者參考，未來仍

會持續朝著擴大讀者範圍的方向努力。

　　趁著這次的期刊網站改版，《新聞學研究》已推動期刊線上優先出版（online 

first），論文能於審查獲得同意刊登之後，不用再等待紙本印出，而是先行線上刊

登。如此，作者無須過於漫長的等待論文上架，讀者也可以及時在期刊網站或社群媒

體閱讀到文章的內容，加速學術流通並雙贏局面。未來若還有機會獲得經費挹注，王

教授邀請文章作者錄製1分鐘的影片介紹論文作品。雖則影片成本相對高，但作者對

文章的介紹影片，能讓讀者實際見到作者的樣貌，並聽到作者口述自己如何看待文

章，對讀者來說會更有連結感，也更有趣。

　　藍教授提到臺灣的公民社會非常活躍，因此需要很多科普知識的傳播進路，才能

使公民社會更加成熟。雖則此次影片的經驗是成功的，但影片的拍攝成本，以及影片

完成後，與廠商修改影片往返的時間及溝通成本，也遠比預期中來得高。縱然影片傳

播效果良好，但要拍出好的影片需要時間，而若要有一定的關注及傳播效果，一年僅

有4部影片，又很難維持熱度，質量與數量實難兼顧，亦是一大困難。

　　未來若要再進行其他數位傳播的嘗試，藍教授仍會希望製作Podcast。藍教授提

到美國的Podcast有許多社會科學科普節目，而臺灣此部分尚待開發。此外，Pod-

cast有更高的靈活度。因為藍教授認為對公眾來說，感興趣的是議題的內容，若要討

論這個議題，並不僅只是轉譯，而是必須了解這個議題會產生甚麼討論，以及對公眾

的意義在哪裡，並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哪些知識跟啟發。所以當初在設定Podcast內

容時，是希望可以至少有2位與議題相關的學者進行對話，不過這個想法最後先挪用

到影片使用。但如果未來能有嘗試的機會，會希望以此作為首要的方式，並希望能促

成更多專門介紹各學科相關議題的科普Podcast，傳播效益應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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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7年試辦「補助期刊數位傳播」業務，鼓勵期刊單位運用多媒體、社群媒體等多

元數位傳播方式，擴大公共服務，期許提升學術成果及知識的能見度與社會影響力。

　　在國家圖書館頒發的109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獎項中，於108年獲補助的

兩本期刊《臺灣社會學刊》、《新聞學研究》，雙雙獲得「期刊即時傳播獎」及「期

刊長期傳播獎」，成績優異。本次中心特別邀請兩本期刊於108年擔任主編的國立臺

灣大學社會學系藍佩嘉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王淑美教授，以及協助期刊傳播

事務的助理，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余耕任同學、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

班陳瑜同學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班的張芳瑋同學，分享期刊於數位傳播的策

略與心得。

傳播策略的嘗試與效果

　　《新聞學研究》在向中心申請業務前，期刊本身已經有網站，但由於之前網站維

護有問題，許多功能已不符需求，且網站因設計問題，暴露於高資安風險中。因此期

刊獲得中心補助後，積極尋找新的廠商，重新設計網站的後臺投稿系統、稿件處理分

類方式，以及前臺的投稿操作、讀者瀏覽介面等。張同學主要負責與廠商聯繫，而網

站為使投稿者能於線上完成投稿流程，須與使用者有高度互動，非單純資料展示。所

以初期網站剛設置完成後，仍歷經長時間的調整磨合，才逐漸與期刊收件審稿流程同

步，殊為不易。但是藉由改善期刊網站的介面、使用者操作的優化等，王教授認為對

於期刊整體效益是有所提升的。友善的介面同時也讓使用者有更高的黏著度，王教授

就提到有一次網站因為IP認證問題，停擺了2天左右的時間，期間就有許多讀者來信

詢問網站何時可以修復，顯見良好的使用者體驗，會提高讀者對於網站的依賴程度。

　　除了網站外，《新聞學研究》也有成立期刊的Facebook專頁，每年會有4次公布

出刊消息，但效益不彰。因此於獲補助後，除了改為出刊後每周發布一篇當期刊登文

章，維持關注度外，期刊也運用經費邀請傳播學院博士班畢業的青年學者，用深入淺

出的方式介紹每期刊登文章，搭配吸引人的照片、連結時事話題，拉近與讀者的距

離。讓讀者不再覺得學術知識遙不可及，而是切實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

　　透過這些介紹，不僅增加Facebook發文次數，使專頁能不間斷地提供新知，同

時，將個別文章獨立後，也可以觀察到後續的瀏覽人數、觸及率等，反映大眾關心的

議題面向。例如109年由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劉昌德教授撰寫的研究論文，其主題

與小編新聞學相關，在Facebook放上介紹文字後，觸及人數就達到近4,000人，互動

留言數也有600多人，後臺顯示點閱數超過9,000人。此外於期刊介紹文中，會增加

hashtag或是直接標註作者，邀請作者轉發並分享心得於個人臉書平臺，增加跟讀者

的互動。為保留這些文章，於Facebook發布後，也會放在網站的「大眾專區」，讓

有興趣的讀者瀏覽。

　　就傳播角度來看，《新聞學研究》於傳播策略的改變，確實讓新上架文章的點閱

率能快速增加，甚至能在更短的時間中，點閱率就超越一些過往文章累積多年的數

量，顯見這些傳播方式對於推廣學術研究是有其效益的。但王教授也提及，學術議題

的重要性並非是以點閱率作為評斷，而點閱率或下載數，也僅是反映當時大眾或是學

界對議題的關注程度，因此雖然樂見有期刊能接觸更多讀者，但對於量化指標的態度

是審慎參考。

　　《臺灣社會學刊》一開始主要傳播管道就是學刊本身的網站及臺灣社會學會的平

臺上，供讀者閱覽。期刊主要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的支持，而以文字作為載具的公眾傳

播媒介，臺灣社會學會的「巷仔口社會學」已獲得相當的效益，並於後續出版3本專

書。因此除文字以外，藍教授也希望進一步思考是否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傳遞學術知

識。在此次規劃中，藍教授希望嘗試兩種方法，一是拍攝影片，二則是製作Podcast

廣播。然而Podcast的嘗試，因為非專業收音設備，後續操作及實際作品不盡理想，

所以仍以製作的影片做為主要成果。

　　在獲補助期間，總共拍攝4部影片，訪問7位學者。有兩部影片除了作者本人外，

亦另外邀請研究議題相關的學者一同受訪，一部則是兩本書的作者一起受訪，最後一

部則是單獨一位學者受訪。目前第一部探討多元入學議題的影片，與公眾連結性強，

已經發布在期刊網站的影音展示區及其他相關平臺，累計觀看人數已達3萬多次，觸

及人數則達到10萬多次，顯見影片的傳播效果不容小覷。

　　不過藍教授也坦言，在選擇文章轉譯為數位媒體方式的時候，有許多因素需要考

量，一是議題的選擇需要具有公眾性，讓一般民眾有興趣接觸；二是內容容易轉譯，

若是內容有許多表格及量化資料須呈現，撰寫影片腳本較為不易；三是講述者的口才

是否能夠吸引觀眾聆聽。即便三項因素具備，但製作影片有其專業門檻，因此拍攝及

剪輯，基本上仍須仰賴專業廠商，比起文字載體、Podcast等相比，成本還是較高。

　　雖則如此，但是一部引人注目的推廣影片，不僅對一般大眾的傳播效益高，對作

者也是另一個有利的發聲場域。余同學就觀察到，在新聞社論中有針對多元入學議題

的社論，其中談到的內容，很明顯是參考影片而來。因為該段內容作者於論文中並未

提及，是後續在影片中的補充內容。於作者而言，影片的拍攝讓作者有再次補充的機

會，將原本因為論文格式受限的篇幅或投稿考量的資訊，重新提出說明。對作者與讀

者來說，都是有益的。

數位傳播工作對職涯的影響

　　《新聞學研究》的助理陳瑜同學本身正在就讀博士班，於她而言，在期刊擔任編

輯，不僅是一份工作資歷，更是經驗的累積。由於未來有考慮進入學術領域，在實際

參與期刊從收稿、審查，乃至後續編輯到出刊的過程，讓陳同學對學術論文的敏銳度

提升，不僅了解評審對文章的觀察、作者如何回應評審的問題，也能在後續校對及查

證論文資料的精確性中，掌握論文書寫的內容、體例等細節，是很好的學術訓練。而

另一位負責網站維護的張同學，未來有意從事網路相關工作，因此擔任期刊網管的經

驗，是履歷中重要的一筆。很多公司的服務內容，與電子載體或媒體結合的趨勢日益

增多，許多業主徵才時，除了設定對社群媒體操作的門檻外，也希望雇用的人才能夠

對網站經營或APP架構有基本概念，對張同學來說，此次經驗獲益良多。

　　《臺灣社會學刊》當初藍教授在申請計劃時，因余同學本身對媒體影音製作有興

趣，有想嘗試成為社會科學科普節目的YouTuber，因此當初亦有想過使用YouTube

作為傳播平臺。但藍教授與余同學幾經討論後，最後決定從製作影片開始。余同學表

示，在製作過程中，能一一參與構思題材、撰寫影片腳本，到後續拍攝影片、後製剪

輯等流程，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余同學甚至有因為想修改一些影片的細節，因此開始

學習並嘗試如何進行影片的剪輯及修正。藍教授十分讚許余同學對於知識傳播的熱

情，也認為余同學在此份工作中，既能近距離接觸學習傳播媒介的操作，同時還能保

持對知識傳遞的熱情，是很好的發展。

執行過程的困難及未來展望

　　王教授提到由於期刊網站建置並非擁有大額經費，加上承作廠商有其他專案同時

進行，因此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時常在網站發生問題時，無人可以及時

解決。王教授提到當初在思考傳播推廣方式時，參考很多國外傳播類期刊的作法，包

含排版、使用者介面等，此外為了讓國外學者也可以了解臺灣期刊的方式，因此也在

期刊網站增加英文的說明文字，並呈現中、英兩版的摘要，供國外讀者參考，未來仍

會持續朝著擴大讀者範圍的方向努力。

　　趁著這次的期刊網站改版，《新聞學研究》已推動期刊線上優先出版（online 

first），論文能於審查獲得同意刊登之後，不用再等待紙本印出，而是先行線上刊

登。如此，作者無須過於漫長的等待論文上架，讀者也可以及時在期刊網站或社群媒

體閱讀到文章的內容，加速學術流通並雙贏局面。未來若還有機會獲得經費挹注，王

教授邀請文章作者錄製1分鐘的影片介紹論文作品。雖則影片成本相對高，但作者對

文章的介紹影片，能讓讀者實際見到作者的樣貌，並聽到作者口述自己如何看待文

章，對讀者來說會更有連結感，也更有趣。

　　藍教授提到臺灣的公民社會非常活躍，因此需要很多科普知識的傳播進路，才能

使公民社會更加成熟。雖則此次影片的經驗是成功的，但影片的拍攝成本，以及影片

完成後，與廠商修改影片往返的時間及溝通成本，也遠比預期中來得高。縱然影片傳

播效果良好，但要拍出好的影片需要時間，而若要有一定的關注及傳播效果，一年僅

有4部影片，又很難維持熱度，質量與數量實難兼顧，亦是一大困難。

　　未來若要再進行其他數位傳播的嘗試，藍教授仍會希望製作Podcast。藍教授提

到美國的Podcast有許多社會科學科普節目，而臺灣此部分尚待開發。此外，Pod-

cast有更高的靈活度。因為藍教授認為對公眾來說，感興趣的是議題的內容，若要討

論這個議題，並不僅只是轉譯，而是必須了解這個議題會產生甚麼討論，以及對公眾

的意義在哪裡，並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哪些知識跟啟發。所以當初在設定Podcast內

容時，是希望可以至少有2位與議題相關的學者進行對話，不過這個想法最後先挪用

到影片使用。但如果未來能有嘗試的機會，會希望以此作為首要的方式，並希望能促

成更多專門介紹各學科相關議題的科普Podcast，傳播效益應會更大。

   

「補助期刊數位傳播」申請受理時間：每年自公告日起三十日內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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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教育x認知科學工作坊
撰文／朱玉正（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

　　正念（mindfulness）起源於佛教的禪修，數十年前卡巴金博士將正念相關的概

念以及訓練技法引入醫院當中幫助病人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為了讓西方文化的一

般民眾可以接受，卡巴金博士在他的課程當中去除了宗教的色彩，發展出了一套課

程，被稱為正念為基礎的減壓課程（mind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從此，「正念」這個概念開始逐漸被眾人所認識。

　　在眾多的文獻中，正念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包含了對於當下的覺察（aware to 

the present moment）以及不評價（non-judgemental）。近十年來，凡事講求效

率、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許多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焦慮、憂鬱、失眠、情緖

等困擾。而正念在這些方面都被發現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幫助學習者解決這些現代

文明病症。也因此，正念迅速地在全球竄紅，讓這個起源於東方文化的概念從西方紅

回到東方來。

　　然而，為什麼正念能夠產生前述的功效，其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才剛開始起步，

至今仍有許多的謎團待解。這一波正念浪潮也同時讓大家看到正念的限制以及相關的

亂象。本次工作坊邀請三位講者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大家分享正念相關的研究現

況，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發展現況下的一些反思。同時，在演講中也穿插了由黃鳳英

副教授帶領現場聽眾進行正念練習的體驗。以下分別介紹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

一、張仁和助研究員演講：正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張仁和助研究員分享了他所整理正念目前在各領域的研究文獻，並提供了一些研

究者或是一般聽眾都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正念」是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根據張助研究員在web of science（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與正念

有關的研究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有相關的文獻紀錄。但在2000年以前，每年都只有

個位數以內的相關文獻被發表。到了2010年之後，相關文獻的發表數便開始有飛躍

性的成長，2014年之後每年都有超過千篇的正念相關研究被發表。去年（2019）更

是有接近3000篇相關的文獻紀錄。而這些，都還只是以正念（mindfulness）為關鍵

字所進行的搜尋結果，若是再加上類似概念的關鍵字，結果會更多，大家可以想見到

正念現在是多麼地受到注目。

　　而正念並非被侷限單一領域，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

科學、公衛、護理、教育、物質濫用等領域都有正念相關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跨領

域都很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究主題。

　　在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應用心理研

究期刊在2019年出版的70期特刊，由張助研究員主編的《正念研究之在地實踐與反

思》。

正念效益的研究評估

　　正念訓練對人們的認知功能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面向上都有相關的研究發表，大

多集中與注意力、執行控制功能等認知功能有關。但是不同研究的正念訓練效益大小

並不一致，張助研究員幫大家整理了幾篇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

　　根據張助研究員的整理，在執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control ability）方面，

研究發現正念能有效地提升練習者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capacity）以

及抑制力（inhibitory control）。前者可以視為大腦資源或是腦力的指標；而後者

是壓抑干擾的能力。另外，正念也被發現能提升內在動機，以及利他行為的展現。

　　不過，在心理治療的療效上，正念為基礎的介入方法和其他治療方法比起來並沒

有穩定的相對有效性。

正念研究的限制與反思

　　正念相關的研究雖然也發展至今數十年，研究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正念的定義不

清的問題。如前述，正念起源於佛教的禪修，但就如同佛教本身有不同的派別，正念

發展至今不同的研究者也有其對於正念的解釋以及定義，這些不同的定義也造就了許

多不同的測量方式以及不同的訓練門派。也因此，不同的研究所用的正念的訓練方法

以及測量方式不盡相同，這也造成了正念相關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一個可能的混淆因子

的來源，前面所提及的正念效益結果不一致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來自於此。

　　另一方面，現存的文獻大多討論的是正念訓練的益處，但難道這世界上真的存在

著沒有任何壞處的美好事物嗎？張助研究員提供兩篇反思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1.　Tangney, J. P., Dobbins, A. E., Stuewig, J. B., & Schrader, S. W. (2017).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indfulness? Relation of mindfulness to criminogenic cog-

ni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0), 1415-1426.

2.　Baer, R., Crane, C., Miller, E., & Kuyken, W. (2019). Doing no harm in mind-

fulness-based progra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1, 101-114.

二、吳昌衛副教授演講：正念訓練與腦科學之實證研究

　　吳昌衛副教授與大家分享正念訓練相關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從神經科學的角

度說明正念訓練可能是透過什麼神經機制來達到前述的增進執行控制、幫助情緖調節

等功效。

　　吳副教授所分享的研究主要與杏仁核（amygdala）以及大腦的預設網路（de-

fault mode network, DMN）有關。

正念訓練對杏仁核的影響

　　杏仁核的神經活動主要與情緖（特別是負面的情緖）、壓力反應有關。人們的負

面情緖被誘發時，通常我們可以觀察到杏仁核有比較強的神經活動。

　　吳副教授分享，過去在長期練習觀禪（open monitoring）者身上發現，他們在

接受情緖刺激之後大腦所產生的杏仁核反應較控制組小。這個結果顯示長期的正念訓

練有助於降低情緖刺激所產生的情緖反應。

　　不過故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另一個研究團隊發現，練習慈心觀（loving kind-

ness）的長期正念訓練者反而有比較高的杏仁核反應。

　　因此，不同的正念訓練技法的神經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代表著不同的練習技法

可能有著不同的神經機制。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前面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及的正念研

究的限制。

正念訓練對預設網路的影響

　　DMN是由多個神經區域所構成的神經迴路，過去發現這個迴路在人們休息時而

非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有較強的神經活動情況，因而有了預設（default）這個名字。

近年來這個神經迴路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它的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處理、憂鬱以及白

日夢、恍神都有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發現DMN當中的一個重要神經節點，後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與中央前額葉（MPFC）的神經活動連結強度與憂鬱症患

者的症狀嚴重程度有關，這個神經活動連結越低的有較嚴重的注意力問題與較強的內

在緊張。此外，憂鬱症患者在想到與自我有關的事情時，PCC的神經活動較一般人

更高，這都顯示了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感覺特異之處可能和DMN的活動異常有關。

　　研究顯示，18位長期經過長期正念練習者（平均練習時數9000小時），他們的

休息時DMN的活動較無經驗的一般人更低。而在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比較正念

初學者與長期禪修者，他們發現長期禪修者的PCC和背側前額葉（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功能性神經活動連結較初學者強。而在初學者身上也

可以看到這部份的連結在他們進行正念練習時比休息的情況更強的情況。這結果顯示

正念訓練的效果可能來自對於DMN的活性的調節。

未解之謎

　　然而，正念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仍只是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對於正念，我們仍然

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吳副教授提到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正念訓練過程中，隨著練

習的精進，練習者的內心素質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情況？其二，不同的正念練習技法

的神經機制差異。

　　這兩個問題若能夠解決，也許可以反過頭來解決在第一場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到

的，正念定義不清以及不同正念訓練之間造成的結果難以推論的問題，值得相關研究

者努力鑽研。

神經迴饋幫助正念學習的應用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份，吳副教授提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些研究團隊

利用目前已知的正念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結果，結合智慧科技打造幫助正念訓練的遊

戲或是神經迴饋系統，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目前的練習狀況，這對於正念的初學者而

言不啻是一大福音。

　　而吳副教授自己也參與了科技部的一個MINDVR計畫，要打造一個幫助正念學

習的裝置，值得我們期待！

三、黃鳳英副教授演講：正念介入的實務與研究結果詮釋

　　黃鳳英副教授有非常豐富的正念教育訓練的經驗，她所分享的內容正好與張仁和

助研究員所提到的正念的反思內容相互呼應。黃副教授所講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主

題。在前半段黃副教授詳細說明了何謂正念介入課程（mindfulness based pro-

gram）。因為正念現在非常的紅，所以坊間也出現了許多相關的商品以及課程。但

是，正念課程有幾個核心必備條件，要能符合這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正念課程。演講的

後半黃副教授則是以她自身的教學經驗，分享正念介入課程師資的重要性，若在非合

格的教師的帶領之下，正念是有可能反而產生壞處的。在正念受到大家關注的今日，

這些訊息非常地重要，以免想要學習的人誤入歧途，未享其利，先受其害。以下進一

步說明：

正念介入課程必備要素

　　黃副教授指出，要被稱為「正念」的課程有幾個必備要素：

．　內容包含跨領域專業的整合（禪修、大腦心智科學、心理學、醫學、教育）

．　幫助學員發現壓力與痛苦的根源及舒緩之道

．　幫助學員發展活在當下的能力，並保持對身心經驗之接納、後設覺察取向。

．　發展專注力、情緒與行為之自我調控能力、以及各種正向的心理特質

．　促使長期投入練習及體驗式學習

　　黃副教授強調，正念的訓練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習才能夠獲得進步的，因為正念

介入法包含了身與心的鍛練，所以不可能只是聽教師授課之後從認知上就能學會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身體力行才有轉化心智的慣性反應模式，並從練習中體會由正念練習

中漸進提升之意識（consciousness）層次與覺察能力。

正念體驗：帶領人黃鳳英副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另外，學員們在課程中所要學習的，不單只是正念練習的一些技法，例如正念呼

