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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群專訪：
劉維開教授談社群運作及青年學者培育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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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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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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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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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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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

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

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

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

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

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

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

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

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

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

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

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

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

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

　　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

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

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

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

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

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

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

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

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

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

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

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

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

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

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

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

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

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

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

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

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

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

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

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

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

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

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

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

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

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

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

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

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

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

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

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

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

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

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

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

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

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

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

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

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

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

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

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

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

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

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

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

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

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

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

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

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

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

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

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

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

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

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

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

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

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

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

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

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

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

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

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

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

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

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

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

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

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

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

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

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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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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與詩思的交談：匯流的意識、思想與情感」
哲學圓桌論壇
撰文／官科宏（倫敦政經學院哲學系博士生）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右起陳思廷所長、鄧育仁所長、洪子偉副研究員、博士生官科宏、甘偵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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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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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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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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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主講人與與談人對談熱絡



活動報導

activity

12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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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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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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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社科場
撰文／張澄清（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蔡孟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生）、
　　　謝一誼（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此次人社中心的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

作坊社科場，於2020年10月23日，在集思

臺大會議中心舉行。當天上午的場次，首

先由人社中心執行委員，國立臺灣大學心

理學系曹峰銘教授進行本次工作坊的開場

致詞。曹教授在致詞時，特別介紹了科技

部人社中心，為厚植國內學術社群研究實

力，在基礎研究培養上所設計的幾項補助

項目。曹教授特別提到人才培育補助，青

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以

及學術活動的補助設置。針對這些補助項

目本身的設置宗旨，曹教授跟在場不同領

域的眾多與會者，進行了說明。在曹教授

的開場致詞之後，本次的工作坊，便先以

不同學門分組討論的形式，分成三組，進行「計畫發想與論文投稿」的場次。

※教育學門為謝一誼博士撰文

一、教育學門分組討論：計畫發想，論文投稿，計畫撰寫，審查重點

（一）計畫發想與論文投稿

陳學志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在柏拉圖廳所進行的「計畫發想與論文投稿」分組討論，今年度為教育學門。首

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陳學志特聘教授替在場的學者們，進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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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激勵人心，同時幽默十足的演講。在論文發想的部分，陳教授首先希望打破幾個

