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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2020年11月開始，正式開設Facebook及Twitter專頁，即時發布本中心

活動及各業務開放受理時間，讓學界隨時掌握最新動向！

　　近期學術期刊出版公共化議題備受學界高度關注，我們為鼓勵國內學術期刊發展

全文開放取用（open access，OA），亦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在2021年2月26日舉辦

「人社期刊評比暨學術出版公共化座談會」，聆聽國內期刊的意見。同時也於「臺灣

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業務中的四項指標之一：「形式指標」中

新增加分項目，希望幫助國內期刊提升學術研究能見度，讓學術影響力更加普及與深

化。

　　除增加中心能見度、提升期刊學術影響力外，我們也積極規劃邀請境外博士候選

人至本中心訪問，以培育青年學者、促進國內外青年人才國際交流為目標，增設「境

外訪問博士候選人」作業要點，預計4月之後開始公告實施。歡迎將此業務分享給有

興趣的青年朋友！

　　2021年起，陸續有4位國內學者至中心訪問，本期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張珮青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古明君副教授分享她們的研究議題，希

望讓讀者一窺訪問學者的面貌。另外兩位學者的研究分享也將於下期出刊，敬請期

待！

　　雖則受到COVID-19影響，我們仍然積極舉辦各項學術活動，期望媒合跨領域研

究團隊、促進學術合作，並積極開拓人社領域特色研究。本期介紹2020年舉辦的

「媒體心理學論壇」，以及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黃貞穎特聘教授的「人文大師下午

茶‧探索與合作」，活動中的精采內容及花絮，請於報導中一飽眼福！

　　接下來，從4月開始，我們也即將舉辦一連串的活動：「貝蒙論壇SSCP永續消

費與生產說明會」（2021/4/7）、『「臺灣的區域研究：前景與挑戰」論壇』

（2021/4/9）、『從生育、養育到教育—「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的價值與應用工作

坊』（2021/4/9、5/7、5/27）、「島語新聲：台灣語言混雜現象與理論化論壇」

（2021/6/5）、『環境人文夏日大學「想像人類世下的自然」』

（2021/6/28-7/1），歡迎我們的舊雨新知持續關注相關訊息，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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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珮青：研究與教學的融合與並進
採訪／李宛芝、林威辰　撰文／李宛芝

　　在現代科技發達，各式各樣的學習過程都漸漸與機器密不可分的時代中，如何運

用機器幫助學習？當語言學理論與外語教學交織時，又會擦出甚麼火花？2021年科

技部人社中心國內訪問學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張珮青副教授，嘗試在教學

現場，透過紮實的理論基礎，希望能為學生帶來不同的學習視野。

向下紮根基礎理論

　　張珮青的研究領域主要在應用語言學，在求

學過程中，本來的研究領域是教育及學習科技，

後來因為指導教授是語言學家，因此影響她開始

嘗試將語言學理論與教育、學習科技領域的研究

及教學現場結合。

　　張珮青運用的主要研究理論為「系統功能語

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SFL有三大面向：interpersonal meta-

function，內涵為寫作中與人互動的角色與態

度、textual metafunction則是指文章組織、

ideational function著重在文本中闡述發生的人

事物。

　　在攻讀博士期間，張珮青是以學術論文寫作的教學作為研究主軸，並以SFL理論

為基礎。開始擔任教職後，研究也圍繞SFL的三個面向開展不同的研究議題。近年主

要探討用在寫作上的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textual metafunction，並在三