吸、身體掃瞄、慈心正念、行禪等。更重要的是要從練習中體悟身心經驗之連動關

係，並對自動化模式如何衍生更大的情緒與壓力反應有所覺察才能在必要時暫停自動

化反應。最終目標是讓自己用正念覺察分分秒秒活在當下，以正念面對實境，而非活

在自我想法的世界，如此，才能算是正念。若正念課程只有正念技巧的學習，效果有

限且因對正念不完整的學習可能會有潛在議題浮現。

正念師資的必備條件

‧　具有完整教導八周正念架構內容（包括正念技巧及完整傳達背後跨領域專業精

　　髓）的能力

‧　在正念教學的整個過程要體現正念的典範（身教）

‧　教師自身要保持持續的正念練習

‧　使正念授課過程為一個共學的過程

　　正念一定要身體力行才有可能體會，所以正念的教師一定要持續精進練習，並且

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要身體力行，使學習成員清楚掌握要領，這是正念教學者所應具備

的素養。然而，在學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潛在議題浮現，所以正念教師一定要

有足夠的學養來處理學員這時候遇到的狀況。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練習和知識，就無

法辨識學員遇到的問題，也無法給予適當的引導。

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

　　最後黃副教授分享，在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至今她所觀察到的一些問題與困難。

‧　欠缺嚴謹合格師資：有些正念教師只參加過一次或零碎工作坊便開始施作正念團

　　體帶領，但其相關的能力以及涵養不足，無法給予學員適當的引導。

‧　將正念商品化：只求短期利益，將正念商品化或作為一種宣傳口號。

‧　脫離正念：混合不同的放鬆、禪修方法，或只以呼吸正念代表，未完整教導八周

　　正念架構內容、片面解釋佛學理論，介入課程內涵的錯置。

‧　用「認知」學習正念：有教師以文獻內容的片面理解，用「認知」學習正念甚至

　　教學，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誤。

‧　希望立即見效：正念的學習與實踐就如同運動健身一樣，一定要身體力行，沒辦

　　法速成。

四、結論

　　正念對臺灣的民眾而言或許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臺灣民眾對於禪修已具有一定

的熟悉度，或是存在既定的印象，也因此通常對於正念有不完整或是錯誤的理解。這

是文化上的優勢，但也是劣勢。雖然正念已知可以帶給練習者許多好處，但是這些益

處不是一蹴可及的，一定要身體力行的練習，並且在合格的教師引導下方能安全地精

進。本次工作坊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演講讓與會的聽眾對於正念研究的現況、相關機

制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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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mindfulness）起源於佛教的禪修，數十年前卡巴金博士將正念相關的概

念以及訓練技法引入醫院當中幫助病人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為了讓西方文化的一

般民眾可以接受，卡巴金博士在他的課程當中去除了宗教的色彩，發展出了一套課

程，被稱為正念為基礎的減壓課程（mind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從此，「正念」這個概念開始逐漸被眾人所認識。

　　在眾多的文獻中，正念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包含了對於當下的覺察（aware to 

the present moment）以及不評價（non-judgemental）。近十年來，凡事講求效

率、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許多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焦慮、憂鬱、失眠、情緖

等困擾。而正念在這些方面都被發現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幫助學習者解決這些現代

文明病症。也因此，正念迅速地在全球竄紅，讓這個起源於東方文化的概念從西方紅

回到東方來。

　　然而，為什麼正念能夠產生前述的功效，其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才剛開始起步，

至今仍有許多的謎團待解。這一波正念浪潮也同時讓大家看到正念的限制以及相關的

亂象。本次工作坊邀請三位講者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大家分享正念相關的研究現

況，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發展現況下的一些反思。同時，在演講中也穿插了由黃鳳英

副教授帶領現場聽眾進行正念練習的體驗。以下分別介紹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

一、張仁和助研究員演講：正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張仁和助研究員分享了他所整理正念目前在各領域的研究文獻，並提供了一些研

究者或是一般聽眾都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正念」是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根據張助研究員在web of science（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與正念

有關的研究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有相關的文獻紀錄。但在2000年以前，每年都只有

個位數以內的相關文獻被發表。到了2010年之後，相關文獻的發表數便開始有飛躍

性的成長，2014年之後每年都有超過千篇的正念相關研究被發表。去年（2019）更

是有接近3000篇相關的文獻紀錄。而這些，都還只是以正念（mindfulness）為關鍵

字所進行的搜尋結果，若是再加上類似概念的關鍵字，結果會更多，大家可以想見到

正念現在是多麼地受到注目。

　　而正念並非被侷限單一領域，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

科學、公衛、護理、教育、物質濫用等領域都有正念相關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跨領

域都很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究主題。

　　在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應用心理研

究期刊在2019年出版的70期特刊，由張助研究員主編的《正念研究之在地實踐與反

思》。

正念效益的研究評估

　　正念訓練對人們的認知功能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面向上都有相關的研究發表，大

多集中與注意力、執行控制功能等認知功能有關。但是不同研究的正念訓練效益大小

並不一致，張助研究員幫大家整理了幾篇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

　　根據張助研究員的整理，在執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control ability）方面，

研究發現正念能有效地提升練習者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capacity）以

及抑制力（inhibitory control）。前者可以視為大腦資源或是腦力的指標；而後者

是壓抑干擾的能力。另外，正念也被發現能提升內在動機，以及利他行為的展現。

　　不過，在心理治療的療效上，正念為基礎的介入方法和其他治療方法比起來並沒

有穩定的相對有效性。

正念研究的限制與反思

　　正念相關的研究雖然也發展至今數十年，研究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正念的定義不

清的問題。如前述，正念起源於佛教的禪修，但就如同佛教本身有不同的派別，正念

發展至今不同的研究者也有其對於正念的解釋以及定義，這些不同的定義也造就了許

多不同的測量方式以及不同的訓練門派。也因此，不同的研究所用的正念的訓練方法

以及測量方式不盡相同，這也造成了正念相關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一個可能的混淆因子

的來源，前面所提及的正念效益結果不一致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來自於此。

　　另一方面，現存的文獻大多討論的是正念訓練的益處，但難道這世界上真的存在

著沒有任何壞處的美好事物嗎？張助研究員提供兩篇反思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1.　Tangney, J. P., Dobbins, A. E., Stuewig, J. B., & Schrader, S. W. (2017).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indfulness? Relation of mindfulness to criminogenic cog-

ni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0), 1415-1426.

2.　Baer, R., Crane, C., Miller, E., & Kuyken, W. (2019). Doing no harm in mind-

fulness-based progra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1, 101-114.

二、吳昌衛副教授演講：正念訓練與腦科學之實證研究

　　吳昌衛副教授與大家分享正念訓練相關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從神經科學的角

度說明正念訓練可能是透過什麼神經機制來達到前述的增進執行控制、幫助情緖調節

等功效。

　　吳副教授所分享的研究主要與杏仁核（amygdala）以及大腦的預設網路（de-

fault mode network, DMN）有關。

正念訓練對杏仁核的影響

　　杏仁核的神經活動主要與情緖（特別是負面的情緖）、壓力反應有關。人們的負

面情緖被誘發時，通常我們可以觀察到杏仁核有比較強的神經活動。

　　吳副教授分享，過去在長期練習觀禪（open monitoring）者身上發現，他們在

接受情緖刺激之後大腦所產生的杏仁核反應較控制組小。這個結果顯示長期的正念訓

練有助於降低情緖刺激所產生的情緖反應。

　　不過故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另一個研究團隊發現，練習慈心觀（loving kind-

ness）的長期正念訓練者反而有比較高的杏仁核反應。

　　因此，不同的正念訓練技法的神經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代表著不同的練習技法

可能有著不同的神經機制。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前面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及的正念研

究的限制。

正念訓練對預設網路的影響

　　DMN是由多個神經區域所構成的神經迴路，過去發現這個迴路在人們休息時而

非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有較強的神經活動情況，因而有了預設（default）這個名字。

近年來這個神經迴路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它的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處理、憂鬱以及白

日夢、恍神都有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發現DMN當中的一個重要神經節點，後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與中央前額葉（MPFC）的神經活動連結強度與憂鬱症患

者的症狀嚴重程度有關，這個神經活動連結越低的有較嚴重的注意力問題與較強的內

在緊張。此外，憂鬱症患者在想到與自我有關的事情時，PCC的神經活動較一般人

更高，這都顯示了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感覺特異之處可能和DMN的活動異常有關。

　　研究顯示，18位長期經過長期正念練習者（平均練習時數9000小時），他們的

休息時DMN的活動較無經驗的一般人更低。而在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比較正念

初學者與長期禪修者，他們發現長期禪修者的PCC和背側前額葉（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功能性神經活動連結較初學者強。而在初學者身上也

可以看到這部份的連結在他們進行正念練習時比休息的情況更強的情況。這結果顯示

正念訓練的效果可能來自對於DMN的活性的調節。

未解之謎

　　然而，正念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仍只是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對於正念，我們仍然

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吳副教授提到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正念訓練過程中，隨著練

習的精進，練習者的內心素質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情況？其二，不同的正念練習技法

的神經機制差異。

　　這兩個問題若能夠解決，也許可以反過頭來解決在第一場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到

的，正念定義不清以及不同正念訓練之間造成的結果難以推論的問題，值得相關研究

者努力鑽研。

神經迴饋幫助正念學習的應用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份，吳副教授提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些研究團隊

利用目前已知的正念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結果，結合智慧科技打造幫助正念訓練的遊

戲或是神經迴饋系統，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目前的練習狀況，這對於正念的初學者而

言不啻是一大福音。

　　而吳副教授自己也參與了科技部的一個MINDVR計畫，要打造一個幫助正念學

習的裝置，值得我們期待！

三、黃鳳英副教授演講：正念介入的實務與研究結果詮釋

　　黃鳳英副教授有非常豐富的正念教育訓練的經驗，她所分享的內容正好與張仁和

助研究員所提到的正念的反思內容相互呼應。黃副教授所講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主

題。在前半段黃副教授詳細說明了何謂正念介入課程（mindfulness based pro-

gram）。因為正念現在非常的紅，所以坊間也出現了許多相關的商品以及課程。但

是，正念課程有幾個核心必備條件，要能符合這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正念課程。演講的

後半黃副教授則是以她自身的教學經驗，分享正念介入課程師資的重要性，若在非合

格的教師的帶領之下，正念是有可能反而產生壞處的。在正念受到大家關注的今日，

這些訊息非常地重要，以免想要學習的人誤入歧途，未享其利，先受其害。以下進一

步說明：

正念介入課程必備要素

　　黃副教授指出，要被稱為「正念」的課程有幾個必備要素：

．　內容包含跨領域專業的整合（禪修、大腦心智科學、心理學、醫學、教育）

．　幫助學員發現壓力與痛苦的根源及舒緩之道

．　幫助學員發展活在當下的能力，並保持對身心經驗之接納、後設覺察取向。

．　發展專注力、情緒與行為之自我調控能力、以及各種正向的心理特質

．　促使長期投入練習及體驗式學習

　　黃副教授強調，正念的訓練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習才能夠獲得進步的，因為正念

介入法包含了身與心的鍛練，所以不可能只是聽教師授課之後從認知上就能學會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身體力行才有轉化心智的慣性反應模式，並從練習中體會由正念練習

中漸進提升之意識（consciousness）層次與覺察能力。

　　另外，學員們在課程中所要學習的，不單只是正念練習的一些技法，例如正念呼

吸、身體掃瞄、慈心正念、行禪等。更重要的是要從練習中體悟身心經驗之連動關

係，並對自動化模式如何衍生更大的情緒與壓力反應有所覺察才能在必要時暫停自動

化反應。最終目標是讓自己用正念覺察分分秒秒活在當下，以正念面對實境，而非活

在自我想法的世界，如此，才能算是正念。若正念課程只有正念技巧的學習，效果有

限且因對正念不完整的學習可能會有潛在議題浮現。

正念師資的必備條件

‧　具有完整教導八周正念架構內容（包括正念技巧及完整傳達背後跨領域專業精

　　髓）的能力

‧　在正念教學的整個過程要體現正念的典範（身教）

‧　教師自身要保持持續的正念練習

‧　使正念授課過程為一個共學的過程

　　正念一定要身體力行才有可能體會，所以正念的教師一定要持續精進練習，並且

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要身體力行，使學習成員清楚掌握要領，這是正念教學者所應具備

的素養。然而，在學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潛在議題浮現，所以正念教師一定要

有足夠的學養來處理學員這時候遇到的狀況。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練習和知識，就無

法辨識學員遇到的問題，也無法給予適當的引導。

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

　　最後黃副教授分享，在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至今她所觀察到的一些問題與困難。

‧　欠缺嚴謹合格師資：有些正念教師只參加過一次或零碎工作坊便開始施作正念團

　　體帶領，但其相關的能力以及涵養不足，無法給予學員適當的引導。

‧　將正念商品化：只求短期利益，將正念商品化或作為一種宣傳口號。

‧　脫離正念：混合不同的放鬆、禪修方法，或只以呼吸正念代表，未完整教導八周

　　正念架構內容、片面解釋佛學理論，介入課程內涵的錯置。

‧　用「認知」學習正念：有教師以文獻內容的片面理解，用「認知」學習正念甚至

　　教學，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誤。

‧　希望立即見效：正念的學習與實踐就如同運動健身一樣，一定要身體力行，沒辦

　　法速成。

四、結論

　　正念對臺灣的民眾而言或許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臺灣民眾對於禪修已具有一定

的熟悉度，或是存在既定的印象，也因此通常對於正念有不完整或是錯誤的理解。這

是文化上的優勢，但也是劣勢。雖然正念已知可以帶給練習者許多好處，但是這些益

處不是一蹴可及的，一定要身體力行的練習，並且在合格的教師引導下方能安全地精

進。本次工作坊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演講讓與會的聽眾對於正念研究的現況、相關機

制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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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mindfulness）起源於佛教的禪修，數十年前卡巴金博士將正念相關的概

念以及訓練技法引入醫院當中幫助病人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為了讓西方文化的一

般民眾可以接受，卡巴金博士在他的課程當中去除了宗教的色彩，發展出了一套課

程，被稱為正念為基礎的減壓課程（mind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從此，「正念」這個概念開始逐漸被眾人所認識。

　　在眾多的文獻中，正念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包含了對於當下的覺察（aware to 

the present moment）以及不評價（non-judgemental）。近十年來，凡事講求效

率、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許多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焦慮、憂鬱、失眠、情緖

等困擾。而正念在這些方面都被發現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幫助學習者解決這些現代

文明病症。也因此，正念迅速地在全球竄紅，讓這個起源於東方文化的概念從西方紅

回到東方來。

　　然而，為什麼正念能夠產生前述的功效，其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才剛開始起步，

至今仍有許多的謎團待解。這一波正念浪潮也同時讓大家看到正念的限制以及相關的

亂象。本次工作坊邀請三位講者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大家分享正念相關的研究現

況，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發展現況下的一些反思。同時，在演講中也穿插了由黃鳳英

副教授帶領現場聽眾進行正念練習的體驗。以下分別介紹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

一、張仁和助研究員演講：正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張仁和助研究員分享了他所整理正念目前在各領域的研究文獻，並提供了一些研

究者或是一般聽眾都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正念」是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根據張助研究員在web of science（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與正念

有關的研究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有相關的文獻紀錄。但在2000年以前，每年都只有

個位數以內的相關文獻被發表。到了2010年之後，相關文獻的發表數便開始有飛躍

性的成長，2014年之後每年都有超過千篇的正念相關研究被發表。去年（2019）更

是有接近3000篇相關的文獻紀錄。而這些，都還只是以正念（mindfulness）為關鍵

字所進行的搜尋結果，若是再加上類似概念的關鍵字，結果會更多，大家可以想見到

正念現在是多麼地受到注目。

　　而正念並非被侷限單一領域，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

科學、公衛、護理、教育、物質濫用等領域都有正念相關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跨領

域都很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究主題。

　　在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應用心理研

究期刊在2019年出版的70期特刊，由張助研究員主編的《正念研究之在地實踐與反

思》。

正念效益的研究評估

　　正念訓練對人們的認知功能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面向上都有相關的研究發表，大

多集中與注意力、執行控制功能等認知功能有關。但是不同研究的正念訓練效益大小

並不一致，張助研究員幫大家整理了幾篇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

　　根據張助研究員的整理，在執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control ability）方面，

研究發現正念能有效地提升練習者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capacity）以

及抑制力（inhibitory control）。前者可以視為大腦資源或是腦力的指標；而後者

是壓抑干擾的能力。另外，正念也被發現能提升內在動機，以及利他行為的展現。

　　不過，在心理治療的療效上，正念為基礎的介入方法和其他治療方法比起來並沒

有穩定的相對有效性。

正念研究的限制與反思

　　正念相關的研究雖然也發展至今數十年，研究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正念的定義不

清的問題。如前述，正念起源於佛教的禪修，但就如同佛教本身有不同的派別，正念

發展至今不同的研究者也有其對於正念的解釋以及定義，這些不同的定義也造就了許

多不同的測量方式以及不同的訓練門派。也因此，不同的研究所用的正念的訓練方法

以及測量方式不盡相同，這也造成了正念相關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一個可能的混淆因子

的來源，前面所提及的正念效益結果不一致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來自於此。

　　另一方面，現存的文獻大多討論的是正念訓練的益處，但難道這世界上真的存在

著沒有任何壞處的美好事物嗎？張助研究員提供兩篇反思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1.　Tangney, J. P., Dobbins, A. E., Stuewig, J. B., & Schrader, S. W. (2017).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indfulness? Relation of mindfulness to criminogenic cog-

ni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0), 1415-1426.

2.　Baer, R., Crane, C., Miller, E., & Kuyken, W. (2019). Doing no harm in mind-

fulness-based progra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1, 101-114.

二、吳昌衛副教授演講：正念訓練與腦科學之實證研究

　　吳昌衛副教授與大家分享正念訓練相關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從神經科學的角

度說明正念訓練可能是透過什麼神經機制來達到前述的增進執行控制、幫助情緖調節

等功效。

　　吳副教授所分享的研究主要與杏仁核（amygdala）以及大腦的預設網路（de-

fault mode network, DMN）有關。

正念訓練對杏仁核的影響

　　杏仁核的神經活動主要與情緖（特別是負面的情緖）、壓力反應有關。人們的負

面情緖被誘發時，通常我們可以觀察到杏仁核有比較強的神經活動。

　　吳副教授分享，過去在長期練習觀禪（open monitoring）者身上發現，他們在

接受情緖刺激之後大腦所產生的杏仁核反應較控制組小。這個結果顯示長期的正念訓

練有助於降低情緖刺激所產生的情緖反應。

　　不過故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另一個研究團隊發現，練習慈心觀（loving kind-

ness）的長期正念訓練者反而有比較高的杏仁核反應。

　　因此，不同的正念訓練技法的神經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代表著不同的練習技法

可能有著不同的神經機制。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前面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及的正念研

究的限制。

正念訓練對預設網路的影響

　　DMN是由多個神經區域所構成的神經迴路，過去發現這個迴路在人們休息時而

非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有較強的神經活動情況，因而有了預設（default）這個名字。

近年來這個神經迴路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它的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處理、憂鬱以及白

日夢、恍神都有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發現DMN當中的一個重要神經節點，後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與中央前額葉（MPFC）的神經活動連結強度與憂鬱症患

者的症狀嚴重程度有關，這個神經活動連結越低的有較嚴重的注意力問題與較強的內

在緊張。此外，憂鬱症患者在想到與自我有關的事情時，PCC的神經活動較一般人

更高，這都顯示了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感覺特異之處可能和DMN的活動異常有關。

　　研究顯示，18位長期經過長期正念練習者（平均練習時數9000小時），他們的

休息時DMN的活動較無經驗的一般人更低。而在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比較正念

初學者與長期禪修者，他們發現長期禪修者的PCC和背側前額葉（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功能性神經活動連結較初學者強。而在初學者身上也

可以看到這部份的連結在他們進行正念練習時比休息的情況更強的情況。這結果顯示

正念訓練的效果可能來自對於DMN的活性的調節。

未解之謎

　　然而，正念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仍只是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對於正念，我們仍然

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吳副教授提到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正念訓練過程中，隨著練

習的精進，練習者的內心素質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情況？其二，不同的正念練習技法

的神經機制差異。

　　這兩個問題若能夠解決，也許可以反過頭來解決在第一場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到

的，正念定義不清以及不同正念訓練之間造成的結果難以推論的問題，值得相關研究

者努力鑽研。

神經迴饋幫助正念學習的應用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份，吳副教授提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些研究團隊

利用目前已知的正念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結果，結合智慧科技打造幫助正念訓練的遊

戲或是神經迴饋系統，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目前的練習狀況，這對於正念的初學者而

言不啻是一大福音。

　　而吳副教授自己也參與了科技部的一個MINDVR計畫，要打造一個幫助正念學

習的裝置，值得我們期待！

三、黃鳳英副教授演講：正念介入的實務與研究結果詮釋

　　黃鳳英副教授有非常豐富的正念教育訓練的經驗，她所分享的內容正好與張仁和

助研究員所提到的正念的反思內容相互呼應。黃副教授所講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主

題。在前半段黃副教授詳細說明了何謂正念介入課程（mindfulness based pro-

gram）。因為正念現在非常的紅，所以坊間也出現了許多相關的商品以及課程。但

是，正念課程有幾個核心必備條件，要能符合這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正念課程。演講的