研究論文的迷思：包括依循過去學者常探討的主題，使用常用的方法，以期望能夠較

為容易完成好的論文。但是陳教授鼓勵在場的學者，必須為學立著，當思前人所無，

後人所需。並且應該避免從眾，因而進行想當然耳的研究發想。他鼓勵大家應該找一

個沒有人，或是很少人研究的題目，並且持續長時間的耕耘，更具體的來說就是用十

年法則，來籌畫自己的研究生涯。

　　陳教授認為在青年學者的階段，要提出跨領域的研究是比較冒險之事，最好還是

進行自己比較有把握的題目。而針對科技部計畫的發想階段，陳教授有幾個建議：第

1點，要掌握研究趨勢及時事議題，這意味著研究者必須關心國際及國內最被關心的

議題，善用回顧研究分析，了解新的研究技術與應用，並且掌握國家的科技發展政

策。第2點，則是在研究發想時，應該考量研究在教育公益及對社會的貢獻，研究者

的專題必須能夠點出目前教育領域最需要被解決的問題，並說明如何解決問題，以及

本身研究的原創性。研究專題同時也可以呼應到當前的大學社會責任USR方向，來思

考研究結果是否能使社會朝向公義，進步，與幸福的方向去開展。研究計畫也應該涵

蓋從基礎研究，到教育實踐應用的多元層面。第3點，陳教授提到研究者應該要能夠

根基於自己擅長的領域，來進行跨域結合。研究者必須先挑選自己專長的與嫻熟的領

域，並且從既有的研究成果作為出發點。進一步去結合前瞻議題，發展亮點主題。從

這樣的方向開始，研究者可以進行跨領域的合作與學習，積極發揮斜槓的綜合效應。

　　在研究計劃的撰寫部分，陳教授提醒與會者，除了研究計劃本身當詳盡之外，更

要儘可能發表優質的期刊論文，以支持自己的研究潛力。如果有可能，要先進行小規

模的預備，或是探索性的研究。並且要給自己足夠讀書寫時間，來準備計畫書所需要

的多次修改。從自身經驗裡，陳教授分享了他撰寫科技部專題計畫的心得：要有清晰

的核心主題，亦即主要的研究議題。在闡述自己過去的各個研究時，這些研究主題之

間最好要能夠有邏輯性的脈絡，要彼此有所關聯，陳教授建議研究者要能夠在計畫書

當中提供一個大的研究藍圖。再來，必須提出研究的創新突破性，與其需求性。這意

味著研究者必須事先掌握重要，優質的文獻，並且做適度的批判整合；需要注意的

是，在撰寫文獻回顧的時候，儘可能不要引用太多未發表的碩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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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教授接著針對幾個專題研究計畫的分項，提出了建議，包括量化研究需要注意

的幾個重點：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Communication，以及常見的量化研究

問題：文獻回顧缺乏近3年的文獻，該領域的重要文獻引用不足，太多與研究無關的

文獻，引用太多二手文獻，條列式文獻但是對於文獻內容未加以評論統整，或是引用

未發表的，或不具說服力的文獻，等等問題。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架構與假設問題的

層次上，常出現的問題，在於研究架構缺乏理論的支持，假設與理論之間的連結過於

薄弱，未列出具方向性的研究假設，等等。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考量的方面，包括研

究文題的性質，採用的研究方法是否適切？是否滿足統計方法的假設或前提？有關的

混淆變相是否考慮周詳，並且加以控制？研究過程與取樣方法是否適當？研究工具的

信度和效度，是否理想？

　　針對論文投稿的層面，陳教授詳盡地給予教育學門的研究者，從論文發表的基本

態度，到研究發表的諸多迷思，以及期刊審稿的遊戲規則，到怎麼選擇期刊，怎麼避

免掠奪性期刊，在期刊論文審查時應該注意的事項，期刊投稿的推薦系統，進行了詳

盡的討論。在投稿策略上，陳教授建議與會者有關投稿寫作的3M法則：1. Time 

Management：養成每週固定時間寫作的習慣；每篇文章都要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寫

作。2. Emotional Management：要有正向積極樂觀的心態，從自己最拿手的部分開

始寫起。3. Relationship Management：把握與專家分享研究成果的機會，並且積

極組成研究社群。在投稿的成熟度部分，陳教授提醒大家，論文完成之後，至少要修

改過二至三次，對於自己較無把握的部分，宜請專家協助指導斧正，尤其是英文稿

件，一定要找該領域的native speaker來潤稿。不用等到100% ready再送出稿件，尤

其是文獻回顧的部分，不可能窮盡所有的論文，但是要記得寫此篇研究論文的局限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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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

劉惠美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在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的場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劉惠美教授很詳

盡的和與會學者報告了近年來，教育學門在專題計畫的審查，與通過數據上，相關的

狀況。教育學門自2016年，到2020年，專題研究計劃通過的比率，皆維持在50.99% 

到53.60%之間。而相較其他學門，教育學門申請件數的確較多，一年都大約會收到

500至600件，競爭可以說是相當激烈。因此，劉教授提醒與會者，在專題計畫的撰

寫上，首要之務在於說服審查者及輔助單位，所以要用心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計劃，這

意味兩個重點：1.研究計畫的品質（價值，創新，合理，可行）；研究者必須審視自

己是否提出一項值得研究的好計畫。2.研究申請者的研究表現，亦即研究者要審視是

否具有研究潛力和確實執行計畫的能力。劉教授接著闡述了計畫評鑑的基本要求：1.