者中最基礎的ideational function中，加入multimodal閱讀研究，使研究議題跨出

學術論文寫作的範疇。

　　在梳理多模態語言學習的文獻過程中，她注意到目前研究多以閱讀材料的圖或文

的單一模態分開來探討意義，但張珮青認為圖文作為輔助資源，更應該關注圖與文的

結合程度是如何幫助閱讀者進行理解，以及如果兩者關聯性不高，會對閱讀者造成甚

麼影響。

理論與教學的結合

　　談到自己的教育背景，張珮青也說明在剛開始接觸語言學時，就發現到語言學的

研究及理論中，較少考量到在教學現場應該如何教學，以及如何與學生互動。

　　因本身對教學很有興趣，加上求學期間已經有涉獵學習科技。因此在SFL理論耕

耘一段時間後，她還是希望能回到研究的根，回到學習科技的領域，探求不同的可

能。

　　因此此次來訪的研究議題，是以探討Google Translate與學生英語學習的關聯

為主軸，此一議題正是逐步嘗試將學習科技帶入語言教學現場，重新思考研究與教學

之間的連結與可能性。

　　由於Google Translate是相對新的研究，目前相關研究的文獻還不多，所以尚

未帶入SFL的語言理論，而是用傳統的評測方式進行實驗，先著重在觀察如何讓學生

可以順利使用工具，預計等累積初步的證據後，才會結合理論，探討更深入的問題。

　　之所以選擇Google Translate作為學習的工具，張珮青認為Google Translate

一開始雖然為人詬病，但透過近幾年來廣泛運用，累積龐大的資料後，這個工具也在

逐漸成長，克服弱點。雖然仍有可能因為文化語境的不同，產生一些較低階的錯誤，

但如果是用複雜的、具邏輯性的字句進行翻譯，反而可以呈現出優秀的翻譯成果。

　　因此，在將Google Translate帶入教學現場，進行實驗時，對她來說的挑戰，

並非機器本身的問題，而是在設計教學與實驗方法上，以及在教學現場如何訓練學生

有效地使用此工具學習語言。

　　在實際教學上，張珮青發現，學生在寫作時，會有無法緊扣題目的回答，或是文

章本身內容不切實，以致於後續翻譯的結果不盡理想。因此就目前的觀察而言，如果

學生本身寫作就有邏輯層次，對英文結構有基礎認識，運用Google Translate是可

以加乘學習效果的；反之，若學生最初的構想及寫作已有問題，可能也無法藉由

Google Translate的幫助達到學習成效。而這就需要訓練學生預先修訂自己的母語

意義表達。

　　Google Translate作為一種工具，很難禁止學生使用，與其防堵學生使用工

具，不如疏導並引導學生如何正確的使用工具，並藉由工具發現錯誤，是張珮青最初

的想法。她想強調的重點是，使用Google Translate是需要經過訓練的。訓練學生

如何使用後，他們是否能更適當的使用Google Translate？但隨著實驗的過程，她

也觀察到，對學生來說，運用工具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發現錯誤，並瞭解如何修

正，因此機器是否真的能幫助學習？也是目前將持續探索的議題。

融合教學與跨領域研究

　　由於張珮青的教學設計，都會與研究結合，因此有很多需要與學生磨合，甚至是

無法磨合的狀況，對雙方來說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以設計實驗來說，不論課堂前進行

再多次沙盤推演，在教學現場還是會產生各種問題。但她仍然希望在進行自己研究的

同時，也能在教學中傳遞想讓學生了解並吸收的知識。

　　張珮青也認為跨領域研究有其必要性，就她自身的經驗而言，最初的教育領域知

識，後來學習語言學、使用多模態研究，同時也涉及到符號學、學習科技等，讓她有

很多不同議題的結合及跨領域空間。跨領域與紮實的理論基礎，對於研究非常重要。

張珮青也鼓勵學生學習基礎理論，有了紮實的語言學基礎理論，再結合不同議題的研

究，能更深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張珮青也提到，未來希望嘗試將「遊戲」的元素與課程結合，試著讓學習變得有

趣。在以前的課程設計中，課程的設計及想傳達的知識，是先於學生想要的知識。但

遊戲的概念則是相反，是要了解學生想要知道甚麼，並思考可以透過甚麼途徑傳達。

讓課程不只是出自老師端的知識的傳授，而是從學生的觀點來引發學習興趣，讓學生

更勇於表達想法，讓學生能在玩得過程中，也可以學得盡興，使教學與研究可以相互

加強跟成長，彼此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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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程中，本來的研究領域是教育及學習科技，