後半黃副教授則是以她自身的教學經驗，分享正念介入課程師資的重要性，若在非合

格的教師的帶領之下，正念是有可能反而產生壞處的。在正念受到大家關注的今日，

這些訊息非常地重要，以免想要學習的人誤入歧途，未享其利，先受其害。以下進一

步說明：

正念介入課程必備要素

　　黃副教授指出，要被稱為「正念」的課程有幾個必備要素：

．　內容包含跨領域專業的整合（禪修、大腦心智科學、心理學、醫學、教育）

．　幫助學員發現壓力與痛苦的根源及舒緩之道

．　幫助學員發展活在當下的能力，並保持對身心經驗之接納、後設覺察取向。

．　發展專注力、情緒與行為之自我調控能力、以及各種正向的心理特質

．　促使長期投入練習及體驗式學習

　　黃副教授強調，正念的訓練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習才能夠獲得進步的，因為正念

介入法包含了身與心的鍛練，所以不可能只是聽教師授課之後從認知上就能學會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身體力行才有轉化心智的慣性反應模式，並從練習中體會由正念練習

中漸進提升之意識（consciousness）層次與覺察能力。

專題演講（一）：張仁和助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另外，學員們在課程中所要學習的，不單只是正念練習的一些技法，例如正念呼

吸、身體掃瞄、慈心正念、行禪等。更重要的是要從練習中體悟身心經驗之連動關

係，並對自動化模式如何衍生更大的情緒與壓力反應有所覺察才能在必要時暫停自動

化反應。最終目標是讓自己用正念覺察分分秒秒活在當下，以正念面對實境，而非活

在自我想法的世界，如此，才能算是正念。若正念課程只有正念技巧的學習，效果有

限且因對正念不完整的學習可能會有潛在議題浮現。

正念師資的必備條件

‧　具有完整教導八周正念架構內容（包括正念技巧及完整傳達背後跨領域專業精

　　髓）的能力

‧　在正念教學的整個過程要體現正念的典範（身教）

‧　教師自身要保持持續的正念練習

‧　使正念授課過程為一個共學的過程

　　正念一定要身體力行才有可能體會，所以正念的教師一定要持續精進練習，並且

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要身體力行，使學習成員清楚掌握要領，這是正念教學者所應具備

的素養。然而，在學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潛在議題浮現，所以正念教師一定要

有足夠的學養來處理學員這時候遇到的狀況。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練習和知識，就無

法辨識學員遇到的問題，也無法給予適當的引導。

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

　　最後黃副教授分享，在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至今她所觀察到的一些問題與困難。

‧　欠缺嚴謹合格師資：有些正念教師只參加過一次或零碎工作坊便開始施作正念團

　　體帶領，但其相關的能力以及涵養不足，無法給予學員適當的引導。

‧　將正念商品化：只求短期利益，將正念商品化或作為一種宣傳口號。

‧　脫離正念：混合不同的放鬆、禪修方法，或只以呼吸正念代表，未完整教導八周

　　正念架構內容、片面解釋佛學理論，介入課程內涵的錯置。

‧　用「認知」學習正念：有教師以文獻內容的片面理解，用「認知」學習正念甚至

　　教學，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誤。

‧　希望立即見效：正念的學習與實踐就如同運動健身一樣，一定要身體力行，沒辦

　　法速成。

四、結論

　　正念對臺灣的民眾而言或許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臺灣民眾對於禪修已具有一定

的熟悉度，或是存在既定的印象，也因此通常對於正念有不完整或是錯誤的理解。這

是文化上的優勢，但也是劣勢。雖然正念已知可以帶給練習者許多好處，但是這些益

處不是一蹴可及的，一定要身體力行的練習，並且在合格的教師引導下方能安全地精

進。本次工作坊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演講讓與會的聽眾對於正念研究的現況、相關機

制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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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mindfulness）起源於佛教的禪修，數十年前卡巴金博士將正念相關的概

念以及訓練技法引入醫院當中幫助病人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為了讓西方文化的一

般民眾可以接受，卡巴金博士在他的課程當中去除了宗教的色彩，發展出了一套課

程，被稱為正念為基礎的減壓課程（mind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從此，「正念」這個概念開始逐漸被眾人所認識。

　　在眾多的文獻中，正念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包含了對於當下的覺察（aware to 

the present moment）以及不評價（non-judgemental）。近十年來，凡事講求效

率、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許多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焦慮、憂鬱、失眠、情緖

等困擾。而正念在這些方面都被發現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幫助學習者解決這些現代

文明病症。也因此，正念迅速地在全球竄紅，讓這個起源於東方文化的概念從西方紅

回到東方來。

　　然而，為什麼正念能夠產生前述的功效，其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才剛開始起步，

至今仍有許多的謎團待解。這一波正念浪潮也同時讓大家看到正念的限制以及相關的

亂象。本次工作坊邀請三位講者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大家分享正念相關的研究現

況，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發展現況下的一些反思。同時，在演講中也穿插了由黃鳳英

副教授帶領現場聽眾進行正念練習的體驗。以下分別介紹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

一、張仁和助研究員演講：正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張仁和助研究員分享了他所整理正念目前在各領域的研究文獻，並提供了一些研

究者或是一般聽眾都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正念」是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根據張助研究員在web of science（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與正念

有關的研究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有相關的文獻紀錄。但在2000年以前，每年都只有

個位數以內的相關文獻被發表。到了2010年之後，相關文獻的發表數便開始有飛躍

性的成長，2014年之後每年都有超過千篇的正念相關研究被發表。去年（2019）更

是有接近3000篇相關的文獻紀錄。而這些，都還只是以正念（mindfulness）為關鍵

字所進行的搜尋結果，若是再加上類似概念的關鍵字，結果會更多，大家可以想見到

正念現在是多麼地受到注目。

　　而正念並非被侷限單一領域，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

科學、公衛、護理、教育、物質濫用等領域都有正念相關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跨領

域都很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究主題。

　　在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應用心理研

究期刊在2019年出版的70期特刊，由張助研究員主編的《正念研究之在地實踐與反

思》。

正念效益的研究評估

　　正念訓練對人們的認知功能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面向上都有相關的研究發表，大

多集中與注意力、執行控制功能等認知功能有關。但是不同研究的正念訓練效益大小

並不一致，張助研究員幫大家整理了幾篇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

　　根據張助研究員的整理，在執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control ability）方面，

研究發現正念能有效地提升練習者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capacity）以

及抑制力（inhibitory control）。前者可以視為大腦資源或是腦力的指標；而後者

是壓抑干擾的能力。另外，正念也被發現能提升內在動機，以及利他行為的展現。

　　不過，在心理治療的療效上，正念為基礎的介入方法和其他治療方法比起來並沒

有穩定的相對有效性。

正念研究的限制與反思

　　正念相關的研究雖然也發展至今數十年，研究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正念的定義不

清的問題。如前述，正念起源於佛教的禪修，但就如同佛教本身有不同的派別，正念

發展至今不同的研究者也有其對於正念的解釋以及定義，這些不同的定義也造就了許

多不同的測量方式以及不同的訓練門派。也因此，不同的研究所用的正念的訓練方法

以及測量方式不盡相同，這也造成了正念相關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一個可能的混淆因子

的來源，前面所提及的正念效益結果不一致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來自於此。

　　另一方面，現存的文獻大多討論的是正念訓練的益處，但難道這世界上真的存在

著沒有任何壞處的美好事物嗎？張助研究員提供兩篇反思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1.　Tangney, J. P., Dobbins, A. E., Stuewig, J. B., & Schrader, S. W. (2017).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indfulness? Relation of mindfulness to criminogenic cog-

ni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0), 1415-1426.

2.　Baer, R., Crane, C., Miller, E., & Kuyken, W. (2019). Doing no harm in mind-

fulness-based progra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1, 101-114.

二、吳昌衛副教授演講：正念訓練與腦科學之實證研究

　　吳昌衛副教授與大家分享正念訓練相關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從神經科學的角

度說明正念訓練可能是透過什麼神經機制來達到前述的增進執行控制、幫助情緖調節

等功效。

　　吳副教授所分享的研究主要與杏仁核（amygdala）以及大腦的預設網路（de-

fault mode network, DMN）有關。

正念訓練對杏仁核的影響

　　杏仁核的神經活動主要與情緖（特別是負面的情緖）、壓力反應有關。人們的負

面情緖被誘發時，通常我們可以觀察到杏仁核有比較強的神經活動。

　　吳副教授分享，過去在長期練習觀禪（open monitoring）者身上發現，他們在

接受情緖刺激之後大腦所產生的杏仁核反應較控制組小。這個結果顯示長期的正念訓

練有助於降低情緖刺激所產生的情緖反應。

　　不過故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另一個研究團隊發現，練習慈心觀（loving kind-

ness）的長期正念訓練者反而有比較高的杏仁核反應。

　　因此，不同的正念訓練技法的神經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代表著不同的練習技法

可能有著不同的神經機制。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前面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及的正念研

究的限制。

正念訓練對預設網路的影響

　　DMN是由多個神經區域所構成的神經迴路，過去發現這個迴路在人們休息時而

非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有較強的神經活動情況，因而有了預設（default）這個名字。

近年來這個神經迴路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它的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處理、憂鬱以及白

日夢、恍神都有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發現DMN當中的一個重要神經節點，後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與中央前額葉（MPFC）的神經活動連結強度與憂鬱症患

者的症狀嚴重程度有關，這個神經活動連結越低的有較嚴重的注意力問題與較強的內

在緊張。此外，憂鬱症患者在想到與自我有關的事情時，PCC的神經活動較一般人

更高，這都顯示了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感覺特異之處可能和DMN的活動異常有關。

　　研究顯示，18位長期經過長期正念練習者（平均練習時數9000小時），他們的

休息時DMN的活動較無經驗的一般人更低。而在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比較正念

初學者與長期禪修者，他們發現長期禪修者的PCC和背側前額葉（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功能性神經活動連結較初學者強。而在初學者身上也

可以看到這部份的連結在他們進行正念練習時比休息的情況更強的情況。這結果顯示

正念訓練的效果可能來自對於DMN的活性的調節。

未解之謎

　　然而，正念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仍只是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對於正念，我們仍然

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吳副教授提到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正念訓練過程中，隨著練

習的精進，練習者的內心素質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情況？其二，不同的正念練習技法

的神經機制差異。

　　這兩個問題若能夠解決，也許可以反過頭來解決在第一場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到

的，正念定義不清以及不同正念訓練之間造成的結果難以推論的問題，值得相關研究

者努力鑽研。

神經迴饋幫助正念學習的應用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份，吳副教授提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些研究團隊

利用目前已知的正念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結果，結合智慧科技打造幫助正念訓練的遊

戲或是神經迴饋系統，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目前的練習狀況，這對於正念的初學者而

言不啻是一大福音。

　　而吳副教授自己也參與了科技部的一個MINDVR計畫，要打造一個幫助正念學

習的裝置，值得我們期待！

三、黃鳳英副教授演講：正念介入的實務與研究結果詮釋

　　黃鳳英副教授有非常豐富的正念教育訓練的經驗，她所分享的內容正好與張仁和

助研究員所提到的正念的反思內容相互呼應。黃副教授所講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主

題。在前半段黃副教授詳細說明了何謂正念介入課程（mindfulness based pro-

gram）。因為正念現在非常的紅，所以坊間也出現了許多相關的商品以及課程。但

是，正念課程有幾個核心必備條件，要能符合這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正念課程。演講的

後半黃副教授則是以她自身的教學經驗，分享正念介入課程師資的重要性，若在非合

格的教師的帶領之下，正念是有可能反而產生壞處的。在正念受到大家關注的今日，

這些訊息非常地重要，以免想要學習的人誤入歧途，未享其利，先受其害。以下進一

步說明：

正念介入課程必備要素

　　黃副教授指出，要被稱為「正念」的課程有幾個必備要素：

．　內容包含跨領域專業的整合（禪修、大腦心智科學、心理學、醫學、教育）

．　幫助學員發現壓力與痛苦的根源及舒緩之道

．　幫助學員發展活在當下的能力，並保持對身心經驗之接納、後設覺察取向。

．　發展專注力、情緒與行為之自我調控能力、以及各種正向的心理特質

．　促使長期投入練習及體驗式學習

　　黃副教授強調，正念的訓練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習才能夠獲得進步的，因為正念

介入法包含了身與心的鍛練，所以不可能只是聽教師授課之後從認知上就能學會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身體力行才有轉化心智的慣性反應模式，並從練習中體會由正念練習

中漸進提升之意識（consciousness）層次與覺察能力。

　　另外，學員們在課程中所要學習的，不單只是正念練習的一些技法，例如正念呼

吸、身體掃瞄、慈心正念、行禪等。更重要的是要從練習中體悟身心經驗之連動關

係，並對自動化模式如何衍生更大的情緒與壓力反應有所覺察才能在必要時暫停自動

化反應。最終目標是讓自己用正念覺察分分秒秒活在當下，以正念面對實境，而非活

在自我想法的世界，如此，才能算是正念。若正念課程只有正念技巧的學習，效果有

限且因對正念不完整的學習可能會有潛在議題浮現。

正念師資的必備條件

‧　具有完整教導八周正念架構內容（包括正念技巧及完整傳達背後跨領域專業精

　　髓）的能力

‧　在正念教學的整個過程要體現正念的典範（身教）

‧　教師自身要保持持續的正念練習

‧　使正念授課過程為一個共學的過程

　　正念一定要身體力行才有可能體會，所以正念的教師一定要持續精進練習，並且

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要身體力行，使學習成員清楚掌握要領，這是正念教學者所應具備

的素養。然而，在學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潛在議題浮現，所以正念教師一定要

有足夠的學養來處理學員這時候遇到的狀況。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練習和知識，就無

法辨識學員遇到的問題，也無法給予適當的引導。

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

　　最後黃副教授分享，在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至今她所觀察到的一些問題與困難。

‧　欠缺嚴謹合格師資：有些正念教師只參加過一次或零碎工作坊便開始施作正念團

　　體帶領，但其相關的能力以及涵養不足，無法給予學員適當的引導。

‧　將正念商品化：只求短期利益，將正念商品化或作為一種宣傳口號。

‧　脫離正念：混合不同的放鬆、禪修方法，或只以呼吸正念代表，未完整教導八周

　　正念架構內容、片面解釋佛學理論，介入課程內涵的錯置。

‧　用「認知」學習正念：有教師以文獻內容的片面理解，用「認知」學習正念甚至

　　教學，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誤。

‧　希望立即見效：正念的學習與實踐就如同運動健身一樣，一定要身體力行，沒辦

　　法速成。

四、結論

　　正念對臺灣的民眾而言或許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臺灣民眾對於禪修已具有一定

的熟悉度，或是存在既定的印象，也因此通常對於正念有不完整或是錯誤的理解。這

是文化上的優勢，但也是劣勢。雖然正念已知可以帶給練習者許多好處，但是這些益

處不是一蹴可及的，一定要身體力行的練習，並且在合格的教師引導下方能安全地精

進。本次工作坊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演講讓與會的聽眾對於正念研究的現況、相關機

制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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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mindfulness）起源於佛教的禪修，數十年前卡巴金博士將正念相關的概

念以及訓練技法引入醫院當中幫助病人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為了讓西方文化的一

般民眾可以接受，卡巴金博士在他的課程當中去除了宗教的色彩，發展出了一套課

程，被稱為正念為基礎的減壓課程（mind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從此，「正念」這個概念開始逐漸被眾人所認識。

　　在眾多的文獻中，正念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包含了對於當下的覺察（aware to 

the present moment）以及不評價（non-judgemental）。近十年來，凡事講求效

率、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許多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焦慮、憂鬱、失眠、情緖

等困擾。而正念在這些方面都被發現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幫助學習者解決這些現代

文明病症。也因此，正念迅速地在全球竄紅，讓這個起源於東方文化的概念從西方紅

回到東方來。

　　然而，為什麼正念能夠產生前述的功效，其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才剛開始起步，

至今仍有許多的謎團待解。這一波正念浪潮也同時讓大家看到正念的限制以及相關的

亂象。本次工作坊邀請三位講者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大家分享正念相關的研究現

況，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發展現況下的一些反思。同時，在演講中也穿插了由黃鳳英

副教授帶領現場聽眾進行正念練習的體驗。以下分別介紹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

一、張仁和助研究員演講：正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張仁和助研究員分享了他所整理正念目前在各領域的研究文獻，並提供了一些研

究者或是一般聽眾都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正念」是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根據張助研究員在web of science（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與正念

有關的研究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有相關的文獻紀錄。但在2000年以前，每年都只有

個位數以內的相關文獻被發表。到了2010年之後，相關文獻的發表數便開始有飛躍

性的成長，2014年之後每年都有超過千篇的正念相關研究被發表。去年（2019）更

是有接近3000篇相關的文獻紀錄。而這些，都還只是以正念（mindfulness）為關鍵

字所進行的搜尋結果，若是再加上類似概念的關鍵字，結果會更多，大家可以想見到

正念現在是多麼地受到注目。

　　而正念並非被侷限單一領域，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

科學、公衛、護理、教育、物質濫用等領域都有正念相關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跨領

域都很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究主題。

　　在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應用心理研

究期刊在2019年出版的70期特刊，由張助研究員主編的《正念研究之在地實踐與反

思》。

正念效益的研究評估

　　正念訓練對人們的認知功能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面向上都有相關的研究發表，大

多集中與注意力、執行控制功能等認知功能有關。但是不同研究的正念訓練效益大小

並不一致，張助研究員幫大家整理了幾篇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

　　根據張助研究員的整理，在執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control ability）方面，

研究發現正念能有效地提升練習者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capacity）以

及抑制力（inhibitory control）。前者可以視為大腦資源或是腦力的指標；而後者

是壓抑干擾的能力。另外，正念也被發現能提升內在動機，以及利他行為的展現。

　　不過，在心理治療的療效上，正念為基礎的介入方法和其他治療方法比起來並沒

有穩定的相對有效性。

正念研究的限制與反思

　　正念相關的研究雖然也發展至今數十年，研究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正念的定義不

清的問題。如前述，正念起源於佛教的禪修，但就如同佛教本身有不同的派別，正念

發展至今不同的研究者也有其對於正念的解釋以及定義，這些不同的定義也造就了許

多不同的測量方式以及不同的訓練門派。也因此，不同的研究所用的正念的訓練方法

以及測量方式不盡相同，這也造成了正念相關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一個可能的混淆因子

的來源，前面所提及的正念效益結果不一致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來自於此。

　　另一方面，現存的文獻大多討論的是正念訓練的益處，但難道這世界上真的存在

著沒有任何壞處的美好事物嗎？張助研究員提供兩篇反思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1.　Tangney, J. P., Dobbins, A. E., Stuewig, J. B., & Schrader, S. W. (2017).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indfulness? Relation of mindfulness to criminogenic cog-

ni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0), 1415-1426.

2.　Baer, R., Crane, C., Miller, E., & Kuyken, W. (2019). Doing no harm in mind-

fulness-based progra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1, 101-114.