近十年的研究成果說明。2.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3.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

現場與會者專心聆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陳學志特聘教授

講解教育學門之「計畫發想與論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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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4.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對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

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對參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得的訓練）。

　　劉教授接著解釋了學門審查的基本架構，和各項目所佔的比率，包括計畫書內

容、研究主題之重要性或原創性、在學術或應用上之價值或影響、對國內外研究文獻

之掌握及評述、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及創新性，以及研究表現。在一般專題

研究計畫和新進研究者所佔的比例差別。最後，劉教授對於多年期研究計畫的撰寫，

提出了幾點提醒：一是研究邏輯的合理性，二是研究時程時間安排的必要性，兩者必

須要兼顧。並且，在寫作與研究執行的時候，必須留意學術倫理的準則。

　　緊接著兩位教授的講座，現場與會者針對教育學門的計畫特性（教案本身作為研

究成果，等議題），以及科技部計畫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差異性，提出了精

彩的問題，兩位講者也給予了精彩的解釋和對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劉惠美教授詳盡說明

教育學門之「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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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門為蔡孟寧博士生撰文

二、心理學門分組討論：計畫發想，論文投稿，計畫撰寫，審查重點

（一）計畫發想與論文投稿

葉素玲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計畫發想與論文投稿」之心理學門場次，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葉素玲特聘

教授開場主講，以「科學論文寫作的Why，When，and How」為題，分享論文寫作

的經驗及技巧。

　　一般研究者在寫作過程中經常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所以很多人會選擇逃避或做

其他更容易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我們要先捫心自問：我們為什麼要寫作、投稿發

表？就葉教授的觀點來看，當一篇學位論文完成時，只能算是半成品，還需要透過投

稿的程序，讓論文藉由期刊審查制度的檢驗與修正，最後才能成為一件完整的作品，

並在公開的平臺上分享給其他研究者。但每個人的動機不盡相同，所以可以藉由黃金

圈（The Golden Circle）的概念，思考寫作的Why是什麼，以檢視自己的動機來自

於內在或外在。但由於在申請計畫時，過去的研究成果是相當重要的評分標準，所以

當投稿是不可避免的任務時，就要嘗試轉換心情，用不同的想法詮釋寫作這件事。

除了換個心情之外，最重要的是養成持之以恆寫作的習慣，葉教授以自身在國外與不

同國家學者交流的經驗為例，即使是國外的資深學者或領域專家，每天都還是會固定

排出早上兩至三個小時專門用來寫作，並且寫到一個程度之後才會進行別的工作。然

而，在我們過去的學習過程中，並沒有被教導如何寫一篇學術論文，因此如何寫論文

變成一項很困難但必須面對的議題。葉教授以自己與其他學者合著的「論文指導手

冊」以及科學寫作課程的教學經驗為範例，說明進行科學寫作時要注意的重點。

　　首先，如果是一個全新的寫作，可以先從文章的「4W」開始，依序是1. Why 

was the research done? 2. What was done? 3. What was discovered? 4. Why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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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其中前、後兩個Why是最重要的，也就是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這個研

究為什麼重要？如同我們在人際溝通或面試時，如果只是告訴別人我做過什麼或我會

怎麼做並不一定能打動人，別人看重的通常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動機，例如：為什麼要

來面試這個工作，理由是什麼？從「為什麼」出發才能感動別人，留下印象。

　　而在實際寫作時有兩種不同的起始技巧，第一種是以階層（layers）的方式進行

寫作：先訂定出整篇文章的結構（overall structure），再寫上每個段落的主題句

（topic sentences）或要點，最後填充內容形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另一種則是採用