後來因為指導教授是語言學家，因此影響她開始

嘗試將語言學理論與教育、學習科技領域的研究

及教學現場結合。

　　張珮青運用的主要研究理論為「系統功能語

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SFL有三大面向：interpersonal meta-

function，內涵為寫作中與人互動的角色與態

度、textual metafunction則是指文章組織、

ideational function著重在文本中闡述發生的人

事物。

　　在攻讀博士期間，張珮青是以學術論文寫作的教學作為研究主軸，並以SFL理論

為基礎。開始擔任教職後，研究也圍繞SFL的三個面向開展不同的研究議題。近年主

要探討用在寫作上的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textual metafunction，並在三

者中最基礎的ideational function中，加入multimodal閱讀研究，使研究議題跨出

學術論文寫作的範疇。

　　在梳理多模態語言學習的文獻過程中，她注意到目前研究多以閱讀材料的圖或文

的單一模態分開來探討意義，但張珮青認為圖文作為輔助資源，更應該關注圖與文的

結合程度是如何幫助閱讀者進行理解，以及如果兩者關聯性不高，會對閱讀者造成甚

麼影響。

理論與教學的結合

　　談到自己的教育背景，張珮青也說明在剛開始接觸語言學時，就發現到語言學的

研究及理論中，較少考量到在教學現場應該如何教學，以及如何與學生互動。

　　因本身對教學很有興趣，加上求學期間已經有涉獵學習科技。因此在SFL理論耕

耘一段時間後，她還是希望能回到研究的根，回到學習科技的領域，探求不同的可

能。

　　因此此次來訪的研究議題，是以探討Google Translate與學生英語學習的關聯

為主軸，此一議題正是逐步嘗試將學習科技帶入語言教學現場，重新思考研究與教學

之間的連結與可能性。

　　由於Google Translate是相對新的研究，目前相關研究的文獻還不多，所以尚

未帶入SFL的語言理論，而是用傳統的評測方式進行實驗，先著重在觀察如何讓學生

可以順利使用工具，預計等累積初步的證據後，才會結合理論，探討更深入的問題。

　　之所以選擇Google Translate作為學習的工具，張珮青認為Google Translate

一開始雖然為人詬病，但透過近幾年來廣泛運用，累積龐大的資料後，這個工具也在

逐漸成長，克服弱點。雖然仍有可能因為文化語境的不同，產生一些較低階的錯誤，

但如果是用複雜的、具邏輯性的字句進行翻譯，反而可以呈現出優秀的翻譯成果。

　　因此，在將Google Translate帶入教學現場，進行實驗時，對她來說的挑戰，

並非機器本身的問題，而是在設計教學與實驗方法上，以及在教學現場如何訓練學生

有效地使用此工具學習語言。

　　在實際教學上，張珮青發現，學生在寫作時，會有無法緊扣題目的回答，或是文

章本身內容不切實，以致於後續翻譯的結果不盡理想。因此就目前的觀察而言，如果

學生本身寫作就有邏輯層次，對英文結構有基礎認識，運用Google Translate是可

以加乘學習效果的；反之，若學生最初的構想及寫作已有問題，可能也無法藉由

Google Translate的幫助達到學習成效。而這就需要訓練學生預先修訂自己的母語

意義表達。

　　Google Translate作為一種工具，很難禁止學生使用，與其防堵學生使用工

具，不如疏導並引導學生如何正確的使用工具，並藉由工具發現錯誤，是張珮青最初

的想法。她想強調的重點是，使用Google Translate是需要經過訓練的。訓練學生

如何使用後，他們是否能更適當的使用Google Translate？但隨著實驗的過程，她

也觀察到，對學生來說，運用工具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發現錯誤，並瞭解如何修

正，因此機器是否真的能幫助學習？也是目前將持續探索的議題。

融合教學與跨領域研究

　　由於張珮青的教學設計，都會與研究結合，因此有很多需要與學生磨合，甚至是

無法磨合的狀況，對雙方來說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以設計實驗來說，不論課堂前進行