二、吳昌衛副教授演講：正念訓練與腦科學之實證研究

　　吳昌衛副教授與大家分享正念訓練相關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從神經科學的角

度說明正念訓練可能是透過什麼神經機制來達到前述的增進執行控制、幫助情緖調節

等功效。

　　吳副教授所分享的研究主要與杏仁核（amygdala）以及大腦的預設網路（de-

fault mode network, DMN）有關。

正念訓練對杏仁核的影響

　　杏仁核的神經活動主要與情緖（特別是負面的情緖）、壓力反應有關。人們的負

面情緖被誘發時，通常我們可以觀察到杏仁核有比較強的神經活動。

　　吳副教授分享，過去在長期練習觀禪（open monitoring）者身上發現，他們在

接受情緖刺激之後大腦所產生的杏仁核反應較控制組小。這個結果顯示長期的正念訓

練有助於降低情緖刺激所產生的情緖反應。

　　不過故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另一個研究團隊發現，練習慈心觀（loving kind-

ness）的長期正念訓練者反而有比較高的杏仁核反應。

　　因此，不同的正念訓練技法的神經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代表著不同的練習技法

可能有著不同的神經機制。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前面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及的正念研

究的限制。

正念訓練對預設網路的影響

　　DMN是由多個神經區域所構成的神經迴路，過去發現這個迴路在人們休息時而

非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有較強的神經活動情況，因而有了預設（default）這個名字。

近年來這個神經迴路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它的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處理、憂鬱以及白

日夢、恍神都有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發現DMN當中的一個重要神經節點，後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與中央前額葉（MPFC）的神經活動連結強度與憂鬱症患

者的症狀嚴重程度有關，這個神經活動連結越低的有較嚴重的注意力問題與較強的內

在緊張。此外，憂鬱症患者在想到與自我有關的事情時，PCC的神經活動較一般人

更高，這都顯示了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感覺特異之處可能和DMN的活動異常有關。

　　研究顯示，18位長期經過長期正念練習者（平均練習時數9000小時），他們的

休息時DMN的活動較無經驗的一般人更低。而在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比較正念

初學者與長期禪修者，他們發現長期禪修者的PCC和背側前額葉（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功能性神經活動連結較初學者強。而在初學者身上也

可以看到這部份的連結在他們進行正念練習時比休息的情況更強的情況。這結果顯示

正念訓練的效果可能來自對於DMN的活性的調節。

未解之謎

　　然而，正念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仍只是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對於正念，我們仍然

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吳副教授提到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正念訓練過程中，隨著練

習的精進，練習者的內心素質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情況？其二，不同的正念練習技法

的神經機制差異。

　　這兩個問題若能夠解決，也許可以反過頭來解決在第一場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到

的，正念定義不清以及不同正念訓練之間造成的結果難以推論的問題，值得相關研究

者努力鑽研。

神經迴饋幫助正念學習的應用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份，吳副教授提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些研究團隊

利用目前已知的正念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結果，結合智慧科技打造幫助正念訓練的遊

戲或是神經迴饋系統，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目前的練習狀況，這對於正念的初學者而

言不啻是一大福音。

　　而吳副教授自己也參與了科技部的一個MINDVR計畫，要打造一個幫助正念學

習的裝置，值得我們期待！

三、黃鳳英副教授演講：正念介入的實務與研究結果詮釋

　　黃鳳英副教授有非常豐富的正念教育訓練的經驗，她所分享的內容正好與張仁和

助研究員所提到的正念的反思內容相互呼應。黃副教授所講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主

題。在前半段黃副教授詳細說明了何謂正念介入課程（mindfulness based pro-

gram）。因為正念現在非常的紅，所以坊間也出現了許多相關的商品以及課程。但

是，正念課程有幾個核心必備條件，要能符合這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正念課程。演講的

後半黃副教授則是以她自身的教學經驗，分享正念介入課程師資的重要性，若在非合

格的教師的帶領之下，正念是有可能反而產生壞處的。在正念受到大家關注的今日，

這些訊息非常地重要，以免想要學習的人誤入歧途，未享其利，先受其害。以下進一

步說明：

正念介入課程必備要素

　　黃副教授指出，要被稱為「正念」的課程有幾個必備要素：

．　內容包含跨領域專業的整合（禪修、大腦心智科學、心理學、醫學、教育）

．　幫助學員發現壓力與痛苦的根源及舒緩之道

．　幫助學員發展活在當下的能力，並保持對身心經驗之接納、後設覺察取向。

．　發展專注力、情緒與行為之自我調控能力、以及各種正向的心理特質

．　促使長期投入練習及體驗式學習

　　黃副教授強調，正念的訓練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習才能夠獲得進步的，因為正念

介入法包含了身與心的鍛練，所以不可能只是聽教師授課之後從認知上就能學會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身體力行才有轉化心智的慣性反應模式，並從練習中體會由正念練習

中漸進提升之意識（consciousness）層次與覺察能力。

專題演講（二）：吳昌衛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研究所）

　　另外，學員們在課程中所要學習的，不單只是正念練習的一些技法，例如正念呼

吸、身體掃瞄、慈心正念、行禪等。更重要的是要從練習中體悟身心經驗之連動關

係，並對自動化模式如何衍生更大的情緒與壓力反應有所覺察才能在必要時暫停自動

化反應。最終目標是讓自己用正念覺察分分秒秒活在當下，以正念面對實境，而非活

在自我想法的世界，如此，才能算是正念。若正念課程只有正念技巧的學習，效果有

限且因對正念不完整的學習可能會有潛在議題浮現。

正念師資的必備條件

‧　具有完整教導八周正念架構內容（包括正念技巧及完整傳達背後跨領域專業精

　　髓）的能力

‧　在正念教學的整個過程要體現正念的典範（身教）

‧　教師自身要保持持續的正念練習

‧　使正念授課過程為一個共學的過程

　　正念一定要身體力行才有可能體會，所以正念的教師一定要持續精進練習，並且

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要身體力行，使學習成員清楚掌握要領，這是正念教學者所應具備

的素養。然而，在學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潛在議題浮現，所以正念教師一定要

有足夠的學養來處理學員這時候遇到的狀況。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練習和知識，就無

法辨識學員遇到的問題，也無法給予適當的引導。

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

　　最後黃副教授分享，在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至今她所觀察到的一些問題與困難。

‧　欠缺嚴謹合格師資：有些正念教師只參加過一次或零碎工作坊便開始施作正念團

　　體帶領，但其相關的能力以及涵養不足，無法給予學員適當的引導。

‧　將正念商品化：只求短期利益，將正念商品化或作為一種宣傳口號。

‧　脫離正念：混合不同的放鬆、禪修方法，或只以呼吸正念代表，未完整教導八周

　　正念架構內容、片面解釋佛學理論，介入課程內涵的錯置。

‧　用「認知」學習正念：有教師以文獻內容的片面理解，用「認知」學習正念甚至

　　教學，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誤。

‧　希望立即見效：正念的學習與實踐就如同運動健身一樣，一定要身體力行，沒辦

　　法速成。

四、結論

　　正念對臺灣的民眾而言或許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臺灣民眾對於禪修已具有一定

的熟悉度，或是存在既定的印象，也因此通常對於正念有不完整或是錯誤的理解。這

是文化上的優勢，但也是劣勢。雖然正念已知可以帶給練習者許多好處，但是這些益

處不是一蹴可及的，一定要身體力行的練習，並且在合格的教師引導下方能安全地精

進。本次工作坊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演講讓與會的聽眾對於正念研究的現況、相關機

制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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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mindfulness）起源於佛教的禪修，數十年前卡巴金博士將正念相關的概

念以及訓練技法引入醫院當中幫助病人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為了讓西方文化的一

般民眾可以接受，卡巴金博士在他的課程當中去除了宗教的色彩，發展出了一套課

程，被稱為正念為基礎的減壓課程（mind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從此，「正念」這個概念開始逐漸被眾人所認識。

　　在眾多的文獻中，正念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包含了對於當下的覺察（aware to 

the present moment）以及不評價（non-judgemental）。近十年來，凡事講求效

率、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許多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焦慮、憂鬱、失眠、情緖

等困擾。而正念在這些方面都被發現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幫助學習者解決這些現代

文明病症。也因此，正念迅速地在全球竄紅，讓這個起源於東方文化的概念從西方紅

回到東方來。

　　然而，為什麼正念能夠產生前述的功效，其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才剛開始起步，

至今仍有許多的謎團待解。這一波正念浪潮也同時讓大家看到正念的限制以及相關的

亂象。本次工作坊邀請三位講者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大家分享正念相關的研究現

況，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發展現況下的一些反思。同時，在演講中也穿插了由黃鳳英

副教授帶領現場聽眾進行正念練習的體驗。以下分別介紹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

一、張仁和助研究員演講：正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張仁和助研究員分享了他所整理正念目前在各領域的研究文獻，並提供了一些研

究者或是一般聽眾都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正念」是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根據張助研究員在web of science（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與正念

有關的研究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有相關的文獻紀錄。但在2000年以前，每年都只有

個位數以內的相關文獻被發表。到了2010年之後，相關文獻的發表數便開始有飛躍

性的成長，2014年之後每年都有超過千篇的正念相關研究被發表。去年（2019）更

是有接近3000篇相關的文獻紀錄。而這些，都還只是以正念（mindfulness）為關鍵

字所進行的搜尋結果，若是再加上類似概念的關鍵字，結果會更多，大家可以想見到

正念現在是多麼地受到注目。

　　而正念並非被侷限單一領域，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

科學、公衛、護理、教育、物質濫用等領域都有正念相關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跨領

域都很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究主題。

　　在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應用心理研

究期刊在2019年出版的70期特刊，由張助研究員主編的《正念研究之在地實踐與反

思》。

正念效益的研究評估

　　正念訓練對人們的認知功能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面向上都有相關的研究發表，大

多集中與注意力、執行控制功能等認知功能有關。但是不同研究的正念訓練效益大小

並不一致，張助研究員幫大家整理了幾篇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

　　根據張助研究員的整理，在執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control ability）方面，

研究發現正念能有效地提升練習者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capacity）以

及抑制力（inhibitory control）。前者可以視為大腦資源或是腦力的指標；而後者

是壓抑干擾的能力。另外，正念也被發現能提升內在動機，以及利他行為的展現。

　　不過，在心理治療的療效上，正念為基礎的介入方法和其他治療方法比起來並沒

有穩定的相對有效性。

正念研究的限制與反思

　　正念相關的研究雖然也發展至今數十年，研究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正念的定義不

清的問題。如前述，正念起源於佛教的禪修，但就如同佛教本身有不同的派別，正念

發展至今不同的研究者也有其對於正念的解釋以及定義，這些不同的定義也造就了許

多不同的測量方式以及不同的訓練門派。也因此，不同的研究所用的正念的訓練方法

以及測量方式不盡相同，這也造成了正念相關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一個可能的混淆因子

的來源，前面所提及的正念效益結果不一致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來自於此。

　　另一方面，現存的文獻大多討論的是正念訓練的益處，但難道這世界上真的存在

著沒有任何壞處的美好事物嗎？張助研究員提供兩篇反思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1.　Tangney, J. P., Dobbins, A. E., Stuewig, J. B., & Schrader, S. W. (2017).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indfulness? Relation of mindfulness to criminogenic cog-

ni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0), 1415-1426.

2.　Baer, R., Crane, C., Miller, E., & Kuyken, W. (2019). Doing no harm in mind-

fulness-based progra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1, 101-114.

二、吳昌衛副教授演講：正念訓練與腦科學之實證研究

　　吳昌衛副教授與大家分享正念訓練相關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從神經科學的角

度說明正念訓練可能是透過什麼神經機制來達到前述的增進執行控制、幫助情緖調節

等功效。

　　吳副教授所分享的研究主要與杏仁核（amygdala）以及大腦的預設網路（de-

fault mode network, DMN）有關。

正念訓練對杏仁核的影響

　　杏仁核的神經活動主要與情緖（特別是負面的情緖）、壓力反應有關。人們的負

面情緖被誘發時，通常我們可以觀察到杏仁核有比較強的神經活動。

　　吳副教授分享，過去在長期練習觀禪（open monitoring）者身上發現，他們在

接受情緖刺激之後大腦所產生的杏仁核反應較控制組小。這個結果顯示長期的正念訓

練有助於降低情緖刺激所產生的情緖反應。

　　不過故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另一個研究團隊發現，練習慈心觀（loving kind-

ness）的長期正念訓練者反而有比較高的杏仁核反應。

　　因此，不同的正念訓練技法的神經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代表著不同的練習技法

可能有著不同的神經機制。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前面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及的正念研

究的限制。

正念訓練對預設網路的影響

　　DMN是由多個神經區域所構成的神經迴路，過去發現這個迴路在人們休息時而

非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有較強的神經活動情況，因而有了預設（default）這個名字。

近年來這個神經迴路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它的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處理、憂鬱以及白

日夢、恍神都有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發現DMN當中的一個重要神經節點，後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與中央前額葉（MPFC）的神經活動連結強度與憂鬱症患

者的症狀嚴重程度有關，這個神經活動連結越低的有較嚴重的注意力問題與較強的內

在緊張。此外，憂鬱症患者在想到與自我有關的事情時，PCC的神經活動較一般人

更高，這都顯示了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感覺特異之處可能和DMN的活動異常有關。

　　研究顯示，18位長期經過長期正念練習者（平均練習時數9000小時），他們的

休息時DMN的活動較無經驗的一般人更低。而在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比較正念

初學者與長期禪修者，他們發現長期禪修者的PCC和背側前額葉（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功能性神經活動連結較初學者強。而在初學者身上也

可以看到這部份的連結在他們進行正念練習時比休息的情況更強的情況。這結果顯示

正念訓練的效果可能來自對於DMN的活性的調節。

未解之謎

　　然而，正念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仍只是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對於正念，我們仍然

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吳副教授提到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正念訓練過程中，隨著練

習的精進，練習者的內心素質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情況？其二，不同的正念練習技法

的神經機制差異。

　　這兩個問題若能夠解決，也許可以反過頭來解決在第一場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到

的，正念定義不清以及不同正念訓練之間造成的結果難以推論的問題，值得相關研究

者努力鑽研。

神經迴饋幫助正念學習的應用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份，吳副教授提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些研究團隊

利用目前已知的正念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結果，結合智慧科技打造幫助正念訓練的遊

戲或是神經迴饋系統，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目前的練習狀況，這對於正念的初學者而

言不啻是一大福音。

　　而吳副教授自己也參與了科技部的一個MINDVR計畫，要打造一個幫助正念學

習的裝置，值得我們期待！

三、黃鳳英副教授演講：正念介入的實務與研究結果詮釋

　　黃鳳英副教授有非常豐富的正念教育訓練的經驗，她所分享的內容正好與張仁和

助研究員所提到的正念的反思內容相互呼應。黃副教授所講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主

題。在前半段黃副教授詳細說明了何謂正念介入課程（mindfulness based pro-

gram）。因為正念現在非常的紅，所以坊間也出現了許多相關的商品以及課程。但

是，正念課程有幾個核心必備條件，要能符合這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正念課程。演講的

後半黃副教授則是以她自身的教學經驗，分享正念介入課程師資的重要性，若在非合

格的教師的帶領之下，正念是有可能反而產生壞處的。在正念受到大家關注的今日，

這些訊息非常地重要，以免想要學習的人誤入歧途，未享其利，先受其害。以下進一

步說明：

正念介入課程必備要素

　　黃副教授指出，要被稱為「正念」的課程有幾個必備要素：

．　內容包含跨領域專業的整合（禪修、大腦心智科學、心理學、醫學、教育）

．　幫助學員發現壓力與痛苦的根源及舒緩之道

．　幫助學員發展活在當下的能力，並保持對身心經驗之接納、後設覺察取向。

．　發展專注力、情緒與行為之自我調控能力、以及各種正向的心理特質

．　促使長期投入練習及體驗式學習

　　黃副教授強調，正念的訓練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習才能夠獲得進步的，因為正念

介入法包含了身與心的鍛練，所以不可能只是聽教師授課之後從認知上就能學會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身體力行才有轉化心智的慣性反應模式，並從練習中體會由正念練習

中漸進提升之意識（consciousness）層次與覺察能力。

　　另外，學員們在課程中所要學習的，不單只是正念練習的一些技法，例如正念呼

吸、身體掃瞄、慈心正念、行禪等。更重要的是要從練習中體悟身心經驗之連動關

係，並對自動化模式如何衍生更大的情緒與壓力反應有所覺察才能在必要時暫停自動

化反應。最終目標是讓自己用正念覺察分分秒秒活在當下，以正念面對實境，而非活

在自我想法的世界，如此，才能算是正念。若正念課程只有正念技巧的學習，效果有

限且因對正念不完整的學習可能會有潛在議題浮現。

正念師資的必備條件

‧　具有完整教導八周正念架構內容（包括正念技巧及完整傳達背後跨領域專業精

　　髓）的能力

‧　在正念教學的整個過程要體現正念的典範（身教）

‧　教師自身要保持持續的正念練習

‧　使正念授課過程為一個共學的過程

　　正念一定要身體力行才有可能體會，所以正念的教師一定要持續精進練習，並且

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要身體力行，使學習成員清楚掌握要領，這是正念教學者所應具備

的素養。然而，在學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潛在議題浮現，所以正念教師一定要

有足夠的學養來處理學員這時候遇到的狀況。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練習和知識，就無

法辨識學員遇到的問題，也無法給予適當的引導。

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

　　最後黃副教授分享，在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至今她所觀察到的一些問題與困難。

‧　欠缺嚴謹合格師資：有些正念教師只參加過一次或零碎工作坊便開始施作正念團

　　體帶領，但其相關的能力以及涵養不足，無法給予學員適當的引導。

‧　將正念商品化：只求短期利益，將正念商品化或作為一種宣傳口號。

‧　脫離正念：混合不同的放鬆、禪修方法，或只以呼吸正念代表，未完整教導八周

　　正念架構內容、片面解釋佛學理論，介入課程內涵的錯置。

‧　用「認知」學習正念：有教師以文獻內容的片面理解，用「認知」學習正念甚至

　　教學，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誤。

‧　希望立即見效：正念的學習與實踐就如同運動健身一樣，一定要身體力行，沒辦

　　法速成。

四、結論

　　正念對臺灣的民眾而言或許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臺灣民眾對於禪修已具有一定

的熟悉度，或是存在既定的印象，也因此通常對於正念有不完整或是錯誤的理解。這

是文化上的優勢，但也是劣勢。雖然正念已知可以帶給練習者許多好處，但是這些益

處不是一蹴可及的，一定要身體力行的練習，並且在合格的教師引導下方能安全地精

進。本次工作坊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演講讓與會的聽眾對於正念研究的現況、相關機

制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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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mindfulness）起源於佛教的禪修，數十年前卡巴金博士將正念相關的概

念以及訓練技法引入醫院當中幫助病人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為了讓西方文化的一

般民眾可以接受，卡巴金博士在他的課程當中去除了宗教的色彩，發展出了一套課

程，被稱為正念為基礎的減壓課程（mind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從此，「正念」這個概念開始逐漸被眾人所認識。

　　在眾多的文獻中，正念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包含了對於當下的覺察（aware to 

the present moment）以及不評價（non-judgemental）。近十年來，凡事講求效

率、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許多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焦慮、憂鬱、失眠、情緖

等困擾。而正念在這些方面都被發現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幫助學習者解決這些現代

文明病症。也因此，正念迅速地在全球竄紅，讓這個起源於東方文化的概念從西方紅

回到東方來。

　　然而，為什麼正念能夠產生前述的功效，其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才剛開始起步，

至今仍有許多的謎團待解。這一波正念浪潮也同時讓大家看到正念的限制以及相關的

亂象。本次工作坊邀請三位講者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大家分享正念相關的研究現

況，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發展現況下的一些反思。同時，在演講中也穿插了由黃鳳英

副教授帶領現場聽眾進行正念練習的體驗。以下分別介紹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

一、張仁和助研究員演講：正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張仁和助研究員分享了他所整理正念目前在各領域的研究文獻，並提供了一些研

究者或是一般聽眾都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正念」是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根據張助研究員在web of science（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與正念

有關的研究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有相關的文獻紀錄。但在2000年以前，每年都只有

個位數以內的相關文獻被發表。到了2010年之後，相關文獻的發表數便開始有飛躍

性的成長，2014年之後每年都有超過千篇的正念相關研究被發表。去年（2019）更

是有接近3000篇相關的文獻紀錄。而這些，都還只是以正念（mindfulness）為關鍵

字所進行的搜尋結果，若是再加上類似概念的關鍵字，結果會更多，大家可以想見到

正念現在是多麼地受到注目。

　　而正念並非被侷限單一領域，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

科學、公衛、護理、教育、物質濫用等領域都有正念相關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跨領

域都很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究主題。

　　在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應用心理研

究期刊在2019年出版的70期特刊，由張助研究員主編的《正念研究之在地實踐與反

思》。

正念效益的研究評估

　　正念訓練對人們的認知功能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面向上都有相關的研究發表，大

多集中與注意力、執行控制功能等認知功能有關。但是不同研究的正念訓練效益大小

並不一致，張助研究員幫大家整理了幾篇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

　　根據張助研究員的整理，在執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control ability）方面，

研究發現正念能有效地提升練習者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capacity）以

及抑制力（inhibitory control）。前者可以視為大腦資源或是腦力的指標；而後者

是壓抑干擾的能力。另外，正念也被發現能提升內在動機，以及利他行為的展現。

　　不過，在心理治療的療效上，正念為基礎的介入方法和其他治療方法比起來並沒

有穩定的相對有效性。

正念研究的限制與反思

　　正念相關的研究雖然也發展至今數十年，研究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正念的定義不

清的問題。如前述，正念起源於佛教的禪修，但就如同佛教本身有不同的派別，正念

發展至今不同的研究者也有其對於正念的解釋以及定義，這些不同的定義也造就了許

多不同的測量方式以及不同的訓練門派。也因此，不同的研究所用的正念的訓練方法

以及測量方式不盡相同，這也造成了正念相關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一個可能的混淆因子

的來源，前面所提及的正念效益結果不一致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來自於此。

　　另一方面，現存的文獻大多討論的是正念訓練的益處，但難道這世界上真的存在

著沒有任何壞處的美好事物嗎？張助研究員提供兩篇反思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1.　Tangney, J. P., Dobbins, A. E., Stuewig, J. B., & Schrader, S. W. (2017).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indfulness? Relation of mindfulness to criminogenic cog-

ni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0), 1415-1426.

2.　Baer, R., Crane, C., Miller, E., & Kuyken, W. (2019). Doing no harm in mind-

fulness-based progra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1, 101-114.