「inside out」的方式，先從比較具體的研究方法、結果做撰寫，之後依據結果寫討

論的部分，最後才完成比較困難的緒論。除了文章本身的內容之外，文章的標題也需

要注意是否表達出研究的核心及重點，所以要盡量避免寫上很多what，而是要寫出

why，可以使用的技巧之一是使用問句或短標題來做為開頭突顯研究的特色。

　　除了學習寫作的技巧之外，有意識的練習也是寫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所謂

有意識的練習指的是要練習自己本來不會的部分，脫離自己的舒適圈，以鋼琴練習為

例，如果只是重複練習彈奏本來就已經會的曲目，則練習就不會有太多的進步效果，

一定要練習的比原本就會的還要再更多一點。所以在寫作練習上，必須要先設定一個

具體的目標，並保持動機做重複的練習，過程中必須多看一些好的研究論文，並藉由

投稿來獲得期刊審查者給予的回饋，以求進步。除此之外，可以為文章的每一個段落

或階段設定check list來增加成就感。最重要是為自己訂下一個deadline，強迫自己

下定決心設法在期限內完成文章，否則很容易因為遇到困難就不斷的延後完成時間。

　　第二個階段是文章投稿之後，收到審查者的審查意見時該怎麼進行回覆。在這個

階段中，除了逐項依據審查意見修改之外，有兩件事情需要避免。第一是當我們收到

審查意見時，通常會有許多負面情緒，可能是憤怒或悲傷，這個時候我們要做好情緒

的調節，避免一怒之下就放棄修改；第二則是避免在每一個審查意見上花太多時間做

決策（decision paralysis），雖然我們需要有耐心的去思考如何回覆或修改，但不

要因為猶豫而無限期的延宕寫作的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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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葉教授也提醒培養科學寫作與審

查人才的重要性，因此教育者對於學生的教

育及時間的付出是具有必要性的，鼓勵學生

持續努力寫作，讓研究成果可以透過公開的

平臺貢獻給研究的社群，將有助於科學研究

的發展與進步。此外，寫作的過程中一定會

遇到很多的困難與挫折，所以也建議大家可

以嘗試組織研究的社群夥伴，彼此合作與扶

持，共同努力達成目標。

（二）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

林耀盛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之心理學門場次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林耀盛教授主

講，以「科技部心理學門審查重點與注意事項」為題，分享現今科技部審查研究計畫

時的重點以及相關注意事項。

　　目前心理學門主要的專題研究計畫有四種類型，分別為一般（特約：拿過傑出研

究獎）、優秀年輕學者、新進人員以及專書寫作。由於現今研究領域著重的是年輕學

者的培養，因此特別針對年輕學者及新進人員的資格與評分標準做說明。優秀年輕學

者意指符合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並且年齡在45歲以下（若女性有生育事實，每生育

一胎可以延長2歲）；新進人員則係指具有主持人資格，且與國內外擔任教學、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葉素玲特聘教授主講

「計畫發想與論文投稿」之心理學門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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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職務在5年以內，或獲博士學位後5年以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意指即使已經

博士畢業超過五年，但教學經歷未超過5年仍可以視為新進人員。

　　近年來心理學門計畫審查的評分項目越來越重視計畫書的內容，由過往計畫書

50%、研究成果50%，改為一般（特約）、年輕學者、專書寫作的計畫書60%；以及

新進人員的計畫書70%，鼓勵還沒有累積研究成果的新進人員只要寫好計畫書的內

容，就有很高的機會獲得計畫補助。而計畫書的評審內容著重在研究主題的重要性及

原創性，以及是否展現出足夠的價值或影響力，例如是否對於國內重要的心理議題能

提出實務應用及解決策略，或研發獨創且具實徵性的心理歷程建構、假說、模型、理

論和方法。在撰寫計畫書時應該要注意以下3個要點：

1.　在計畫書中說明為什麼需要做這個研究，研究的重要性及原創性為何？如何具體

的處理或解決研究問題，並且在學術或實際應用上具備怎樣的價值。

2.　對國內、外的文獻回顧不能只是堆疊文獻，介紹自己有興趣的變項而已；而是要

「評述」過去的相關文獻，舉出過去研究探討過的相關變項，然後說明為什麼要挑選

特定的變項在本研究中作探討，其重要性及預期的結果為何。

3.　具體的說明研究方法及執行操作的步驟，不要僅是羅列研究方法，重點應該放在

如何獲得資料與如何進行分析。因為現在的學術界非常重視研究的實徵性與可複製

性，所以需要讓審查者評估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因此具體的說明研究設計的細節是具

有必要性的，例如：刺激如何呈現等，都需要詳細的說明在計畫書中，即使是質性研

究也需要清楚說明採用的分析方法及具體的步驟。

　　另一方面，研究成果的評分重點也有改變，過去僅是以發表的篇數來做為評分標

準，近年來也轉為著重研究成果的實質內容及論述。因此改為請申請者由10年內的研

究成果中選出5篇代表性的作品（其中至少一篇為近5年的研究成果），除了列出作品

之外，也要說明上述研究成果對於學術或社會的貢獻。另外，為了因應某些資深學者

學術重心轉往人才培育、學術社群建立等面向，個人對國家、社會文化的影響或貢獻

也會列為評分的項目之一。即使是近五年沒有研究成果發表者，也會依據申請類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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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基礎分數，並依據研究成果品質、創見與整體貢獻來酌調分數，避免因為沒有過去