再多次沙盤推演，在教學現場還是會產生各種問題。但她仍然希望在進行自己研究的

同時，也能在教學中傳遞想讓學生了解並吸收的知識。

　　張珮青也認為跨領域研究有其必要性，就她自身的經驗而言，最初的教育領域知

識，後來學習語言學、使用多模態研究，同時也涉及到符號學、學習科技等，讓她有

很多不同議題的結合及跨領域空間。跨領域與紮實的理論基礎，對於研究非常重要。

張珮青也鼓勵學生學習基礎理論，有了紮實的語言學基礎理論，再結合不同議題的研

究，能更深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張珮青也提到，未來希望嘗試將「遊戲」的元素與課程結合，試著讓學習變得有

趣。在以前的課程設計中，課程的設計及想傳達的知識，是先於學生想要的知識。但

遊戲的概念則是相反，是要了解學生想要知道甚麼，並思考可以透過甚麼途徑傳達。

讓課程不只是出自老師端的知識的傳授，而是從學生的觀點來引發學習興趣，讓學生

更勇於表達想法，讓學生能在玩得過程中，也可以學得盡興，使教學與研究可以相互

加強跟成長，彼此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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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代科技發達，各式各樣的學習過程都漸漸與機器密不可分的時代中，如何運

用機器幫助學習？當語言學理論與外語教學交織時，又會擦出甚麼火花？2021年科

技部人社中心國內訪問學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張珮青副教授，嘗試在教學

現場，透過紮實的理論基礎，希望能為學生帶來不同的學習視野。

向下紮根基礎理論

　　張珮青的研究領域主要在應用語言學，在求

學過程中，本來的研究領域是教育及學習科技，

後來因為指導教授是語言學家，因此影響她開始

嘗試將語言學理論與教育、學習科技領域的研究

及教學現場結合。

　　張珮青運用的主要研究理論為「系統功能語

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SFL有三大面向：interpersonal meta-

function，內涵為寫作中與人互動的角色與態

度、textual metafunction則是指文章組織、

ideational function著重在文本中闡述發生的人

事物。

　　在攻讀博士期間，張珮青是以學術論文寫作的教學作為研究主軸，並以SFL理論

為基礎。開始擔任教職後，研究也圍繞SFL的三個面向開展不同的研究議題。近年主

要探討用在寫作上的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textual metafunction，並在三