二、吳昌衛副教授演講：正念訓練與腦科學之實證研究

　　吳昌衛副教授與大家分享正念訓練相關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從神經科學的角

度說明正念訓練可能是透過什麼神經機制來達到前述的增進執行控制、幫助情緖調節

等功效。

　　吳副教授所分享的研究主要與杏仁核（amygdala）以及大腦的預設網路（de-

fault mode network, DMN）有關。

正念訓練對杏仁核的影響

　　杏仁核的神經活動主要與情緖（特別是負面的情緖）、壓力反應有關。人們的負

面情緖被誘發時，通常我們可以觀察到杏仁核有比較強的神經活動。

　　吳副教授分享，過去在長期練習觀禪（open monitoring）者身上發現，他們在

接受情緖刺激之後大腦所產生的杏仁核反應較控制組小。這個結果顯示長期的正念訓

練有助於降低情緖刺激所產生的情緖反應。

　　不過故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另一個研究團隊發現，練習慈心觀（loving kind-

ness）的長期正念訓練者反而有比較高的杏仁核反應。

　　因此，不同的正念訓練技法的神經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代表著不同的練習技法

可能有著不同的神經機制。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前面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及的正念研

究的限制。

正念訓練對預設網路的影響

　　DMN是由多個神經區域所構成的神經迴路，過去發現這個迴路在人們休息時而

非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有較強的神經活動情況，因而有了預設（default）這個名字。

近年來這個神經迴路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它的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處理、憂鬱以及白

日夢、恍神都有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發現DMN當中的一個重要神經節點，後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與中央前額葉（MPFC）的神經活動連結強度與憂鬱症患

者的症狀嚴重程度有關，這個神經活動連結越低的有較嚴重的注意力問題與較強的內

在緊張。此外，憂鬱症患者在想到與自我有關的事情時，PCC的神經活動較一般人

更高，這都顯示了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感覺特異之處可能和DMN的活動異常有關。

　　研究顯示，18位長期經過長期正念練習者（平均練習時數9000小時），他們的

休息時DMN的活動較無經驗的一般人更低。而在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比較正念

初學者與長期禪修者，他們發現長期禪修者的PCC和背側前額葉（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功能性神經活動連結較初學者強。而在初學者身上也

可以看到這部份的連結在他們進行正念練習時比休息的情況更強的情況。這結果顯示

正念訓練的效果可能來自對於DMN的活性的調節。

未解之謎

　　然而，正念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仍只是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對於正念，我們仍然

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吳副教授提到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正念訓練過程中，隨著練

習的精進，練習者的內心素質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情況？其二，不同的正念練習技法

的神經機制差異。

　　這兩個問題若能夠解決，也許可以反過頭來解決在第一場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到

的，正念定義不清以及不同正念訓練之間造成的結果難以推論的問題，值得相關研究

者努力鑽研。

神經迴饋幫助正念學習的應用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份，吳副教授提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些研究團隊

利用目前已知的正念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結果，結合智慧科技打造幫助正念訓練的遊

戲或是神經迴饋系統，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目前的練習狀況，這對於正念的初學者而

言不啻是一大福音。

　　而吳副教授自己也參與了科技部的一個MINDVR計畫，要打造一個幫助正念學

習的裝置，值得我們期待！

三、黃鳳英副教授演講：正念介入的實務與研究結果詮釋

　　黃鳳英副教授有非常豐富的正念教育訓練的經驗，她所分享的內容正好與張仁和

助研究員所提到的正念的反思內容相互呼應。黃副教授所講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主

題。在前半段黃副教授詳細說明了何謂正念介入課程（mindfulness based pro-

gram）。因為正念現在非常的紅，所以坊間也出現了許多相關的商品以及課程。但

是，正念課程有幾個核心必備條件，要能符合這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正念課程。演講的

後半黃副教授則是以她自身的教學經驗，分享正念介入課程師資的重要性，若在非合

格的教師的帶領之下，正念是有可能反而產生壞處的。在正念受到大家關注的今日，

這些訊息非常地重要，以免想要學習的人誤入歧途，未享其利，先受其害。以下進一

步說明：

正念介入課程必備要素

　　黃副教授指出，要被稱為「正念」的課程有幾個必備要素：

．　內容包含跨領域專業的整合（禪修、大腦心智科學、心理學、醫學、教育）

．　幫助學員發現壓力與痛苦的根源及舒緩之道

．　幫助學員發展活在當下的能力，並保持對身心經驗之接納、後設覺察取向。

．　發展專注力、情緒與行為之自我調控能力、以及各種正向的心理特質

．　促使長期投入練習及體驗式學習

　　黃副教授強調，正念的訓練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習才能夠獲得進步的，因為正念

介入法包含了身與心的鍛練，所以不可能只是聽教師授課之後從認知上就能學會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身體力行才有轉化心智的慣性反應模式，並從練習中體會由正念練習

中漸進提升之意識（consciousness）層次與覺察能力。

　　另外，學員們在課程中所要學習的，不單只是正念練習的一些技法，例如正念呼

吸、身體掃瞄、慈心正念、行禪等。更重要的是要從練習中體悟身心經驗之連動關

係，並對自動化模式如何衍生更大的情緒與壓力反應有所覺察才能在必要時暫停自動

化反應。最終目標是讓自己用正念覺察分分秒秒活在當下，以正念面對實境，而非活

在自我想法的世界，如此，才能算是正念。若正念課程只有正念技巧的學習，效果有

限且因對正念不完整的學習可能會有潛在議題浮現。

正念師資的必備條件

‧　具有完整教導八周正念架構內容（包括正念技巧及完整傳達背後跨領域專業精

　　髓）的能力

‧　在正念教學的整個過程要體現正念的典範（身教）

‧　教師自身要保持持續的正念練習

‧　使正念授課過程為一個共學的過程

　　正念一定要身體力行才有可能體會，所以正念的教師一定要持續精進練習，並且

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要身體力行，使學習成員清楚掌握要領，這是正念教學者所應具備

的素養。然而，在學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潛在議題浮現，所以正念教師一定要

有足夠的學養來處理學員這時候遇到的狀況。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練習和知識，就無

法辨識學員遇到的問題，也無法給予適當的引導。

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

　　最後黃副教授分享，在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至今她所觀察到的一些問題與困難。

‧　欠缺嚴謹合格師資：有些正念教師只參加過一次或零碎工作坊便開始施作正念團

　　體帶領，但其相關的能力以及涵養不足，無法給予學員適當的引導。

‧　將正念商品化：只求短期利益，將正念商品化或作為一種宣傳口號。

‧　脫離正念：混合不同的放鬆、禪修方法，或只以呼吸正念代表，未完整教導八周

　　正念架構內容、片面解釋佛學理論，介入課程內涵的錯置。

‧　用「認知」學習正念：有教師以文獻內容的片面理解，用「認知」學習正念甚至

　　教學，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誤。

‧　希望立即見效：正念的學習與實踐就如同運動健身一樣，一定要身體力行，沒辦

　　法速成。

四、結論

　　正念對臺灣的民眾而言或許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臺灣民眾對於禪修已具有一定

的熟悉度，或是存在既定的印象，也因此通常對於正念有不完整或是錯誤的理解。這

是文化上的優勢，但也是劣勢。雖然正念已知可以帶給練習者許多好處，但是這些益

處不是一蹴可及的，一定要身體力行的練習，並且在合格的教師引導下方能安全地精

進。本次工作坊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演講讓與會的聽眾對於正念研究的現況、相關機

制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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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mindfulness）起源於佛教的禪修，數十年前卡巴金博士將正念相關的概

念以及訓練技法引入醫院當中幫助病人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為了讓西方文化的一

般民眾可以接受，卡巴金博士在他的課程當中去除了宗教的色彩，發展出了一套課

程，被稱為正念為基礎的減壓課程（mind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從此，「正念」這個概念開始逐漸被眾人所認識。

　　在眾多的文獻中，正念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包含了對於當下的覺察（aware to 

the present moment）以及不評價（non-judgemental）。近十年來，凡事講求效

率、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許多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焦慮、憂鬱、失眠、情緖

等困擾。而正念在這些方面都被發現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幫助學習者解決這些現代

文明病症。也因此，正念迅速地在全球竄紅，讓這個起源於東方文化的概念從西方紅

回到東方來。

　　然而，為什麼正念能夠產生前述的功效，其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才剛開始起步，

至今仍有許多的謎團待解。這一波正念浪潮也同時讓大家看到正念的限制以及相關的

亂象。本次工作坊邀請三位講者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大家分享正念相關的研究現

況，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發展現況下的一些反思。同時，在演講中也穿插了由黃鳳英

副教授帶領現場聽眾進行正念練習的體驗。以下分別介紹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

一、張仁和助研究員演講：正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張仁和助研究員分享了他所整理正念目前在各領域的研究文獻，並提供了一些研

究者或是一般聽眾都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正念」是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根據張助研究員在web of science（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與正念

有關的研究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有相關的文獻紀錄。但在2000年以前，每年都只有

個位數以內的相關文獻被發表。到了2010年之後，相關文獻的發表數便開始有飛躍

性的成長，2014年之後每年都有超過千篇的正念相關研究被發表。去年（2019）更

是有接近3000篇相關的文獻紀錄。而這些，都還只是以正念（mindfulness）為關鍵

字所進行的搜尋結果，若是再加上類似概念的關鍵字，結果會更多，大家可以想見到

正念現在是多麼地受到注目。

　　而正念並非被侷限單一領域，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

科學、公衛、護理、教育、物質濫用等領域都有正念相關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跨領

域都很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究主題。

　　在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應用心理研

究期刊在2019年出版的70期特刊，由張助研究員主編的《正念研究之在地實踐與反

思》。

正念效益的研究評估

　　正念訓練對人們的認知功能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面向上都有相關的研究發表，大

多集中與注意力、執行控制功能等認知功能有關。但是不同研究的正念訓練效益大小

並不一致，張助研究員幫大家整理了幾篇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

　　根據張助研究員的整理，在執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control ability）方面，

研究發現正念能有效地提升練習者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capacity）以

及抑制力（inhibitory control）。前者可以視為大腦資源或是腦力的指標；而後者

是壓抑干擾的能力。另外，正念也被發現能提升內在動機，以及利他行為的展現。

　　不過，在心理治療的療效上，正念為基礎的介入方法和其他治療方法比起來並沒

有穩定的相對有效性。

正念研究的限制與反思

　　正念相關的研究雖然也發展至今數十年，研究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正念的定義不

清的問題。如前述，正念起源於佛教的禪修，但就如同佛教本身有不同的派別，正念

發展至今不同的研究者也有其對於正念的解釋以及定義，這些不同的定義也造就了許

多不同的測量方式以及不同的訓練門派。也因此，不同的研究所用的正念的訓練方法

以及測量方式不盡相同，這也造成了正念相關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一個可能的混淆因子

的來源，前面所提及的正念效益結果不一致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來自於此。

　　另一方面，現存的文獻大多討論的是正念訓練的益處，但難道這世界上真的存在

著沒有任何壞處的美好事物嗎？張助研究員提供兩篇反思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1.　Tangney, J. P., Dobbins, A. E., Stuewig, J. B., & Schrader, S. W. (2017).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indfulness? Relation of mindfulness to criminogenic cog-

ni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0), 1415-1426.

2.　Baer, R., Crane, C., Miller, E., & Kuyken, W. (2019). Doing no harm in mind-

fulness-based progra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1, 101-114.

二、吳昌衛副教授演講：正念訓練與腦科學之實證研究

　　吳昌衛副教授與大家分享正念訓練相關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從神經科學的角

度說明正念訓練可能是透過什麼神經機制來達到前述的增進執行控制、幫助情緖調節

等功效。

　　吳副教授所分享的研究主要與杏仁核（amygdala）以及大腦的預設網路（de-

fault mode network, DMN）有關。

正念訓練對杏仁核的影響

　　杏仁核的神經活動主要與情緖（特別是負面的情緖）、壓力反應有關。人們的負

面情緖被誘發時，通常我們可以觀察到杏仁核有比較強的神經活動。

　　吳副教授分享，過去在長期練習觀禪（open monitoring）者身上發現，他們在

接受情緖刺激之後大腦所產生的杏仁核反應較控制組小。這個結果顯示長期的正念訓

練有助於降低情緖刺激所產生的情緖反應。

　　不過故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另一個研究團隊發現，練習慈心觀（loving kind-

ness）的長期正念訓練者反而有比較高的杏仁核反應。

　　因此，不同的正念訓練技法的神經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代表著不同的練習技法

可能有著不同的神經機制。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前面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及的正念研

究的限制。

正念訓練對預設網路的影響

　　DMN是由多個神經區域所構成的神經迴路，過去發現這個迴路在人們休息時而

非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有較強的神經活動情況，因而有了預設（default）這個名字。

近年來這個神經迴路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它的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處理、憂鬱以及白

日夢、恍神都有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發現DMN當中的一個重要神經節點，後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與中央前額葉（MPFC）的神經活動連結強度與憂鬱症患

者的症狀嚴重程度有關，這個神經活動連結越低的有較嚴重的注意力問題與較強的內

在緊張。此外，憂鬱症患者在想到與自我有關的事情時，PCC的神經活動較一般人

更高，這都顯示了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感覺特異之處可能和DMN的活動異常有關。

　　研究顯示，18位長期經過長期正念練習者（平均練習時數9000小時），他們的

休息時DMN的活動較無經驗的一般人更低。而在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比較正念

初學者與長期禪修者，他們發現長期禪修者的PCC和背側前額葉（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功能性神經活動連結較初學者強。而在初學者身上也

可以看到這部份的連結在他們進行正念練習時比休息的情況更強的情況。這結果顯示

正念訓練的效果可能來自對於DMN的活性的調節。

未解之謎

　　然而，正念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仍只是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對於正念，我們仍然

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吳副教授提到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正念訓練過程中，隨著練

習的精進，練習者的內心素質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情況？其二，不同的正念練習技法

的神經機制差異。

　　這兩個問題若能夠解決，也許可以反過頭來解決在第一場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到

的，正念定義不清以及不同正念訓練之間造成的結果難以推論的問題，值得相關研究

者努力鑽研。

神經迴饋幫助正念學習的應用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份，吳副教授提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些研究團隊

利用目前已知的正念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結果，結合智慧科技打造幫助正念訓練的遊

戲或是神經迴饋系統，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目前的練習狀況，這對於正念的初學者而

言不啻是一大福音。

　　而吳副教授自己也參與了科技部的一個MINDVR計畫，要打造一個幫助正念學

習的裝置，值得我們期待！

三、黃鳳英副教授演講：正念介入的實務與研究結果詮釋

　　黃鳳英副教授有非常豐富的正念教育訓練的經驗，她所分享的內容正好與張仁和

助研究員所提到的正念的反思內容相互呼應。黃副教授所講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主

題。在前半段黃副教授詳細說明了何謂正念介入課程（mindfulness based pro-

gram）。因為正念現在非常的紅，所以坊間也出現了許多相關的商品以及課程。但

是，正念課程有幾個核心必備條件，要能符合這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正念課程。演講的

後半黃副教授則是以她自身的教學經驗，分享正念介入課程師資的重要性，若在非合

格的教師的帶領之下，正念是有可能反而產生壞處的。在正念受到大家關注的今日，

這些訊息非常地重要，以免想要學習的人誤入歧途，未享其利，先受其害。以下進一

步說明：

正念介入課程必備要素

　　黃副教授指出，要被稱為「正念」的課程有幾個必備要素：

．　內容包含跨領域專業的整合（禪修、大腦心智科學、心理學、醫學、教育）

．　幫助學員發現壓力與痛苦的根源及舒緩之道

．　幫助學員發展活在當下的能力，並保持對身心經驗之接納、後設覺察取向。

．　發展專注力、情緒與行為之自我調控能力、以及各種正向的心理特質

．　促使長期投入練習及體驗式學習

　　黃副教授強調，正念的訓練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習才能夠獲得進步的，因為正念

介入法包含了身與心的鍛練，所以不可能只是聽教師授課之後從認知上就能學會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身體力行才有轉化心智的慣性反應模式，並從練習中體會由正念練習

中漸進提升之意識（consciousness）層次與覺察能力。

　　另外，學員們在課程中所要學習的，不單只是正念練習的一些技法，例如正念呼

吸、身體掃瞄、慈心正念、行禪等。更重要的是要從練習中體悟身心經驗之連動關

係，並對自動化模式如何衍生更大的情緒與壓力反應有所覺察才能在必要時暫停自動

化反應。最終目標是讓自己用正念覺察分分秒秒活在當下，以正念面對實境，而非活

在自我想法的世界，如此，才能算是正念。若正念課程只有正念技巧的學習，效果有

限且因對正念不完整的學習可能會有潛在議題浮現。

正念師資的必備條件

‧　具有完整教導八周正念架構內容（包括正念技巧及完整傳達背後跨領域專業精

　　髓）的能力

‧　在正念教學的整個過程要體現正念的典範（身教）

‧　教師自身要保持持續的正念練習

‧　使正念授課過程為一個共學的過程

　　正念一定要身體力行才有可能體會，所以正念的教師一定要持續精進練習，並且

專題演講（三）：黃鳳英副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要身體力行，使學習成員清楚掌握要領，這是正念教學者所應具備

的素養。然而，在學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潛在議題浮現，所以正念教師一定要

有足夠的學養來處理學員這時候遇到的狀況。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練習和知識，就無

法辨識學員遇到的問題，也無法給予適當的引導。

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

　　最後黃副教授分享，在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至今她所觀察到的一些問題與困難。

‧　欠缺嚴謹合格師資：有些正念教師只參加過一次或零碎工作坊便開始施作正念團

　　體帶領，但其相關的能力以及涵養不足，無法給予學員適當的引導。

‧　將正念商品化：只求短期利益，將正念商品化或作為一種宣傳口號。

‧　脫離正念：混合不同的放鬆、禪修方法，或只以呼吸正念代表，未完整教導八周

　　正念架構內容、片面解釋佛學理論，介入課程內涵的錯置。

‧　用「認知」學習正念：有教師以文獻內容的片面理解，用「認知」學習正念甚至

　　教學，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誤。

‧　希望立即見效：正念的學習與實踐就如同運動健身一樣，一定要身體力行，沒辦

　　法速成。

四、結論

　　正念對臺灣的民眾而言或許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臺灣民眾對於禪修已具有一定

的熟悉度，或是存在既定的印象，也因此通常對於正念有不完整或是錯誤的理解。這

是文化上的優勢，但也是劣勢。雖然正念已知可以帶給練習者許多好處，但是這些益

處不是一蹴可及的，一定要身體力行的練習，並且在合格的教師引導下方能安全地精

進。本次工作坊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演講讓與會的聽眾對於正念研究的現況、相關機

制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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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mindfulness）起源於佛教的禪修，數十年前卡巴金博士將正念相關的概

念以及訓練技法引入醫院當中幫助病人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為了讓西方文化的一

般民眾可以接受，卡巴金博士在他的課程當中去除了宗教的色彩，發展出了一套課

程，被稱為正念為基礎的減壓課程（mind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從此，「正念」這個概念開始逐漸被眾人所認識。

　　在眾多的文獻中，正念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包含了對於當下的覺察（aware to 

the present moment）以及不評價（non-judgemental）。近十年來，凡事講求效

率、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許多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焦慮、憂鬱、失眠、情緖

等困擾。而正念在這些方面都被發現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幫助學習者解決這些現代

文明病症。也因此，正念迅速地在全球竄紅，讓這個起源於東方文化的概念從西方紅

回到東方來。

　　然而，為什麼正念能夠產生前述的功效，其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才剛開始起步，

至今仍有許多的謎團待解。這一波正念浪潮也同時讓大家看到正念的限制以及相關的

亂象。本次工作坊邀請三位講者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大家分享正念相關的研究現

況，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發展現況下的一些反思。同時，在演講中也穿插了由黃鳳英

副教授帶領現場聽眾進行正念練習的體驗。以下分別介紹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

一、張仁和助研究員演講：正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張仁和助研究員分享了他所整理正念目前在各領域的研究文獻，並提供了一些研

究者或是一般聽眾都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正念」是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根據張助研究員在web of science（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與正念

有關的研究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有相關的文獻紀錄。但在2000年以前，每年都只有

個位數以內的相關文獻被發表。到了2010年之後，相關文獻的發表數便開始有飛躍

性的成長，2014年之後每年都有超過千篇的正念相關研究被發表。去年（2019）更

是有接近3000篇相關的文獻紀錄。而這些，都還只是以正念（mindfulness）為關鍵

字所進行的搜尋結果，若是再加上類似概念的關鍵字，結果會更多，大家可以想見到

正念現在是多麼地受到注目。

　　而正念並非被侷限單一領域，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

科學、公衛、護理、教育、物質濫用等領域都有正念相關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跨領

域都很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究主題。

　　在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應用心理研

究期刊在2019年出版的70期特刊，由張助研究員主編的《正念研究之在地實踐與反

思》。

正念效益的研究評估

　　正念訓練對人們的認知功能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面向上都有相關的研究發表，大

多集中與注意力、執行控制功能等認知功能有關。但是不同研究的正念訓練效益大小

並不一致，張助研究員幫大家整理了幾篇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

　　根據張助研究員的整理，在執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control ability）方面，

研究發現正念能有效地提升練習者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capacity）以

及抑制力（inhibitory control）。前者可以視為大腦資源或是腦力的指標；而後者

是壓抑干擾的能力。另外，正念也被發現能提升內在動機，以及利他行為的展現。

　　不過，在心理治療的療效上，正念為基礎的介入方法和其他治療方法比起來並沒

有穩定的相對有效性。

正念研究的限制與反思

　　正念相關的研究雖然也發展至今數十年，研究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正念的定義不

清的問題。如前述，正念起源於佛教的禪修，但就如同佛教本身有不同的派別，正念

發展至今不同的研究者也有其對於正念的解釋以及定義，這些不同的定義也造就了許

多不同的測量方式以及不同的訓練門派。也因此，不同的研究所用的正念的訓練方法

以及測量方式不盡相同，這也造成了正念相關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一個可能的混淆因子

的來源，前面所提及的正念效益結果不一致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來自於此。

　　另一方面，現存的文獻大多討論的是正念訓練的益處，但難道這世界上真的存在

著沒有任何壞處的美好事物嗎？張助研究員提供兩篇反思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1.　Tangney, J. P., Dobbins, A. E., Stuewig, J. B., & Schrader, S. W. (2017).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indfulness? Relation of mindfulness to criminogenic cog-

ni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0), 1415-1426.

2.　Baer, R., Crane, C., Miller, E., & Kuyken, W. (2019). Doing no harm in mind-

fulness-based progra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1, 101-114.