的研究成果就完全喪失申請補助的機會。而如果是已經有主持計畫經驗的申請者，除

了研究成果的審查之外，最近一期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的品質也會是評分的標準之

一。科技部會針對過去計畫的成果報告進行考評，並將考評意見提供審查委員參考，

同時也會抄送主持人以做參考或改善。

　　近期比較特別的是在申請資格方面，因應目前學術期刊投稿類型增加註冊研究

（registered reports），意指研究者先將其預計進行的原創或重製實徵研究論文構

想投稿至期刊審查，待期刊審查通過後再進行資料蒐集並進行研究，研究完成後不論

結果為何，期刊即予以刊登。由於研究者在此階段僅提出構想，尚未開始進行研究，

因此即使此研究構想已經通過期刊審查，仍可向科技部申請研究所需經費，並未違反

學術倫理。最後，科技部鼓勵研究者針對具尖端性及創新價值的研究申請多年期的研

究計畫，因此大家可以多多嘗試，但在提出研究計畫時仍要注意頁數限制及研究倫理

審查的程序，以爭取更加穩定及永續的支持。

　　在本場次最後的綜合討論階段，兩位教授也和與會人員進行許多意見交換及進行

研究的提醒，例如：鼓勵年輕學者建立自己研究主題的辨識度及風格，讓別人一看到

這個研究主題就會想到你；或是透過整合型的研究計畫，由資深學者領導年輕學者共

同進行研究計畫，加深研究社群的合作與交流。藉由本次工作坊的經驗分享及討論，

從寫作的目的與動機出發，引領與會者反思自己進行學術研究及寫作的初心，再從寫

作前的心態準備與研究內容該如何撰寫，一步一步的述說科學寫作的目標及原則，過

程中配合各種寫作技巧讓與會者能確實的知道在每個不同的階段時應該如何進行。之

後結合科技部計畫的審查重點，兩相配合讓與會者能更清楚目前科學研究的重點及推

動的方向，不僅能讓與會者盤點自身過去研究的成果，也對未來的研究方向及計畫能

有更多想法及規劃，相信每位與會者都感到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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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一學門為張澄清博士撰文

三、管理一學門分組討論：計畫發想，論文投稿，計畫撰寫，審查重點

（一）計畫發想與論文投稿　

林豪傑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林豪傑教授首先強調情緒的重要性，並詢問現場來賓當下的情緒如何？多數來賓

的回答是工作壓力十分沉重。由於情緒是會傳染的，所以林教授鼓勵現場來賓相互打

氣，給對方一個微笑，並以情緒為例，說明情緒也是目前管理學門中的一個重要研究

議題，例如探討管理者的情緒狀態與經營績效，或是公司員工的情緒如何相互感染

等。

　　當前學界日益重視的國際學術發表，英文寫作能力則不可或缺。有些學者認為以

英文撰寫研究計畫容易獲得高分，但其實以英文撰寫計畫不必然獲得較高的評分，如

果沒有一定的英文寫作能力，則建議還是用中文撰寫。林教授認為，一個好的研究計

畫是從一個好的研究題目開始，除了題目要創新有趣，最重要的是要有學術貢獻或啟

發，此外，研究方法的採用、研究問題與分析結果，是否與整個研究目的一致也是研

究者需要注意的。大家或許可以從回答what、what’s new，以及so what等三個問

題來構思一個研究計畫，what是關於整個研究計畫到底是要做什麼？而what’s 

new則是思考與現有研究文獻或成果有何不同？至於so what則是具體的貢獻是什

麼？包含學術理論的貢獻及實務貢獻。至於一個研究的組成則包含理論、分析方法

（analysis）、說故事（framing）。

　　期刊論文撰寫是一個漫長的學習過程，新進研究者初期或許可以在重要期刊中找

一篇與自身寫作方式相近的論文，模仿該論文的寫作風格，進而逐漸衍生出屬於自己

的寫作風格。最後，研究發想其實與研究者對於特定研究主題的瞭解程度有關，當一

個研究者長期深耕一個研究主題或子領域，對於特定研究領域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則