者中最基礎的ideational function中，加入multimodal閱讀研究，使研究議題跨出

學術論文寫作的範疇。

　　在梳理多模態語言學習的文獻過程中，她注意到目前研究多以閱讀材料的圖或文

的單一模態分開來探討意義，但張珮青認為圖文作為輔助資源，更應該關注圖與文的

結合程度是如何幫助閱讀者進行理解，以及如果兩者關聯性不高，會對閱讀者造成甚

麼影響。

理論與教學的結合

　　談到自己的教育背景，張珮青也說明在剛開始接觸語言學時，就發現到語言學的

研究及理論中，較少考量到在教學現場應該如何教學，以及如何與學生互動。

　　因本身對教學很有興趣，加上求學期間已經有涉獵學習科技。因此在SFL理論耕

耘一段時間後，她還是希望能回到研究的根，回到學習科技的領域，探求不同的可

能。

　　因此此次來訪的研究議題，是以探討Google Translate與學生英語學習的關聯

為主軸，此一議題正是逐步嘗試將學習科技帶入語言教學現場，重新思考研究與教學

之間的連結與可能性。

　　由於Google Translate是相對新的研究，目前相關研究的文獻還不多，所以尚

未帶入SFL的語言理論，而是用傳統的評測方式進行實驗，先著重在觀察如何讓學生

可以順利使用工具，預計等累積初步的證據後，才會結合理論，探討更深入的問題。

　　之所以選擇Google Translate作為學習的工具，張珮青認為Google Translate

一開始雖然為人詬病，但透過近幾年來廣泛運用，累積龐大的資料後，這個工具也在

逐漸成長，克服弱點。雖然仍有可能因為文化語境的不同，產生一些較低階的錯誤，

但如果是用複雜的、具邏輯性的字句進行翻譯，反而可以呈現出優秀的翻譯成果。

　　因此，在將Google Translate帶入教學現場，進行實驗時，對她來說的挑戰，

並非機器本身的問題，而是在設計教學與實驗方法上，以及在教學現場如何訓練學生

有效地使用此工具學習語言。

　　在實際教學上，張珮青發現，學生在寫作時，會有無法緊扣題目的回答，或是文

章本身內容不切實，以致於後續翻譯的結果不盡理想。因此就目前的觀察而言，如果

學生本身寫作就有邏輯層次，對英文結構有基礎認識，運用Google Translate是可

以加乘學習效果的；反之，若學生最初的構想及寫作已有問題，可能也無法藉由

Google Translate的幫助達到學習成效。而這就需要訓練學生預先修訂自己的母語

意義表達。

　　Google Translate作為一種工具，很難禁止學生使用，與其防堵學生使用工

具，不如疏導並引導學生如何正確的使用工具，並藉由工具發現錯誤，是張珮青最初

的想法。她想強調的重點是，使用Google Translate是需要經過訓練的。訓練學生

如何使用後，他們是否能更適當的使用Google Translate？但隨著實驗的過程，她

也觀察到，對學生來說，運用工具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發現錯誤，並瞭解如何修

正，因此機器是否真的能幫助學習？也是目前將持續探索的議題。

融合教學與跨領域研究

　　由於張珮青的教學設計，都會與研究結合，因此有很多需要與學生磨合，甚至是

無法磨合的狀況，對雙方來說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以設計實驗來說，不論課堂前進行

再多次沙盤推演，在教學現場還是會產生各種問題。但她仍然希望在進行自己研究的

同時，也能在教學中傳遞想讓學生了解並吸收的知識。

　　張珮青也認為跨領域研究有其必要性，就她自身的經驗而言，最初的教育領域知

識，後來學習語言學、使用多模態研究，同時也涉及到符號學、學習科技等，讓她有

很多不同議題的結合及跨領域空間。跨領域與紮實的理論基礎，對於研究非常重要。

張珮青也鼓勵學生學習基礎理論，有了紮實的語言學基礎理論，再結合不同議題的研

究，能更深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張珮青也提到，未來希望嘗試將「遊戲」的元素與課程結合，試著讓學習變得有

趣。在以前的課程設計中，課程的設計及想傳達的知識，是先於學生想要的知識。但

遊戲的概念則是相反，是要了解學生想要知道甚麼，並思考可以透過甚麼途徑傳達。

讓課程不只是出自老師端的知識的傳授，而是從學生的觀點來引發學習興趣，讓學生

更勇於表達想法，讓學生能在玩得過程中，也可以學得盡興，使教學與研究可以相互

加強跟成長，彼此推進。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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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明君：疫情中的中國國家治理與移動政治
採訪／李宛芝、林威辰　撰文／李宛芝

　　COVID-19為2020年帶來極大的衝擊，究竟在疫情蔓延的時代中，中國是如何治

理國家？在此非常態時期，「人」、「物」與「資訊」的流動，呈現了怎樣的權力圖

像？此次邀請來訪本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古明君副教

授，分享疫情期間如何持續挖掘中國國家治理及移動的議題。

疫情時期的人、物及資訊流動

　　古明君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國的文化政治，關注的議題包括中國民間信仰、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跨國交流，在分析上向來會處理到各種人群或物質的流動。受到疫情影