二、吳昌衛副教授演講：正念訓練與腦科學之實證研究

　　吳昌衛副教授與大家分享正念訓練相關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從神經科學的角

度說明正念訓練可能是透過什麼神經機制來達到前述的增進執行控制、幫助情緖調節

等功效。

　　吳副教授所分享的研究主要與杏仁核（amygdala）以及大腦的預設網路（de-

fault mode network, DMN）有關。

正念訓練對杏仁核的影響

　　杏仁核的神經活動主要與情緖（特別是負面的情緖）、壓力反應有關。人們的負

面情緖被誘發時，通常我們可以觀察到杏仁核有比較強的神經活動。

　　吳副教授分享，過去在長期練習觀禪（open monitoring）者身上發現，他們在

接受情緖刺激之後大腦所產生的杏仁核反應較控制組小。這個結果顯示長期的正念訓

練有助於降低情緖刺激所產生的情緖反應。

　　不過故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另一個研究團隊發現，練習慈心觀（loving kind-

ness）的長期正念訓練者反而有比較高的杏仁核反應。

　　因此，不同的正念訓練技法的神經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代表著不同的練習技法

可能有著不同的神經機制。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前面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及的正念研

究的限制。

正念訓練對預設網路的影響

　　DMN是由多個神經區域所構成的神經迴路，過去發現這個迴路在人們休息時而

非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有較強的神經活動情況，因而有了預設（default）這個名字。

近年來這個神經迴路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它的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處理、憂鬱以及白

日夢、恍神都有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發現DMN當中的一個重要神經節點，後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與中央前額葉（MPFC）的神經活動連結強度與憂鬱症患

者的症狀嚴重程度有關，這個神經活動連結越低的有較嚴重的注意力問題與較強的內

在緊張。此外，憂鬱症患者在想到與自我有關的事情時，PCC的神經活動較一般人

更高，這都顯示了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感覺特異之處可能和DMN的活動異常有關。

　　研究顯示，18位長期經過長期正念練習者（平均練習時數9000小時），他們的

休息時DMN的活動較無經驗的一般人更低。而在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比較正念

初學者與長期禪修者，他們發現長期禪修者的PCC和背側前額葉（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功能性神經活動連結較初學者強。而在初學者身上也

可以看到這部份的連結在他們進行正念練習時比休息的情況更強的情況。這結果顯示

正念訓練的效果可能來自對於DMN的活性的調節。

未解之謎

　　然而，正念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仍只是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對於正念，我們仍然

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吳副教授提到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正念訓練過程中，隨著練

習的精進，練習者的內心素質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情況？其二，不同的正念練習技法

的神經機制差異。

　　這兩個問題若能夠解決，也許可以反過頭來解決在第一場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到

的，正念定義不清以及不同正念訓練之間造成的結果難以推論的問題，值得相關研究

者努力鑽研。

神經迴饋幫助正念學習的應用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份，吳副教授提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些研究團隊

利用目前已知的正念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結果，結合智慧科技打造幫助正念訓練的遊

戲或是神經迴饋系統，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目前的練習狀況，這對於正念的初學者而

言不啻是一大福音。

　　而吳副教授自己也參與了科技部的一個MINDVR計畫，要打造一個幫助正念學

習的裝置，值得我們期待！

三、黃鳳英副教授演講：正念介入的實務與研究結果詮釋

　　黃鳳英副教授有非常豐富的正念教育訓練的經驗，她所分享的內容正好與張仁和

助研究員所提到的正念的反思內容相互呼應。黃副教授所講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主

題。在前半段黃副教授詳細說明了何謂正念介入課程（mindfulness based pro-

gram）。因為正念現在非常的紅，所以坊間也出現了許多相關的商品以及課程。但

是，正念課程有幾個核心必備條件，要能符合這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正念課程。演講的

後半黃副教授則是以她自身的教學經驗，分享正念介入課程師資的重要性，若在非合

格的教師的帶領之下，正念是有可能反而產生壞處的。在正念受到大家關注的今日，

這些訊息非常地重要，以免想要學習的人誤入歧途，未享其利，先受其害。以下進一

步說明：

正念介入課程必備要素

　　黃副教授指出，要被稱為「正念」的課程有幾個必備要素：

．　內容包含跨領域專業的整合（禪修、大腦心智科學、心理學、醫學、教育）

．　幫助學員發現壓力與痛苦的根源及舒緩之道

．　幫助學員發展活在當下的能力，並保持對身心經驗之接納、後設覺察取向。

．　發展專注力、情緒與行為之自我調控能力、以及各種正向的心理特質

．　促使長期投入練習及體驗式學習

　　黃副教授強調，正念的訓練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習才能夠獲得進步的，因為正念

介入法包含了身與心的鍛練，所以不可能只是聽教師授課之後從認知上就能學會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身體力行才有轉化心智的慣性反應模式，並從練習中體會由正念練習

中漸進提升之意識（consciousness）層次與覺察能力。

　　另外，學員們在課程中所要學習的，不單只是正念練習的一些技法，例如正念呼

吸、身體掃瞄、慈心正念、行禪等。更重要的是要從練習中體悟身心經驗之連動關

係，並對自動化模式如何衍生更大的情緒與壓力反應有所覺察才能在必要時暫停自動

化反應。最終目標是讓自己用正念覺察分分秒秒活在當下，以正念面對實境，而非活

在自我想法的世界，如此，才能算是正念。若正念課程只有正念技巧的學習，效果有

限且因對正念不完整的學習可能會有潛在議題浮現。

正念師資的必備條件

‧　具有完整教導八周正念架構內容（包括正念技巧及完整傳達背後跨領域專業精

　　髓）的能力

‧　在正念教學的整個過程要體現正念的典範（身教）

‧　教師自身要保持持續的正念練習

‧　使正念授課過程為一個共學的過程

　　正念一定要身體力行才有可能體會，所以正念的教師一定要持續精進練習，並且

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要身體力行，使學習成員清楚掌握要領，這是正念教學者所應具備

的素養。然而，在學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潛在議題浮現，所以正念教師一定要

有足夠的學養來處理學員這時候遇到的狀況。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練習和知識，就無

法辨識學員遇到的問題，也無法給予適當的引導。

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

　　最後黃副教授分享，在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至今她所觀察到的一些問題與困難。

‧　欠缺嚴謹合格師資：有些正念教師只參加過一次或零碎工作坊便開始施作正念團

　　體帶領，但其相關的能力以及涵養不足，無法給予學員適當的引導。

‧　將正念商品化：只求短期利益，將正念商品化或作為一種宣傳口號。

‧　脫離正念：混合不同的放鬆、禪修方法，或只以呼吸正念代表，未完整教導八周

　　正念架構內容、片面解釋佛學理論，介入課程內涵的錯置。

‧　用「認知」學習正念：有教師以文獻內容的片面理解，用「認知」學習正念甚至

　　教學，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誤。

‧　希望立即見效：正念的學習與實踐就如同運動健身一樣，一定要身體力行，沒辦

　　法速成。

綜合座談：左起張仁和助研究員、吳昌衛副教授、黃鳳英副教授

四、結論

　　正念對臺灣的民眾而言或許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臺灣民眾對於禪修已具有一定

的熟悉度，或是存在既定的印象，也因此通常對於正念有不完整或是錯誤的理解。這

是文化上的優勢，但也是劣勢。雖然正念已知可以帶給練習者許多好處，但是這些益

處不是一蹴可及的，一定要身體力行的練習，並且在合格的教師引導下方能安全地精

進。本次工作坊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演講讓與會的聽眾對於正念研究的現況、相關機

制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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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mindfulness）起源於佛教的禪修，數十年前卡巴金博士將正念相關的概

念以及訓練技法引入醫院當中幫助病人減輕他們身體上的疼痛。為了讓西方文化的一

般民眾可以接受，卡巴金博士在他的課程當中去除了宗教的色彩，發展出了一套課

程，被稱為正念為基礎的減壓課程（mind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從此，「正念」這個概念開始逐漸被眾人所認識。

　　在眾多的文獻中，正念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包含了對於當下的覺察（aware to 

the present moment）以及不評價（non-judgemental）。近十年來，凡事講求效

率、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許多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或是焦慮、憂鬱、失眠、情緖

等困擾。而正念在這些方面都被發現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幫助學習者解決這些現代

文明病症。也因此，正念迅速地在全球竄紅，讓這個起源於東方文化的概念從西方紅

回到東方來。

　　然而，為什麼正念能夠產生前述的功效，其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才剛開始起步，

至今仍有許多的謎團待解。這一波正念浪潮也同時讓大家看到正念的限制以及相關的

亂象。本次工作坊邀請三位講者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大家分享正念相關的研究現

況，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發展現況下的一些反思。同時，在演講中也穿插了由黃鳳英

副教授帶領現場聽眾進行正念練習的體驗。以下分別介紹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

一、張仁和助研究員演講：正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張仁和助研究員分享了他所整理正念目前在各領域的研究文獻，並提供了一些研

究者或是一般聽眾都值得思考的幾個問題。

「正念」是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根據張助研究員在web of science（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與正念

有關的研究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有相關的文獻紀錄。但在2000年以前，每年都只有

個位數以內的相關文獻被發表。到了2010年之後，相關文獻的發表數便開始有飛躍

性的成長，2014年之後每年都有超過千篇的正念相關研究被發表。去年（2019）更

是有接近3000篇相關的文獻紀錄。而這些，都還只是以正念（mindfulness）為關鍵

字所進行的搜尋結果，若是再加上類似概念的關鍵字，結果會更多，大家可以想見到

正念現在是多麼地受到注目。

　　而正念並非被侷限單一領域，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

科學、公衛、護理、教育、物質濫用等領域都有正念相關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跨領

域都很有發展性的一個研究主題。

　　在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應用心理研

究期刊在2019年出版的70期特刊，由張助研究員主編的《正念研究之在地實踐與反

思》。

正念效益的研究評估

　　正念訓練對人們的認知功能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面向上都有相關的研究發表，大

多集中與注意力、執行控制功能等認知功能有關。但是不同研究的正念訓練效益大小

並不一致，張助研究員幫大家整理了幾篇後設分析的研究結果。

　　根據張助研究員的整理，在執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control ability）方面，

研究發現正念能有效地提升練習者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capacity）以

及抑制力（inhibitory control）。前者可以視為大腦資源或是腦力的指標；而後者

是壓抑干擾的能力。另外，正念也被發現能提升內在動機，以及利他行為的展現。

　　不過，在心理治療的療效上，正念為基礎的介入方法和其他治療方法比起來並沒

有穩定的相對有效性。

正念研究的限制與反思

　　正念相關的研究雖然也發展至今數十年，研究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正念的定義不

清的問題。如前述，正念起源於佛教的禪修，但就如同佛教本身有不同的派別，正念

發展至今不同的研究者也有其對於正念的解釋以及定義，這些不同的定義也造就了許

多不同的測量方式以及不同的訓練門派。也因此，不同的研究所用的正念的訓練方法

以及測量方式不盡相同，這也造成了正念相關研究結果在推論上一個可能的混淆因子

的來源，前面所提及的正念效益結果不一致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來自於此。

　　另一方面，現存的文獻大多討論的是正念訓練的益處，但難道這世界上真的存在

著沒有任何壞處的美好事物嗎？張助研究員提供兩篇反思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1.　Tangney, J. P., Dobbins, A. E., Stuewig, J. B., & Schrader, S. W. (2017).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indfulness? Relation of mindfulness to criminogenic cog-

ni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10), 1415-1426.

2.　Baer, R., Crane, C., Miller, E., & Kuyken, W. (2019). Doing no harm in mind-

fulness-based programs: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1, 101-114.

二、吳昌衛副教授演講：正念訓練與腦科學之實證研究

　　吳昌衛副教授與大家分享正念訓練相關的神經生理機制的研究，從神經科學的角

度說明正念訓練可能是透過什麼神經機制來達到前述的增進執行控制、幫助情緖調節

等功效。

　　吳副教授所分享的研究主要與杏仁核（amygdala）以及大腦的預設網路（de-

fault mode network, DMN）有關。

正念訓練對杏仁核的影響

　　杏仁核的神經活動主要與情緖（特別是負面的情緖）、壓力反應有關。人們的負

面情緖被誘發時，通常我們可以觀察到杏仁核有比較強的神經活動。

　　吳副教授分享，過去在長期練習觀禪（open monitoring）者身上發現，他們在

接受情緖刺激之後大腦所產生的杏仁核反應較控制組小。這個結果顯示長期的正念訓

練有助於降低情緖刺激所產生的情緖反應。

　　不過故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另一個研究團隊發現，練習慈心觀（loving kind-

ness）的長期正念訓練者反而有比較高的杏仁核反應。

　　因此，不同的正念訓練技法的神經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代表著不同的練習技法

可能有著不同的神經機制。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前面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及的正念研

究的限制。

正念訓練對預設網路的影響

　　DMN是由多個神經區域所構成的神經迴路，過去發現這個迴路在人們休息時而

非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有較強的神經活動情況，因而有了預設（default）這個名字。

近年來這個神經迴路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它的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處理、憂鬱以及白

日夢、恍神都有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研究發現DMN當中的一個重要神經節點，後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與中央前額葉（MPFC）的神經活動連結強度與憂鬱症患

者的症狀嚴重程度有關，這個神經活動連結越低的有較嚴重的注意力問題與較強的內

在緊張。此外，憂鬱症患者在想到與自我有關的事情時，PCC的神經活動較一般人

更高，這都顯示了憂鬱症患者的自我感覺特異之處可能和DMN的活動異常有關。

　　研究顯示，18位長期經過長期正念練習者（平均練習時數9000小時），他們的

休息時DMN的活動較無經驗的一般人更低。而在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比較正念

初學者與長期禪修者，他們發現長期禪修者的PCC和背側前額葉（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功能性神經活動連結較初學者強。而在初學者身上也

可以看到這部份的連結在他們進行正念練習時比休息的情況更強的情況。這結果顯示

正念訓練的效果可能來自對於DMN的活性的調節。

未解之謎

　　然而，正念相關的神經機制研究仍只是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對於正念，我們仍然

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吳副教授提到兩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正念訓練過程中，隨著練

習的精進，練習者的內心素質會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情況？其二，不同的正念練習技法

的神經機制差異。

　　這兩個問題若能夠解決，也許可以反過頭來解決在第一場張仁和助研究員所提到

的，正念定義不清以及不同正念訓練之間造成的結果難以推論的問題，值得相關研究

者努力鑽研。

神經迴饋幫助正念學習的應用

　　在演講的最後一個部份，吳副教授提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些研究團隊

利用目前已知的正念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結果，結合智慧科技打造幫助正念訓練的遊

戲或是神經迴饋系統，幫助學習者瞭解自己目前的練習狀況，這對於正念的初學者而

言不啻是一大福音。

　　而吳副教授自己也參與了科技部的一個MINDVR計畫，要打造一個幫助正念學

習的裝置，值得我們期待！

三、黃鳳英副教授演講：正念介入的實務與研究結果詮釋

　　黃鳳英副教授有非常豐富的正念教育訓練的經驗，她所分享的內容正好與張仁和

助研究員所提到的正念的反思內容相互呼應。黃副教授所講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主

題。在前半段黃副教授詳細說明了何謂正念介入課程（mindfulness based pro-

gram）。因為正念現在非常的紅，所以坊間也出現了許多相關的商品以及課程。但

是，正念課程有幾個核心必備條件，要能符合這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正念課程。演講的

後半黃副教授則是以她自身的教學經驗，分享正念介入課程師資的重要性，若在非合

格的教師的帶領之下，正念是有可能反而產生壞處的。在正念受到大家關注的今日，

這些訊息非常地重要，以免想要學習的人誤入歧途，未享其利，先受其害。以下進一

步說明：

正念介入課程必備要素

　　黃副教授指出，要被稱為「正念」的課程有幾個必備要素：

．　內容包含跨領域專業的整合（禪修、大腦心智科學、心理學、醫學、教育）

．　幫助學員發現壓力與痛苦的根源及舒緩之道

．　幫助學員發展活在當下的能力，並保持對身心經驗之接納、後設覺察取向。

．　發展專注力、情緒與行為之自我調控能力、以及各種正向的心理特質

．　促使長期投入練習及體驗式學習

　　黃副教授強調，正念的訓練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練習才能夠獲得進步的，因為正念

介入法包含了身與心的鍛練，所以不可能只是聽教師授課之後從認知上就能學會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身體力行才有轉化心智的慣性反應模式，並從練習中體會由正念練習

中漸進提升之意識（consciousness）層次與覺察能力。

　　另外，學員們在課程中所要學習的，不單只是正念練習的一些技法，例如正念呼

吸、身體掃瞄、慈心正念、行禪等。更重要的是要從練習中體悟身心經驗之連動關

係，並對自動化模式如何衍生更大的情緒與壓力反應有所覺察才能在必要時暫停自動

化反應。最終目標是讓自己用正念覺察分分秒秒活在當下，以正念面對實境，而非活

在自我想法的世界，如此，才能算是正念。若正念課程只有正念技巧的學習，效果有

限且因對正念不完整的學習可能會有潛在議題浮現。

正念師資的必備條件

‧　具有完整教導八周正念架構內容（包括正念技巧及完整傳達背後跨領域專業精

　　髓）的能力

‧　在正念教學的整個過程要體現正念的典範（身教）

‧　教師自身要保持持續的正念練習

‧　使正念授課過程為一個共學的過程

　　正念一定要身體力行才有可能體會，所以正念的教師一定要持續精進練習，並且

在整個教學的過程要身體力行，使學習成員清楚掌握要領，這是正念教學者所應具備

的素養。然而，在學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潛在議題浮現，所以正念教師一定要

有足夠的學養來處理學員這時候遇到的狀況。如果教師沒有足夠的練習和知識，就無

法辨識學員遇到的問題，也無法給予適當的引導。

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

　　最後黃副教授分享，在正念課程在臺灣發展至今她所觀察到的一些問題與困難。

‧　欠缺嚴謹合格師資：有些正念教師只參加過一次或零碎工作坊便開始施作正念團

　　體帶領，但其相關的能力以及涵養不足，無法給予學員適當的引導。

‧　將正念商品化：只求短期利益，將正念商品化或作為一種宣傳口號。

‧　脫離正念：混合不同的放鬆、禪修方法，或只以呼吸正念代表，未完整教導八周

　　正念架構內容、片面解釋佛學理論，介入課程內涵的錯置。

‧　用「認知」學習正念：有教師以文獻內容的片面理解，用「認知」學習正念甚至

　　教學，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誤。

‧　希望立即見效：正念的學習與實踐就如同運動健身一樣，一定要身體力行，沒辦

　　法速成。

四、結論

　　正念對臺灣的民眾而言或許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臺灣民眾對於禪修已具有一定

的熟悉度，或是存在既定的印象，也因此通常對於正念有不完整或是錯誤的理解。這

是文化上的優勢，但也是劣勢。雖然正念已知可以帶給練習者許多好處，但是這些益

處不是一蹴可及的，一定要身體力行的練習，並且在合格的教師引導下方能安全地精

進。本次工作坊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演講讓與會的聽眾對於正念研究的現況、相關機

制以及正念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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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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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人文場
撰文／岳宜欣（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組博士班）

一、研究發想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廖肇亨研究員

　　在今日大學生就開始寫計畫的學術生態下，撰寫研究計畫不僅是寫作文，而是和

做研究的能力一樣重要。就我先前擔任審查人的經驗，科技部審查研究計畫的制度雖

說嚴謹卻仍是立意良善的，雖不免有遺珠之憾，在過程中卻仍有其基本原則可遵循。

讓我們易地而處，了解審查人認為什麼是好的研究計畫。

　　首先，創新決定了研究計畫一半的成敗，這點和第二點中講的如何對先行研究成

果有充分的掌控彼此相關。要對先行研究成果，包括中英日文的文獻有充分了解，才

能在前人研究成果上發揮新意。但所謂新舊其實很難定義，舊的題目也可做出新意，

但卻需要更費力更熟悉前人研究，才可能說服別人。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廖肇亨研究員主講「研究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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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點，預期成果的評估，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若是一年期計畫，一篇論文可

能差不多；但多年期計畫來說，可能就需要是一本專書的成果。而較為困難的或許是

第四點所謂可能的貢獻。可能的貢獻，對我個人來說，是要盡量離開自己的專業，嘗

試從其他領域來觀看對話。雖然學術訓練要求我們專精，小題大作，但卻或許侷限了

與更多學者討論的可能性。舉例來說，歷史研究能與人類學研究展開對話；佛教和宦

官的關係是因其與宮廷的連結，那麼佛教就不只侷限在佛教研究，也能引起歷史學者

的注意。我們在寫研究計畫較為需要加強的一環，就是「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如

何離開自己專業的絕對領域，與更廣大的學術社群展開對話，做出貢獻。

　　第五點，清楚定位研究領域，如文學史、思想史、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看似與

上一點衝突，但卻是大原則的遵循，要清楚知道自己定位的研究領域，才能與其他領

域某種程度上展開跨界對話，也就是我的第六點。我一個學生做宗教文學，在文學研

究中或許沒這麼有新意，卻在宗教界很創新；如此的研究就是在換一個角度之後，可

能就是跨界之後一個新的領域與發現。

　　第七點，研究方法的確立與互用，在人文學科的研究便包括了文本分析、出土文

物與文獻、田野調查。文本分析是最基本的能力，而這幾年蔚為風潮的則是出土文物

與文獻相互對照的「二重證據法」，以及加上實地去田野調查的「三重證據法」。實

地或田野調查其實是現在漸被重視，不僅可探討地景與空間思維，另一方面也是可以

發現新的文獻，也就是我的第八點，如何活用文獻、文物、與實境的新資料。在新資

料出土的同時，我們可趨近研究最後的目標，也就是我最後一點的：學術傳統的評價

翻轉。要達到這個目標，是要在體制內累積研究，才能突破體制，也就是量變之後才

能產生質變。

　　在知道好的研究計劃的基本原則後，我們也要知道當代的新趨勢。蔣竹山副教授

《當代歷史學新趨勢》一書中，帶出了五大類別：（一）感覺史／情感史／閱讀史／

新文化史（二）思想史／概念史／性別史／歷史記憶（三）全球史／跨國史（四）科

學史／醫療史／食物史（五）數位人文／新史料與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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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自己也對人文學的新趨勢提出幾個發展趨勢。首先，空間思維（如神聖空