在研究發想階段會愈來愈能掌握，可以很快知道某個子領域的哪些主題是否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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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做，因此鼓勵大家都可以選定一個自己有興趣的領域並深入探討，不僅有助

於研究發想，在研究計畫評審委員也會注意到，除非你的計畫寫得非常好。培養自己

的研究領域除了主題的聚焦，也可以是方法的聚焦，但建議聚焦在某一個主題較佳。

長期聚焦在某一個主題，然後運用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來探討。

（二）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　

莊智薰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管理一學門包含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與理論、國際企業、策略管理、科技管

理、醫務管理等。依據歷年的資料顯示，不論一般學者還是新進學者，計畫的通過率

都是五成左右。莊教授認為在計畫撰寫時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主要分為計畫內容撰

寫、經費編列及相關事項兩大類。計畫內容撰寫其實是呼應論文發表，關於研究問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林豪傑教授主講「計畫發想與論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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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究原創性、研究重要性及預期貢獻、理論背景與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對象、

時程、衡量、分析）等項目都是重要的。不會因為是計畫撰寫就不重視理論背景的探

討，而多年期計畫更需要在研究期程的規劃中，清楚說明分年度執行的必須性。至於

經費編列應力求合理與詳實，否則在審查的過程中容易被認為不夠嚴謹。此外，若計

畫包含共同主持人，則須呈現其必要性與適任性。若有規劃出席特定國際會議，對於

國際會議的性質需多加留意，避免參加以營利為目的的掠奪型會議。最後，研究計畫

若涉及「行為科學研究」者，需檢附研究倫理審查送審證明；而涉及「人體試驗、人

類胚胎、基因重組實驗，動物實驗⋯⋯」者，需檢附研究倫理審查通過證明。

　　整體而言，研究計畫審查與評分的項目有計畫書內容及研究成果兩個項目，一般

研究人員在這兩個項目的評分占比各是60%與40%，而新進研究人員則是70%與

30%。近年在研究成果的評分傾向於質的衡量，研究者僅須呈現近10年代表性成果

（可含實作成果）至多5篇（本），且其中至少1篇（本）為近5年之研究成果，應避

免呈現所有的研究成果而導致審查者認為計畫申請者漫不經心的錯誤印象。此外，在

代表性研究成果是否圍繞著一個主軸或脈絡，有時也會成為審查者之參考。至於在評

量研究績效時，是依據《科技部人文司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表》，申

請人務必上傳代表性研究成果全文，而期刊水準、學術性專書是否經嚴格審查、著作

之合著人數與排序、著作發表時間，以及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創見及對學術、實務或社

會之重要貢獻等，都是研究成果的衡量指標。

　　最後，計畫審查程序有初審、複審，以及複審會議三個階段，當計畫進入複審會

議時會逐篇討論，確保審查過程的公正性。此外，必須提醒申請人要避免造假、變

造、抄襲、研究成果重複發表或未適當引註、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不當

作者列名等違反學術倫理的情事，論文與計畫必須適當引註；指導之研究生論文發

表，主持人得視為共同作者；但不宜直接以研究生論文申請計畫補助、同一研究計畫

亦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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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司長有約、學術與研究倫理為謝一誼博士撰文

四、與司長有約

　　上午精彩的分組討論結束之後，人文與社會科學司的林明仁司長，在下午與當天

參與工作坊的各學門學者，進行了簡短的談話。司長主要提到學界在研究計畫的構思

上，除了專題本身的內容外，也要考量對於社會的影響力。怎麼樣將學術的能量，更

朝向大學社會服務的角度去推廣。

五、學術與研究倫理

　　緊接著林司長的談話，工作坊下午的場次，由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暨研究

倫理中心主任鄭麗珍教授，以「違反學術研究倫理：以社會科學研究案例為例」此一

子題，和與會的大家探討我們應該怎麼樣去進行思考與判斷研究倫理，以及基本的學

術誠信問題。鄭教授特別提到，不管是哪種學科的專題研究，在方法或是研究成果的

層次，都應該考量到研究本身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學術倫理審查不是一個僵硬的

人文與社會科學司林明仁司長與青年學者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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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學術倫理的意義，意味著研究者必須奠基在社會正義原則下，來進行專題計畫