響，她執行中的科技部計畫「媽祖信仰跨海峽進香的移動政治」，無法如原定安排赴

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但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古明君因本身研究興趣，持續大量

閱讀中國各方面與疫情相關的社群媒體消息，緣此，引起她重新思考在中國的脈絡下

治理與流動之關係。

流動，不僅是指人群的移動，還有物資運輸，以及因現代科技發達而產生的資訊交

流。疫情期間，中國是透過何種空間手段管制人群的移動？在物資上，如口罩、醫療

物資等運送及分配，如何進行？如何掌握與運用疫情相關的資訊流（疫情資訊與輿

情）？皆是疫情期間浮現的，與流動有關的中國國家治理問題。

　　受益於移動研究的理論文獻，古明君從「移動的不均等分布」切入作為提問的起

點。分析人口、物資、資訊流動中的不均等分布，以此掌握其中的階序與權力，也希

望藉由對中國疫情期間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來理解中國政體在緊急狀況中，回應危機

的國家能力、治理邏輯以及社會控制等現象。

　　目前的研究先處理了「人」的流動。她指出多數民主國家的防疫措施仰賴個人主

體約束自我行為。例如臺灣推行的防疫新生活，或是歐美各國關閉公共空間，保持社

交距離等，這些主要是透過個體的自我技術來遏制病毒傳染。相較之下，中國採取嚴

厲的空間技術，從疫情爆發時的「封城」到其後的「封閉式管理」，是將人鎖定在特

定區域，不得隨意移動，呈現的是前現代性質且具有戰爭寓意的空間技術。

　　人類為甚麼要移動？因為人必須靠移動來趨近其生存所需要的資源，也因此現代

民主國家往往將遷徙視為人的基本權利。透過媒體資料，古明君看到：在封城令頒布

初期，封鎖區內的人、物資及資訊的流動，反而越加劇烈，因為人們必須不斷奔走購

買糧食、藥品、口罩等生存必要物資。直到後來疫情更加嚴峻，中國各地出現「封閉

式管理」，封鎖緊縮到更小的尺度：社區，甚至是建築物的樓棟，相關資料中也呈現

了此種管理模式造成的許多糾紛案例。

　　封城與封閉式管理，實施恰在春節期間。但假期結束後，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復

工的難題，必須解除人口流動的封凍狀態，將勞動人口從農村移到工業地區。無法復

工不僅會造成經濟下滑，更會進一步引發社會與政治不穩定。為了解決復工問題，各

省分開始祭出各種手段，有推行復工專車、火車甚至是飛機，將勞工接到工廠所在

地，後來更發展出「健康碼」個人電子通行證。

健康碼與碎裂的數位地景

　　「健康碼」是管制流動的數位科技。最先開發健康碼是在浙江杭州的餘杭區，該

地不僅是企業聚集地，也是阿里巴巴集團總部所在地，同時是中國大力推行電子支付

的地區。最初開發餘杭綠碼並發展為杭州健康碼，是希望運用數位技術解決因防疫造

成的移動障礙，以個人健康資訊為風險分類判准，讓低風險勞動人口可以順利回到工

作崗位。由於餘杭區的特殊地緣關係，地方政府願意釋放並整合各部門資料庫，開發

健康碼是地方政府與科技巨頭的協力之作。

　　健康碼呈現出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樣貌，是值得深思的議題。目前對於數位

威權主義的理解，主要認為：政府透過科技將所有資訊數位化，一方面使人民生活變

得更加方便，但與此同時，政府也更嚴密的控制人民的言行舉止，一旦發現對政府發

出異音，就會因此失去所有的權利。但古明君目前的研究注意到：以健康碼來看，各

地的開發歷程不一、不同地方政府的數位能力也有落差，即便中央政府試圖在各省分

推行全國統一的健康碼系統，但實際的情況是各地的數位技術發展過程多重又碎裂，

整合非常有限，這造成了碎裂化的數位地景：移動的人口因為不清楚各地的當地狀

況，無法順利接收到資訊，或是移動者身上得準備好幾種不同的健康碼，運用在不同