間、人文地景、天地山川）的展示，是與二十一世紀的哲學思維相關的，也就是從時

間到空間的轉換。上個世紀主體性的開展是時間史觀，而學者都提到了二十一世紀是

空間的思考，段義孚教授便是代表的空間研究大家。其次，「物」（動物、植物、器

物、食物）的抬頭，及其相關的文化脈絡（例如博物學、物質文化、生態倫理）。第

三、感官（廣義的身體論述）的細緻化。第四、國族、語言、國境、宗教的跨界（跨

界與間隙）。第五、心理層面的深度凝視。第六、由文向武。第七、宗教的「文化史

轉向」。就歷史研究而言，我們也要能善用各種新發現，包含上述提到的出土文獻、

文物與金石的二重證據，及田野調查的三重證據。另外，東亞漢文學與域外漢籍，數

位文本（資料庫與網上資料），以及圖像（書畫、照片、電影）等都是可供參考的新

資料。

　　雖然我們有各種新趨勢和新資料可供研究，但最終不能忘記且不會過時的基本

功，便是精讀文本。在這研究的基礎之上，參照研究的新趨勢，使用新的文獻資料，

才可以做出漂亮的研究計畫。創新的革命先驅者或許是孤獨的，但若可以掌握該領域

發言者的位置，也是我們人文研究者對自己的期許和目標。

二、學術研究倫理：學術紅線的六個灰色地帶

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科技部人社中心執行委員 林從一教授

　　我自己最近寫了本哲學輕小說，其中講到滅絕的物種，給朋友看的時候，他提醒

我雖是小說仍要引用出處，我就只能將維基百科的資料一一列舉，以免違背學術倫

理。但就算是我書中名言的改寫，也必須加註，最終我的小說多了二十幾條註解。就

算只是一本非學術論文的虛構小說，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在學術倫理的灰色地帶，

我們都要儘量把學術紅線找出來。

　　有些常見的學術紅線模糊地帶，但今天不討論，包括：抄襲的含混（如文獻引用

未引述、部分引述算不算抄襲）、變造的含混（圖片調整多少算變造）、偽造的含混

（總在全真與全假之間游移）與其他倫理失當行為（如掛名規則）的含混、以及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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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的含混（如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事情模糊的時候，我們寧可採取保守的態

度，以免後患無窮。

　　以下讓我們以不當行為（research misconduct）為討論對象：

　　不當研究行為範圍的核心為：變造（fabrication）、偽造（falsification）、及

抄襲（plagiarism）（FFP）。在提出計畫（proposing），操作研究（perform-

ing），審視別人研究（reviewing research），以及報告研究成果時（reporting 

research results），若發生這三種情形，就是違反學術倫理。縱有程度差別，但仍

須啟動調查；換言之，不只公開發表，而在研究的每個階段，都受學術倫理的規定。

　　首先，可歸責學術資料的模糊包括了：已出版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公開發表的

會議論文（公開有程度上的差異）、投稿審查中的文稿（就嚴格的定義上仍是學術資

料）。「研究」的模糊：創作和表演若涉及升等利益等，仍須將其視為學術研究，而

不只是紙筆或圖畫而已。FFP行為者的模糊：包括個人、機構與國家。追訴時效的模

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科技部人社中心執行委員林從一教授主講「學術研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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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上：其實學術倫理是沒有時效性的，未來我們可努力劃分出嚴重程度與學科脈絡。

而在出版過程的倫理議題，若發現了FFP，通常我們就是退稿而已，日後我們也可再

思考嚴重程度與公開的必要性。

　　若要舉例較為爭議的類型，就是學術論文與上課用PPT。該如何看待論文指導

教授的著作權？教師仍要保護自己，將自身研究界定出來。而在學位論文與「前行論

文」的問題，有可能落入雙重計數（double count），最好在論文中標示清楚，讓研

究有縱向發生，而不只是過去成果的合併。在學習者與研究者雙重身分的課責問題

上，學生的抄襲該送到研究倫理委員會或學校？我們較為能夠容忍學習犯錯的情形，

但如何畫線仍該審慎思考。

　　關於衡量違背學術倫理的嚴重性，通常我們考慮：公開程度？有無受害者（受害

者是人還是科學本身）？行為者有無受益？研究的完成度？重要程度？發表目的為何

（如教學）？研究目的為何？而領域特殊性（domain-bounded）可適用性的模糊，

我們以一般性原則為優先，但若訴諸領域特殊性進行辯護，即便情有可原（excus-

able），仍不可倚仗其學科內在本質，視其為理所當然。

　　學術不當行為調查的負責單位的模糊性，是研究者所屬單位？或計畫補助單位？

學術單位的政府主管機構？或獨立組織？為維持客觀性，學術倫理調查該由大學自主

或國家主管調查？以瑞典為例，自2019年9月開始，重大的學術倫理案件由國家成立

的辦公室統一處理，除取其獨立性，以免大學吃案，也因過去幾個重大案件顯示，大

學不具資源與能力妥善處理學術倫理案件的調查。歐盟這幾個國家將學術倫理視為司

法案件的調查，而少有大學能在法律脈絡下處理科研倫理問題。

　　掠奪性出版社／期刊（predatory publishers/journals）的模糊，分為詐騙式與

吸金式。在研究壓力的迫使下，研究者可能付出期刊與金錢，落入了詐騙式掠奪期刊

的陷阱，這與學術倫理較為無關；另一種則是吸金式掠奪期刊，誘使研究者付出出版

的費用，受傷害的是學術價值與學術制度。

　　我自己認為在學術倫理的遵循，寧願採取保守態度，才不至於陷入麻煩。所謂保



活動報導

activity

24

守是在最嚴格的原則下自律，但對機構與學界同儕而言，是採取儘可能清楚的原則，

理解個別教師研究困境，來畫這條學術倫理的線。故若談課責，理想的情況是對機

構，而非教師課責。學術誠信本該是基本原則，Riken認為學術舞弊的主要原因是對

倫理守則的無知，如過度自信、貪婪、或生存壓力；可能緣由於研究者的蓄意欺騙、

機構中的壓力、機構欠缺嚴謹學術研究訓練、及研究機構出版的獎賞制度設計。

　　那麼，學術誠信是個人或環境品質呢？若參考機構研究風氣普查（Survey of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Climate），我們回到單位本身探討機構的學術文化，若

機構的學術文化不好，研究者就很容易出錯。而學術倫理就算跟機構或個人無關，仍

具備了更高的、「保存人性（humanity）或人類」的倫理要求，也就是對全人類負

責。例如大規模毀滅武器研發，或者中國因惡習延誤了防疫先機。

　　最後，在一篇史丹佛大學的圖表中，我們可參考面臨學術倫理灰色地帶的決定：

是否合法？是否合乎學校的價值與政策？如果別人知道，我們仍會覺得自在嗎？會想

要讀到明天報紙頭條出現這個新聞嗎？

三、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

（一）申請作業流程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科技部人社中

心執行委員 甘懷真教授

　　科技部人文司專題研究的審查作業流程是有

其嚴格規範，由科技部監督，遴選複審委員考量

學門領域、地域與性別的平衡。在初審委員的推

薦上，是由複審委員根據計畫研究議題，推薦可

能的審查人選，即使不敢說是最適合，至少也是

該領域學門的專家推薦並由複審委員集體決定。

被選出的至少兩位初審委員會根據學術專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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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與研究成果進行實質審查，並提出初審意見。複審委員會再檢視初審意見是

否客觀公正，並建議補助經費。最後是複審會議，所有的案件會再經複審委員集議，

作出最後的決定。但最後還是要依據分數為客觀的標準，量化有其優缺點，但也是制

度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以下就請各個學門召集人提出各自的見解。

哲學學門共同召集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何建興副研究員

　　本學門包括了哲學與宗教研究，但在研究計畫的撰寫與審查上，我今天要講的東

西對其他學門也大抵適用。

　　該如何挑選研究主題呢？新進學者適合選擇博士論文主題的延伸性議題，計畫主

題通常不要與博論主題太接近，也別差異太大。對於相對資深的學者來說，若要研究

與過往專長不同的主題，最好先發表一篇相關論文，才比較能說服別人。研究你很有

興趣、認為重要的議題，也可考慮研究所學學門的前瞻議題。研究發想上，請先想出

有理趣的一個或一組問題。質疑學界現有的理論預設或解決方法。要有創新的思想觀

念，重點在於多讀書、多思考、多寫作。另外，要有學術自信，相信只要多思索，可

以產生很好的、解決問題的新觀念。我建議年輕哲學學者努力培養創造性哲學思考的

能力，可參照《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18卷第2期：「創新作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價

值」單元，共7篇文章。就哲學研究來說，創新是非常重要的。

　　在計畫撰寫上，若今年底要申請專題計畫，比較理想的情況是，約九月就開始構

思、撰寫，並於十一月底前完成計畫初稿，十二月時反芻，再回去修改計畫。在十二

月上旬，新進學者可以請認識的資深學者，讀自己的計畫並提供修改建議；若找不到

學者協助，試著站在審查人的立場，找出自己計畫內容的可能缺失。避免在繳交計畫

截止期限趕工，才能顧好計畫品質。

　　計畫內容的撰寫上，要設法說服審查人你的計畫的重要性，研究取徑或成果有創

新性，讓審查人樂於見到這計畫的執行。也當然需要提及與計畫相關、學術價值高的

研究文獻，且宜有較深入的評述，顯示本計劃有可以超越前人之處。一年期的計畫，

其涵蓋範圍不宜過大，處理議題不宜過多。而申請多年期計畫應明確區分各年度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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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點，提理由說明多年期研究的必要性。新進學者宜更用心撰寫計畫，有較詳盡、

完整的陳述，讓審查人樂意支持。

　　哲學學門約有十位複審委員，負責不同次領域申請件的複審。其中約七位屬於哲

學領域（英美哲學、歐陸哲學、政治哲學與倫理學、中國哲學等），三位屬於宗教領

域（西方宗教、佛學與佛學哲學、道教與民間宗教）。哲學學門每年實際通過率約

50%或以上，但不同的次領域的通過率互有高下。英美哲學的通過率約莫七成，而中

國哲學有時僅三成。另外，本學門訂有「哲學學門評分參考原則」，對計畫書內容的

「形式要件」有扼要提示，如方法與文獻檢討等，請新進學者留心。

　　以108年哲學學門專題計畫審查及評分原則為例，計劃書內容形式如下：(1)研究

主題重要性或創新性、在學術與應用之價值或影響。研究背景與目的，問題意識是否

明確？重要性與學術價值上，申請人針對所探討的問題提供了什麼樣的解決方案？以

創新性來說，這研究計畫又提出了什麼新觀念或新方向？(2)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

之掌握與評述。透過申請人對國內外文獻的評述，來研判申請人是否對計畫中的問題

有充分了解。如申請人評述的研究文獻稀少，檢視其是否針對此一文獻稀少現象加以

說明。(3)計畫之合理性、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

　　據我的觀察，在計畫的審查上，專題計畫通過與否，約90%以上的關鍵在於兩位

初審審查人的評分，另外不到10%取決於複審委員以及複審委員會議。初審審查人一

般優先找這樣的學者：(1)具計畫主題相關專長；(2)學術表現佳，曾執行過專題計

畫；(3)同年度未申請專題計畫。但是，哲學學門學術圈較小，很難以上三者兼顧。

複審委員未必是相近專長，主要在審查初審意見與計畫內容的相應性，給分是否公平

適切。複審會議可能會重視申請人的研究成果。

　　承上，雖然普遍來說，研究成果的比重在一般、優輕、專書佔40%，新近佔

30%，但因某些因素，研究成果的實際比重也有可能會略高於40%或30%；換言之，

研究成果可能比想像的更為重要。期刊論文儘可能發表於THCI期刊或知名的國際期

刊，切記避開掠奪性期刊，但也要避免只投稿某個特定期刊。長此以往，將能建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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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學界的口碑，以後申請計畫將較為容易。此外，請注意研討會論文不能作為上傳

的代表著作。計劃書末尾應提供「科技部人文司專題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

成果表」，而不是附上個人的研究著作。

　　關於科技部專題計畫審查的公平性，科技部有持續改善審查作業的作為，使其更

為客觀、公正。但是這類計畫審查不可能完全公平，不免有運氣成分。既然如此，若

以前計畫申請沒過，或許只是運氣不好，不要氣餒；請參考審查意見修改計畫內容，

隔年再重新申請。若連續申請失敗，或許是審查者認為申請人研究表現欠佳，需再予

加強。若研究表現與計畫內容俱佳，但還是申請失敗，可提出申覆或者建議迴避人

選。祝福大家申請順利。

歷史學門召集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呂妙芬研究員

　　關於審查流程我就不贅述。歷史學門的複審委員按照次領域劃分，臺灣史申請案

較多，有兩位複審委員；而中國史因為時間涵括較長，通常二至三位；再有世界史與

科技醫療史。每位複審委員負責約17件至22件申請案。前兩年科技部長很強調複審

委員的年齡不宜過高，所以近兩年歷史學門的複審委員的年紀分布約在48至60歲之

間。

　　複審委員真正聚在一起開會只有兩次：第一次會議是為每一個申請案推薦四至五

位初審委員，並按其研究與審查計畫相關程度排序，若邀審老師拒絕，就必須找其他

人。其實同儕審查必須倚賴學術社群的合作，若大家都覺得累而拒審，整個審查機制

就有缺陷。等到兩份初審意見送達科技部後，承辦人會將申請案寄給複審委員進行複

審。複審委員可以依初審的原分數打分，或調整分數，一般會調整分數有幾個可能：

兩份初審成績落差太大時，或複審委員在綜合觀察手上其他申請案成績後發現有必須

調整分數之必要時。例如，一份相對簡略的計劃書可能得到較高成績，而一份詳盡的

計畫書成績較低，此時複審委員可能會調整分數，不過所有申請案的情形以及分數的

調整都必須在在第二次會議中詳細說明理由，並經所有委員同意後才定案。所有的委

員也是在第二次複審委員會時才會知道可以通過的申請案數，以及通過的門檻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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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門檻邊緣的申請案相當多，取捨不容易，會議當天委員們會詳細報告、激

烈討論，最後才作出決定。

　　申請案依研究績效和計畫書兩項評分，一般計畫研究績效占40%，新進人員計畫

占30%。研究績效的部分，我想強調的是以著作品質而非出版數量或形式為優先考

量。另外，每年都有申請人缺漏研究績效表的填寫，或上傳錯誤的論文（上傳的著作

與研究績效表所列不符）。請申請人在送出之前一定要檢查仔細，以免影響申請結

果。

　　計畫書的部分占分較多，提醒大家在撰寫時應留意的幾個要點：(1)明確的問題

意識：詳盡說明要研究什麼問題，此學術問題的意義與重要性為何。(2)前人相關研

究：對於前人相關研究要有充分的掌握，並清楚說明自己研究的新意為何。 (3)研究

方法與步驟：以歷史學而言，詳細說明主要史料，研究視角、計畫如何執行等。(4)

預期成果：具體說明預期的成果。計畫書的審查重點為研究主題之原創性、重要性、

預期貢獻與可執行度為最主要之考量。

　　以下幾點提醒大家在撰寫計畫書時應格外留意申請計畫需留意之處：(1)避免提

出過大或過小的研究議題，盡量說明研究議題的原創性和重要性。(2)要充分掌握前

人相關研究的成果，並在文獻回顧中清楚而深入地呈現。(3)避免將計畫書的重點用

以描述別人的研究成果，反而對自己的研究計畫內容說明不足。(4)避免用已經撰寫

好的論文初稿來做為計畫書的內容。撰寫計畫書時，的確需要對問題、史料、研究方

法有一定的思考和看法，但計畫書的撰寫不該是一篇已完成的論文。研究計畫應該要

說明未來將如何進行研究，才有申請補助的必要。(5)之前從事任何與本計畫相關的

學術活動與成果，務必做到自我揭露。過去相關的計畫案或論文初稿，公開口頭發表

或論文初稿，均應在計畫書詳述，並具體說明本計畫與過去研究的差異及未來的創

新。建議仔細參看「科技部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6)經費不宜浮編，請合宜

編列經費，尤其是國外差旅費。(7)若以指導之碩博論文相關的研究成果，或以共同

著作的成果來申請計畫，要留意是否侵犯學生或共同著作人的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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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一學門召集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林啟屏特聘教授

　　研究計畫的種類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這也是各學門最多人

提出的申請計畫案。除了專題研究計畫，也有新進教師隨到隨審計畫，只要計畫上傳

就會處理。另外有45歲以下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未獲優輕計畫，但分數排序有達

標準者，得歸入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則鼓勵

研究者除了投期刊，也可寫作專書。更年輕的學者過去有愛因斯坦與哥倫布計畫，未

來科技部有針對年輕人才的一系列計畫，大家可以注意。資深或傑出學術表現學者可

申請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等，其他計畫則請參考科技部網站「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項目查詢。除了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外，請以適合自己的學術生涯規畫為方向，選擇最

適合的計畫申請項目。

　　計畫的準備與書寫上，是在傳統與創新之間，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路。以下大家熟

悉的研究計畫表格的計畫重點要求其實與審查重點有著密切關係：（一）研究計畫之

背景。詳述需要探討解決的問題，原創性，以及重要文獻的評述。（二）研究方法與

步驟，可能遭遇的之困難與解決途徑，及如須赴國外研究的必要性與預期效益。

　　基本上，在計畫背景與問題意識上，我們要能夠說服審查人此計畫的學術性知識

理由與分析、議題重要性的兩端（典範傳統與創新性）、研究史的回顧，能架構分類

的能力、對原始文獻與研究文獻的掌握，以及在「詳」與「略」之間找到平衡。其

次，研究方法、困難與步驟上，不應只是形式意義的擺放，而是有真切方法與知識的

構成，要能夠告訴審查者方法論的視野角度：為什麼需要方法才能獲得解釋深度？方

法的侷限性又為何？而不只是套用理論。另外我們也須具體書寫赴國外開會與移地研

究的必要性，經費也不能浮編。

　　在人文司專題研究計畫代表性研究成果表中，我們須就既有的研究成果之創見，

提出對學術、實務或社會的貢獻，就系統性、延續性，做出自我定位。

　　審查機制來說，甘教授已提到複審委員會與推薦初審委員、依分數排序、以及確

定通過名單等流程。通常分數排序則與多年期計畫與經費息息相關。若有疑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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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就程序提出申覆，看是否有誤審誤判之處。申覆委員會和複審委員會將由不同委

員組成，可以放心其公正性。

　　學術倫理建立在不造假與不抄襲的原則上，我們也該勇於秉持揭露原則，才能共

同維護學術環境。不造假（虛構不存在的申請或研究資料）、不變造（不實變更申請

或研究資料）、及不抄襲（援用他人的申請或研究資料等）。在學術志業上，我們須

保有學術人自主與自律的桂冠，即便孤獨，但同行的我們都是這條路上的夥伴。

文學二學門召集人：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張淑麗教授

　　我今天的重點會換一個方向，放在審查機制，目的是讓大家更了解文學二審查機

制的流程。我希望透過這樣的解釋，讓同仁們明瞭我們在分工體制已達到極限，讓大

家瞭解且參與這個流程，鼓勵大家更願意撰寫計畫。

　　我自己是文學二的學門召集人，另一位共同召集人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張瓊惠

教授。另也有學門複審委員，學門承辦人是科技部人文司藍文君小姐。若對審查機制

有不了解的地方，也可以詢問文君，她都會樂於說明。

　　文學二學門分為九大次領域：英國文學的前期與後期、美國文學、族裔後殖民與

離散文學研究、文學與文化理論、文化研究、日本文學／韓國文學、法國文學／西班

牙文學，以及德國文學／俄國文學的第二外語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學門內部有學門

變遷的現象，從原本英美文學，逐步轉向理論、族裔、與最受歡迎的文化研究。文化

研究的計畫申請案最多，需要兩位複審委員負責，故文學二共有10位複審委員，複審

委員平均每位負責15件至25件專題計畫審查。

　　在專題研究計畫之類別中，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分為：一般研究計畫、新進人員研

究計畫、以及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45歲以下）。前兩者的不同是在研究成果與計

畫書上的比例，一般人員的計畫書內容60%，主持人研究表現則占了40%；新進人員

研究計畫中，計劃書內容70%，主持人研究表現占30%。而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也就是所謂的優輕，鼓勵年輕學者申請，不只經費較為寬裕，更能申請到多年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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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有一年我們的審查會議，一位年輕學者的計畫極好，可以被推薦為優輕；但由於