的發想和考量。在這樣的前提下，鄭教授特別強調研究誠信的重要性。這也意味著，

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當社會傾全力的支持學術研究，學術貢獻是否值得信賴？知識

份子的行為是否成為楷模？當我們討論違反研究誠信的社會學時，「研究誠信」作為

社會現象的主體，究竟是鑲嵌在什麼樣的社會脈絡裡？例如發生的原因、發生率、發

生的衝擊等等。這樣的思考，引導我們走向討論違反研究誠信的處理對策，也就是我

們怎麼去界定研究誠信的範圍，牽涉到的問題包括研究誠信是非黑即白的嗎？是什麼

樣的程度？究竟是逾越（crossing）了誠信範圍，還是侵犯（violating）？違反研

究誠信的管控為何？是他律或是自律？我們又要如何提升研究誠信的認知（aware-

ness）呢？應該仰賴預防或是教育的機制？

　　從社會科學研究的本質和特性出發，鄭教授特別著重探討研究倫理和研究誠信，

這兩個密切相關，但又不盡相同的議題。研究倫理涉及的，主要是研究實務本身；而

研究誠信則牽涉到研究者的行為。因此，研究倫理處理的層面，包括不當研究方法，

不良研究設計，設計分析邋遢，不尊重研究參與者，資料保存（隱私保密）不周，資

料管理（保存方式及期限、監督檢查）不周。而研究誠信則會關聯到捏造資料（fab-

rication），竄改資料，瓢竊抄襲（plagiarism），自我抄襲，作者安排，一稿多

投，以及無心的失誤行為。而其他的倫理事宜，則牽涉到例如研究經費及其他（利益

衝突未揭露、利用學術審查之便，惡整同儕、研究成果不實、濫用研究經費、浮濫告

發同儕違反學術倫理）。在研究者的行為上，則尚牽涉到像是不恰當行為，例如騷擾

助理或同事、不恰當的指導行為，例如指導學生過猶不及、帶酒意指導論文、缺乏社

會敏感度或不符合社會常理，等等。

　　鄭教授界定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研究倫理原則，前提是：如果不是有人願意參與研

究，社會科學的研究事實上是無從進行的，我們也無從累積，或建構有關社會與行為

現象的知識。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積極地保護參與研究者。社會科學的初衷，

乃是利他主義，意味社會科學希望藉研究，來表達社會關懷和解決社會問題。1979

年出版的Belmont Report（美國國家人類與生物醫學和行為研究委員會出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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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對象的研究倫理準則）便提出三個原則：respect for person, beneficence, 

and justice，除了這三原則，研究者在設計專題時，也要注意到社會科學研究可能

造成的研究傷害，譬如侵犯個人隱私，洩露個人資料，引發心理創傷，非直接身體傷

害，造成尷尬羞愧，遭到污名化，形成族群刻板化標籤，等等問題。鄭教授舉例來

說，在臺大的倫理審查委員會，假使處理到一個專題研究，會涉及到非學界的常民，

她往往在倫理審查的層次，邀請這些被當成研究對象的常民，來對於這樣研究是否會

對研究對象造成負面效果，提出反應。

　　鄭教授接著詳細地探討了研究牽涉的倫理議題，以及相關的案例。其中的議題包

括了Informed consent, Deception, The right to privacy等基本的準則，再來是更

為深層的倫理考量，包括怎麼去衡量研究附帶的負面影響（harm（、壓力（dis-

tress），以及利益（benefits）。研究若牽涉到控制組，但是在控制組的部分卻沒有

取得有效的待遇，這也是不公平的。

　　在研究誠信的部分，鄭教授提到了幾個重要框架，可以幫助我們去衡量研究者誠

信。包括能見度理論，意味著去提問一個研究是否是親身體驗，研究是否遵從出自內

化的正常規範，是否涉及社會的他律判斷，是否出自遵守外在的社會規範，違反了這

些規範，就是誠信偏差或是違反誠信。在歷史發展的面向上，我們可以說誠信偏差乃

是自古有之，但促請政府介入則是晚近之事。最早的案例是美國1980年代生物醫學

界，出現了幾個造假的事件，但這些生醫研究都領取了高額的政府補助經費，因而引

發了學術誠信的正式調查，也有隨附懲處的狀況。隨著這些事件增多，各國政府也開

始制定相關的研究倫理規範。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會有人想要以身試法呢？個人的原因可以有爭取研究