的場合（長程運輸、當地公共交通、進入工作場所等），全國一碼通行很難達成。此

外，健康碼實施之後，移動管制仍然並非僅僅關於數據資訊的科技運用，特定的身分

標記還是人群分類的重要依據。武漢因為是疫情起源地，來自武漢的人，即使持綠碼

移動，仍會因為來自武漢遭到其他地區的人歧視，甚至不讓通行。 

　　古明君指出：封城，封閉式管理、與健康碼實施呈現的移動不均等分布，可以用

移動研究提出的「摩擦」概念來理解。此處指的摩擦並非物理現象，而是具有社會性

質的阻力。國家在不同人口上放置不同的摩擦係數，作為一種控制流動以達到特定目

的的手段。特定身分的磨擦係數極大，例如封城下武漢城內的人，導致他們的移動遭

到巨大阻力，只能困在特定地區。但是，封城並非「不進不出」，實際上還是有特定

人群可以進出其中。例如在疫情期間的紅色志願者（志願協助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擔

任各式職務的人員，如志願到醫院擔任護士），不僅摩擦係數小，政府甚至會提供推

力，讓他們可以平滑的移動。

持續探索中國議題

　　目前這個研究的主要分析資料來自媒體報導與社群網路內容，接下來會積極尋找

訪談對象，希望可以更為貼近當地移動經驗。個人具身的移動經驗，一方面展現國家

的治理技術，一方面也可能呈現國家能力的限制。同時，古明君也提到，由於臺灣的

疫情不嚴重，因此用臺灣的防疫角度去理解其他國家的防疫經驗是有限的。近期各國

學者積極分享不同面向的COVID-19相關經驗研究，她認為在此時應該帶著比較視

野，了解其他國家的不同狀況。作為中國研究的學者，古明君此次亦是運用比較的眼

光重新審視中國，藉此了解威權國家如何在重大災難來臨時進行治理，並從中國的防

疫來談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她也提到，作為一個社會學者，閱讀社群媒體資料使她在

無法親臨田野現場時目睹了正在發生的事，而分析資料和寫作，則是將自己當作轉譯

者，將資料整理出清楚的理路後呈現，讓社會大眾能夠知曉，中國在疫情期間是如何

治理國家。

　　在中國越加集權化、國安越加嚴格，全世界的學術研究社群都越發難以進入中國

做實證研究的狀況下，臺灣的學術社群已經是最靠近中國，而且具有能閱讀中文的優

勢，也相對容易搜尋資料，可以說是中國研究的前沿。中國的現況是臺灣無法迴避的

重要課題，更應該積極開展研究。因此古明君不僅期許自己持續努力耕耘，也希望能

有更多研究者可以更深入的探索中國治理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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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為2020年帶來極大的衝擊，究竟在疫情蔓延的時代中，中國是如何治

理國家？在此非常態時期，「人」、「物」與「資訊」的流動，呈現了怎樣的權力圖

像？此次邀請來訪本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古明君副教

授，分享疫情期間如何持續挖掘中國國家治理及移動的議題。

疫情時期的人、物及資訊流動

　　古明君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國的文化政治，關注的議題包括中國民間信仰、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跨國交流，在分析上向來會處理到各種人群或物質的流動。受到疫情影

響，她執行中的科技部計畫「媽祖信仰跨海峽進香的移動政治」，無法如原定安排赴

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但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古明君因本身研究興趣，持續大量