申請者沒有勾選申請，我們無法推薦。或許我們應該要增加學門溝通機會，才不會有

類似的遺珠之憾。

　　科技部除了上述的年度專題研究計畫，也有鼓勵女性從事科學與技術研究專案計

畫，及性別與科技研究計劃。申請資格是從未在科技部申請過計畫、或可能因家庭因

素三年以來未申請計畫的女性研究人員。雖說是一年期，通過率是20%左右，但具備

鼓勵性質。而在性別與科技研究計劃，雖然看來與我們文學二無關，但我們仍可點選

（七）其他相關主題。既有這個機制，我們能做的就是如何說服審查者我們的研究是

能夠拓展對性別的想像，藉此重新出發。

　　若有較特別的研究計畫（例如臺灣的動漫），可參考最近才增設的新興領域學

門，鼓勵研究者突破現有框框的研究。我們在申請處的計畫歸屬勾選「人文司」，底

下在學門代碼名稱點選BV1-新興／其他領域，可提供大家參考。如有新進學者對申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張淑麗教授主講外文二學門「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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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計畫需要協助，網站上也有截圖說明，一步一步教導如何申請計畫。雖說是技術層

面的說明，但幫助也非常大；若今年十二月想申請計畫，就可開始準備前置作業，包

括熟悉這些流程，以及撰寫五年來的研究成果。

　　計畫審查流程我就不再贅述，要強調的是我們的複審是相當嚴謹。有些學門可能

在討論前就知道計畫通過的補助切線分數，但文學二是在討論後才知道分數，故會花

更多時間討論要救哪些申請案；救一個研究案過關，就會有另一案子被擠下來。而文

學二自103年到109年的申請件數，其實逐年往下滑，這反映了某一種傳統人文學門

的宿命；但往好處想，平均經費也逐年攀升。

（二）青年學者研究經驗分享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108年吳大猷紀念獎得主　蕭涵珍助理教授

　　我負責的是個人研究經驗的分享。我畢業於政大中文系，最後拿到了日本東京大

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文學博士。研究專長是中日比較文學、江戶文學，特別致力於

江戶時代的通俗文藝「合卷」。合卷以圖文並陳方式呈現，會先描繪插圖，再以崩體

字（崩し字）敘述故事的內容。崩體字來自草書、行書、平假名、片假名等文字。

　　我個人的研究關心是十七到十九世紀的中國戲曲小說對日本通俗文藝的影響。我

博士課程以清初李漁的作品為中心，近年關注《剪燈新話》、「三言」的傳播與影響

樣貌。我試圖思考的問題是過去這個漢字文化圈的時代裡，我們曾以文字為媒介，建

構東亞的共通記憶。這些古老舊有的文學文化的價值，是可以被重新思考的問題。

　　我自己是中文系出身，為什麼最後卻研究江戶文學呢？從研究緣起講起：東京大

學有一個文化資源學系，主要是在做文獻解讀與文物保存。我在博士一年級的時候，

聽說有一門博物館學的課會帶學生去博物館參觀，並解釋文物。因為迷了路，走到了

歌舞伎劇本的教室。教授開心有外國學生修課，認為我的出生年既然與一齣歌舞伎表

演年份相同，我就是命中註定學歌舞伎的。在教授堅持我留下聽課，誤打誤撞一年年

聽下去，竟打開我一扇新的研究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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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經歷讓我體會到，對未知的事物要抱持充分的好奇心，勇於嘗試不同的可能

性。未知的領域或許會擴展我們的視角。身為一個研究者是件幸運的事，因為我們有

很多契機接觸新的領域，無論是主動或被迫，都讓視角變得寬廣。

　　在最初解讀合卷時，由於沒有活字印刷版，所以半頁的文獻需花兩小時才能看懂

六成。但因為教授的建議，我只能繼續堅持。那真的是一段挫敗的歷程，為了一個文

字，我必須要查很多古文字典或木簡資料。最後，我花了一整年時間讀完十四萬字，

這時我發現唸完一頁只要40分鐘，而且完成率已高達九成。這個經驗讓我了解，古文

字解讀雖然看來緩慢，但在過程中是有慢慢進步的，所以要保持自信。我發現我懂得

的不只是古文，而且面對同類型的文類，我也比較有自信繼續面對挑戰。

　　研究歷程中會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首先，相信熟能生巧，穩固基礎能力是很重

要的。我想在場有很多年輕學者，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評估研究需要哪種基礎能力。若

研究江戶文學，最理想的情況就是能閱讀那個時代的文字，理解當時的文法，這樣就

能直接唸原典，不用等別人整理。雖然培養基礎能力需要很多時間，不會立刻展現在

研究成果，但請相信我，這樣的投資是有必要的。為了往後的十年二十年，請思考哪

種基礎能力對研究是必要的。除了學校之外，也可以尋求相關資源的協助。像是很多

博物館都有講座，也有函授課程，日本甚至有同好會的組織。透過跟別人一起學習，

避免待在同個環境的麻痺，可維持學習的緊張感，有不同的收穫。

　　再者，研究是漫長的積累，需要保持耐心和信心，須相信自己並不孤獨。若已經

進入職場，升等年限會比較困擾，因為會與期刊審查時間綁在一起。故原則上就要先

評估哪些期刊是自己可能投稿的，大概抓期刊審查刊登的時間。當然這只是大原則，

當愈來愈接近升等年限之時，手上或許有一篇可以投稿的文章，但卻又要準備升等專

書，在兩難取捨之間的抉擇，心裡要有個底。

　　最後，師友交流。人文研究通常是單打獨鬥，但儘可能還是要維持一個與學友們

互動的人際網絡。我們能抒發壓力得到鼓勵，或獲得一本遍尋已久的文獻。也可與其

他領域的學友交流，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有趣的想法可供參考。



活動報導

activity

34

　　對我來說，計畫撰寫可能是用新的視角來解決一個很多人開發的議題，或找到一

個沒有很多人做的新素材。無論何者，前行研究成果的分析是重要的。只有透過前行

研究成果的分析，才能呈現我們的東西有什麼不同。在分析前行研究成果的過程中，

我建議做一個清單，含括主要關鍵字的論文總篇數，再按年代排序，如此一來，我們

就可以看到研究走向，以及在此領域專精的學者，在回顧時就不能忽略他們。之後可

再以他們為關鍵字，看他們的學術研究經歷，也能成為我們學習經歷的榜樣。在整理

研究成果清單之時，我們可以整理四五個主要的主題，看看關於這個關鍵字，大部分

的人是做什麼樣的研究。若你研究的東西是在這個主題之中，就可以知道那些論文必

須閱讀；若發現你的研究不在這些主題中，代表這個主題尚未被開發，也就可以凸顯

這一塊。然而若有新素材，前行研究成果較少，也不代表不用寫研究回顧，而需要說

明自己會如何處理這份嶄新的材料，要用何種方法處理、如何切入、放在哪一個歷史

斷代，以及其他相關時代的作品呈現什麼特色。換言之，從其周邊與你的研究方法，

仍然可以做出前行研究，告訴大家你會怎麼做。總之，無論是寫計畫書或個人研究

上，前行研究成果都是要好好重視的一塊。我聽過一位講座教授分享，研究主題是重

要的，要把它當作一個戰場攻下來，讓這個領域成為你可以發揮的場域。最美好的目

標當然是希望有一天講到這個領域之時，大家都會想到你的名字。

　　另外在寫科技部計畫的時候，我都會很誠實地寫下計畫執行的困難點，也是因為

這些困難點，我才能說明我為何要如此安排計畫與執行進度，以及需要協助之處。科

技部計畫撰寫每一項目都有其系統性的連結，而不是斷開來的。所謂計畫執行的困

難，對我這個古籍研究的人來說，可能是在線上資料庫沒有我要的古籍；或是線上資

料庫有這古籍，但版本保存得不夠良好，所以我需要看其他的版本。那麼，地域限制

就是我計畫研究的困難點，也是我需要協助的地方，所以我會安排移地研究或移地考

察。

　　另一點是研究執行進度的安排。因為是做古籍閱讀，若我有一套十冊左右的合

卷，即使我再怎麼厲害，可能都需要三個月的閱讀時間。故我會在一開始進度安排的

時候就會詳盡說明；如果我沒有好好說明，審查人可能就無法了解我為何要在看來基



活動報導

activity

35

礎的文獻閱讀上花這麼多時間。另外，也要證明自己的計畫執行能力，如提供過往相

關研究成果；若是新領域的開發，可先提供一兩篇相關論文。我在古文解讀上則會提

供證照，證明自己可以做得到，以及怎麼做。

　　研究價值上，我想當然對研究者來說，研究都具備獨一無二的價值。但在寫計畫

書之時，我們也要讓別人了解本研究的特別之處。在科技部研究計畫的一開始，就有

一百字說明計畫跟社會國家的關聯；那麼，所謂研究價值，我們就可以說明是在社會

國家的應用。雖然我們純文學較難做這樣的連結，但仍可說明這個主題對相關領域的

貢獻，以及如何成為後來研究的基礎。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讓別人了解我們的研

究會走向哪裡。另外，也可跟不同領域的朋友聊聊，換個角度看自己所認為的研究價

值可否說服他人。

　　在職場生活上，除了研究之外，已在職場的研究者也必須從事教學工作。對新進

教師來說，教學會花很多時間；即使對於有豐富教學經驗的研究者，也有出考卷改作

文等雜事。如何調配時間，需要跟個人體會逐步斟酌。我個人的體會是教學也會影響

研究，所以儘量減少教學困擾，才不至於影響研究心情。我自己會在教學上稍微努力

的備課，才不至於在教得不順的時候不開心。也會儘量妥善規劃工作時間。我相信教

學相長是可能的，學生的問題也會促使自己進行思考。就我個人經驗，由於平時相處

最多的就是助理或學生，所以他們也能給予自己一些鼓勵，尤其是研究低潮的時候，

幫助自己繼續走下去。在研究與教學之間，我們都要取得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

　　最後，請善用我們的文獻資料庫、線上書籍影像資料，尤其在疫情嚴重的當下，

儘管無法出國，幸好我們仍能藉由線上資源繼續研究。另外，若進入了職場，雖然做

研究很重要，也請維持身心健康，才能幫助我們更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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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Q：請問哲學領域的教授，若在坊間收集曾罹患癌症的人的命盤，有沒有可能就此撰

寫一篇論文？由於似乎有論文討論八字，輔大也有宗教研究系所，所以不知道往後有

無可能被納入宗教研究？

‧　何建興副研究員：因為哲學領域也包含了宗教研究，只要算命可以和宗教研究有

些關聯，則可以納入哲學範疇。若算命只是一般話題，沒有哲學性，則不能算是哲

學。

Q：根據張淑麗教授發表中最後留的一些問題，我想請問如果申請超過一個的計畫，

接受率是否比較高？另外在文學二學門中，由於是外文相關，所以究竟該用外文或中

文撰寫？不知道在撰寫語言上的考量該如何斟酌才好？

‧　張淑麗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我想其他學門召集人也可協助回答。而關於文學

二計畫撰寫語言的問題，在申請表單上說明了計劃書要以英文或中文書寫。但第二外

語的老師，為說明其研究的完整性，可能必須要跳出中英文的書寫。故在此類申請案

與會者聽講、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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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二是可以因為申請人的特殊條件而允許以英文以外的外文為撰寫語言的規

定。如西班牙裔的老師需要以西班牙文書寫研究計畫，是被允許的。

‧　林啟屏特聘教授：申請兩個計畫當然是申請人的權利，但科技部會有表格讓申請

人填寫要以哪份計畫為優先。但是否通過仍以個別計畫的審查結果為依據。但計畫主

持人的主持費在我印象中就只有一份。

‧　呂妙芬研究員：申請兩個計畫的通過率，可能和學門決定的方式有關。若有些學

門通過方式是以分數的比率，如一半的案件會通過，那麼個人申請件數增加，通過率

的確也會增加。但對歷史學門而言近三年來說是不太有用的，因為我們是採通過的件

數，而非比率。比如今年我們通過的件數是90件，通過率反而浮動。就算投兩個計

畫，並不會提高通過率。另外兩個計畫中的第二個成績還要非常好，故我們不太有人

會拿到兩個計畫。

‧　何建興副研究員：我上次提的計畫是寫英文的專書。兩位審查人之一位對我以中

文撰寫計畫有些意見。我想如果是寫英文專書，就最好以英文作為撰寫計畫的語言比

較好。

Q：我們在研討會發表的文章，因為未即時出版為論文集，作者將該文章投刊期刊並

刊登，內容與會議論文內容有約五成相同，其後會議單位單位又要出論文集，這樣是

否會有學術倫理的問題呢？另外，若我有一篇文章，被中國看到，想翻譯為另一個國

家的語言，內容有約八成相同，這樣是否有違學術倫理？

‧　呂妙芬研究員：據我所知，科技部認為的學術倫理問題，主要是讓學門自我認

定。有些學門非常嚴格，公開的論文發表就認為是出版。但對歷史學門來說，若研討

會論文在沒有經過審查印刷的情況之下，我們認為投稿是沒有問題的。換言之，我們

並不會將研討會論文視為已經出版的層次。但若那單位要出論文集，就已經沒有投稿

的路了，因為所有期刊都希望自己是首發。但若期刊已經出版，論文集的發表就沒有

問題，只要註明本篇文章是在某某期刊，而因為主題性的緣故收錄在此本論文集中。

也請留意讓自己的論文首發於期刊中。若文章很好，翻譯為其他國家的語言都沒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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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但在計算credit只能算一篇，再另外註明本文章曾被翻譯為其他語言等。

‧　甘懷真教授：我補充一下。學倫有二面，一個是單純的學倫，另一個與升等有關

的學倫。後者應事涉教師資格認定，會更嚴格，要多留意。一篇論文重複出版只要說

明清楚是沒有問題的，但不能重複計算業績，尤其是拿來申請教師資格。

‧　呂妙芬研究員：我們所曾有一篇文章三審通過，幾乎就要刊出，但突然在網頁上

發現該篇文章已經出現在中國某會議的論文集。即使作者說他不知情，但我們就不可

能刊登這篇文章。所以要小心自己的論文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放在網路上甚至出版。

所以現在我們只要收到稿子，就一定先查證網路若有幾乎雷同的文章，就一定撤稿。

Q：延續剛剛的問題，若我們在參加研討會必須提供全文，但會後投稿期刊論文時又

會成為已發表的證據。對青年學者來說，這樣的會議論文發表可能是一個傷害。所以

想請問各位老師，我們該如何斟酌？

‧　呂妙芬研究員：我們早期是在會議時印出紙本論文集，但真正的論文集出版並不

只如此，因為那牽涉到會後編輯、出版成一本有ISBN號碼的書。而近年來我們也不

再為研討會印出論文集，一方面很貴，另一方面也浪費，因為PDF檔很方便，所以就

不太會印了；將文章加密上網，讓來參與會議的人可取得閱讀，會後就取下。再大一

點的會議，我們就直接以摘要或PPT為主。這是歷史學門的作法。

‧　林啟屏特聘教授：文學一學門有個共識是，若研討會要印成一本論文集，是不會

在書背印上版權所有等出版日；那麼，它的作用就是僅供會議當天開會討論使用，所

以這並非經過正式審查出版的論文集。有時候甚至會影印成單行本，發完就沒了，學

術圈也普遍視這種發表並非為正式的出版，故不影響作者往後的投稿。但若會議方一

開始已經說明今天開會的論文在日後會進行審查，出版為論文集的話，那就代表它有

將論文做為正式出版品的規劃。這時我們可能就要評估，是希望將文章放在會議論文

集出版，或是去期刊發表。另一種情形是會議告訴作者，給作者一年時間去外面發

表，發表後的一年會出版為論文集。換言之，他保留作者投稿給期刊首發的機會，但

也保有了他們出版為論文集的權利。所以這一年就有時間做判斷。但若這一年你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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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期刊發表，就必須讓會議出版為論文集，那麼這篇論文就沒有機會再做期刊論文

的發表。

‧　張淑麗教授：其實我們幾個學門的看法是差不多的，就是我們是鼓勵學者先參加

研討會的論文發表，利用研討會場合將自己的想法跟大家溝通後，得到不同的意見再

回來修改論文。我們希望這樣機制不斷被推動。另外，我們今天是不太會印出研討會

論文集，但論文集也分為兩種，一種是現場用的，另一種是會後的。無論如何，我們

判斷的標準就是它有沒有ISBN，若沒有，我們會認定這篇論文只是初步研究成果，

之後有修改的機會。

‧　甘懷真教授：會議論文雖不算正式出版，但仍是公開發表，所以仍要注意學術倫

理問題。如論文抄襲仍是違反學術倫理。

Q：若投稿的論文被論文審查委員評為不通過卻被該審查委員在其後發表的論文中抄

襲，應如何處理。 

‧　甘懷真教授：如果你有明確證據，就通過你的學校向有關單位投訴，要求處理。

‧　張淑麗教授：我想人文學門有個特色，就是次領域都很小，次領域的大家通常都

認識彼此。若在次領域非常小的情況下，這種情況如果不處理的話，它一定會再發

生。

Q：根據呂妙芬研究員的問題，提到我們必須盡量避免以已經寫好的論文初稿當成計

畫書。因為已完成的論文通常有註解，我想請問撰寫科技部的研究計畫到底要不要寫

註解？另外，關於方法論的問題，我們文學一常常被詬病沒有方法論。我們不是文學

二外國文學的領域，所以在閱讀原文書或理論上通常較為吃力，我們的方法論可以怎

麼做？當然如林啟屏教授所說，文本閱讀是很重要的基礎，但是否中文系的方法論稍

嫌不足？除了文本精讀之外，到底什麼樣算是一個方法論？

‧　林啟屏特聘教授：形式上，計畫當然是一個正在進行思考的文字作品，而註解是

我們在正式論文中所使用的規範文字。若計畫中有引用他人文字，我所看過的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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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後面加上括弧，寫上出處。當然也可以使用註解，只是要記得計畫撰寫與完整

論文是不同的。當你將一篇已經寫完的論文上傳，別人一眼就可辨別這是完成度高達

九成的論文；既已經完成，又為什麼要申請計畫呢？科技部補助計畫的基本精神，就

是你對於問題的探討還有一部份的空間可供持續發展，計畫執行的方向不必一定按照

原本的預期，有時是執行到一半的時候，會發現有其他需要調整之處。故後面的研究

是一個未知的可能性，也只有未知才有創造的意義存在。所以好的計劃要能讓人看到

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並在你學科領域的知識網絡中能加以定位。那才是計畫，而不是

論文。

　　中文系的方法論，還是要分出方法（method）和方法論（methodology）的不

同。基本上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方法是具體第一線的分析比較整理，或形式上當成

文本精讀；而第二層次的方法論是回頭檢討為什麼本計畫使用文本精讀，能夠做到知

識上的深化，且可以做出跟他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在想像方法運用的時候，是要建立

你研究課題知識上如何透過操作的方式，可以使其深化，又能夠產生與其他人不同的

地方。關於跟文學二的關係，我想很多人會希望有個理論視野的角度，讓文本產生新

的可能性。但這是涉及一個詮釋的空間。但這詮釋的空間當然有你看世界的認知圖示

的可能性，所以會以自己的approach看問題的可能性，會得出跟別人不同的東西。

就像採線性史觀與螺旋史觀看事物的不同，以此方法論來看《三國演義》就會有不同

的東西。

‧　主持人甘懷真教授：請蕭助理教授補充幾句。

‧　蕭涵珍助理教授：其實我第一次申請計畫是沒通過的，原因也是在於我將一篇快

完成的論文投出去。其實快完成的論文和計畫書是截然不同的東西，不僅架構完整，

結論也呼之欲出，那麼審查人就會想那為什麼這計畫還需要給你一年的時間與經費

呢？研究計畫是有其未知的成分，要思考的是接下來的一年要做哪些工作，若是多年

期計畫，之後兩三年的分工為何。所以研究計畫的未知性與時程的安排也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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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自己是藝術學門的。我想請問算研究業績時，期刊的credit是否較高？由於我

之前申請科技部計畫未通過，而我的業績是兩本專書，三篇期刊，其中一本專書是拿

了國家文藝基金會的補助出版的，但我得到的回應是我研究的質量都不夠。我只是有

點困惑，是否專書的credit較少？

‧　呂妙芬研究員：就歷史學門的情況來說，並非專書較差。現在的審查仍是質較為

重要。某種層次上，歷史學門是很看重專書的。就我們學門來說，審查結果是有遺珠

之憾，有一次在通過門檻以下的十個計畫，其實品質也都沒問題。所以可能會因為件

數或分數的關係而沒有通過計畫，並非計畫本身的問題。

‧　何建興副研究員：在擔任初審或複審委員之時，最後排序出來的時候其實相當糾

結，因為會看到很多蠻優秀的計畫因為錄取比例限制而無法通過，是遺珠沒錯。所以

現在我們看計畫，主要是以質為主，都會請初審委員們真正讀申請人檢附的文章，並

給出評論。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d=102&n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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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至110年1月業務行事曆

　　110年1月

　　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110年1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

　　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110年1月1日至110年1月31日

　　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110年1月1日至110年1月31日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110年1月1日至110年1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習營：110年1月1日至110年1月31日

　　110年2月

　　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110年1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110年2月1日至110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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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