經費的壓力，期待快速獲致研究成果，學術研究生涯準備不足，竄改以回應經費補助

單位，個人的道德修為（追求名利，人際扭曲等等）。在學術環境的層面，則可能牽

涉到學校的升等壓力，孤獨的學術生涯，單打獨鬥的學術環境，急功好利的學術社

群，學術科技的操弄性高，以及對研究誠信規範的冷感，等等。我們的社會脈絡，事

實上也有關係，包括報喜不報憂的文化，錦上添花，幫派文化，尊師重道等等。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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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誠信的後果，包括對個人的影響，像是撤稿／撤學位，學術生涯中斷或終

止，身敗名裂，吃上官司等等。再來更傷害到學術界，因為造假研究浪費了不易得來

的研究經費，造成學術研究污名化，民眾不信任學術研究成果，學術研究的嚴謹度蒙

塵，等等超越了個人層次的問題。在社會的層面上，違反學術誠信的事件，本身樹立

了不良的社會典範，造假成果的應用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問題，也會導致更多政府管

理，以及法規的介入。這些更傷害人與人的關係，引發更嚴格的管理機制，造成學術

倫理審查的草木皆兵，法律制定的更明確嚴格，壓縮了模糊空間。

※青年學者研究經驗分享為張澄清博士撰文

六、青年學者研究經驗分享

（一）張芸瑄副教授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張芸瑄副教授服務於亞洲大學心理學系，由於具備臨床心理師證照，因此同時也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倫理中心主任鄭麗珍教授

主談「學術與研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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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研部、台灣臨床心理學會成

癮防治委員會，以及臺灣網路成癮防治學會等機構的成員，擔任執行秘書、顧問或監

事等職務。張副教授回憶當初選擇就讀心理學系乃是受到電影「靈異第六感」的啟

發，探討心理學符號Ψ的意義，從而發現該符號在希臘文原意是與靈魂及精神疾病有

關。目前的研究興趣涉及基礎心理學、認知心理學及臨床心理學等，並且嘗試結合資

訊工程技術來探討上述各領域之研究主題。

　　張副教授認為，構思研究計畫時應著重創意、創新及貢獻，研究發想的初期除了

多方收集資料進行腦力激盪外，向資深學者請益亦有助於釐清理論基礎及研究目標。

由於多數研究計畫為跨領域議題，因此與一些醫師組成跨領域合作團隊，在研究的旅

程中結伴而行，才能走得更遠。

（二）許書瑋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許書瑋副教授目前服務於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取得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後曾擔任臺灣大學工商管理系的博士後研究員及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所的約聘助理教授。主要的研究興趣是以質性研究方法探討華人文化下的組織行為

（工作意義）。許副教授回想第一次撰寫研究計畫前，也曾參與人社中心舉辦的寫作

工作坊，瞭解計畫評分的標準，另外則是向資深學者學習。

　　許副教授擅長以質性研究法進行探索性研究，也累積了一些成果。考量探索性研

究計畫不易撰寫且時間有限，因此不用新進人員計畫（計畫撰寫占比較高），轉而規

劃一些創新程度極高的探索性質性研究，例如：華人的工作意義、臉面領導，或是職

場犯小人等，一般民眾在職場中常常談論到的議題。在研究的歷程中，許副教授同樣

認為好的合作夥伴可分工、也可相互激盪，在研究生涯的前幾年，他是依賴子彈筆

記，過著極簡且規律的生活，留一些時間給自己、學習將工作拆解與外包、培養耐

心，同時規律地運動以維持身體健康。



活動報導

activity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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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no=0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張芸瑄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許書瑋副教授分享「青年學者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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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2月至4月業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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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3月

　　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110年3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110年3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110年3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

　　110年4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110年4月1日至110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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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