閱讀中國各方面與疫情相關的社群媒體消息，緣此，引起她重新思考在中國的脈絡下

治理與流動之關係。

流動，不僅是指人群的移動，還有物資運輸，以及因現代科技發達而產生的資訊交

流。疫情期間，中國是透過何種空間手段管制人群的移動？在物資上，如口罩、醫療

物資等運送及分配，如何進行？如何掌握與運用疫情相關的資訊流（疫情資訊與輿

情）？皆是疫情期間浮現的，與流動有關的中國國家治理問題。

　　受益於移動研究的理論文獻，古明君從「移動的不均等分布」切入作為提問的起

點。分析人口、物資、資訊流動中的不均等分布，以此掌握其中的階序與權力，也希

望藉由對中國疫情期間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來理解中國政體在緊急狀況中，回應危機

的國家能力、治理邏輯以及社會控制等現象。

　　目前的研究先處理了「人」的流動。她指出多數民主國家的防疫措施仰賴個人主

體約束自我行為。例如臺灣推行的防疫新生活，或是歐美各國關閉公共空間，保持社

交距離等，這些主要是透過個體的自我技術來遏制病毒傳染。相較之下，中國採取嚴

厲的空間技術，從疫情爆發時的「封城」到其後的「封閉式管理」，是將人鎖定在特

定區域，不得隨意移動，呈現的是前現代性質且具有戰爭寓意的空間技術。

　　人類為甚麼要移動？因為人必須靠移動來趨近其生存所需要的資源，也因此現代

民主國家往往將遷徙視為人的基本權利。透過媒體資料，古明君看到：在封城令頒布

初期，封鎖區內的人、物資及資訊的流動，反而越加劇烈，因為人們必須不斷奔走購

買糧食、藥品、口罩等生存必要物資。直到後來疫情更加嚴峻，中國各地出現「封閉

式管理」，封鎖緊縮到更小的尺度：社區，甚至是建築物的樓棟，相關資料中也呈現

了此種管理模式造成的許多糾紛案例。

　　封城與封閉式管理，實施恰在春節期間。但假期結束後，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復

工的難題，必須解除人口流動的封凍狀態，將勞動人口從農村移到工業地區。無法復

工不僅會造成經濟下滑，更會進一步引發社會與政治不穩定。為了解決復工問題，各

省分開始祭出各種手段，有推行復工專車、火車甚至是飛機，將勞工接到工廠所在

地，後來更發展出「健康碼」個人電子通行證。

健康碼與碎裂的數位地景

　　「健康碼」是管制流動的數位科技。最先開發健康碼是在浙江杭州的餘杭區，該

地不僅是企業聚集地，也是阿里巴巴集團總部所在地，同時是中國大力推行電子支付

的地區。最初開發餘杭綠碼並發展為杭州健康碼，是希望運用數位技術解決因防疫造

成的移動障礙，以個人健康資訊為風險分類判准，讓低風險勞動人口可以順利回到工

作崗位。由於餘杭區的特殊地緣關係，地方政府願意釋放並整合各部門資料庫，開發

健康碼是地方政府與科技巨頭的協力之作。

　　健康碼呈現出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樣貌，是值得深思的議題。目前對於數位

威權主義的理解，主要認為：政府透過科技將所有資訊數位化，一方面使人民生活變

得更加方便，但與此同時，政府也更嚴密的控制人民的言行舉止，一旦發現對政府發

出異音，就會因此失去所有的權利。但古明君目前的研究注意到：以健康碼來看，各

地的開發歷程不一、不同地方政府的數位能力也有落差，即便中央政府試圖在各省分

推行全國統一的健康碼系統，但實際的情況是各地的數位技術發展過程多重又碎裂，

整合非常有限，這造成了碎裂化的數位地景：移動的人口因為不清楚各地的當地狀

況，無法順利接收到資訊，或是移動者身上得準備好幾種不同的健康碼，運用在不同

的場合（長程運輸、當地公共交通、進入工作場所等），全國一碼通行很難達成。此

外，健康碼實施之後，移動管制仍然並非僅僅關於數據資訊的科技運用，特定的身分

標記還是人群分類的重要依據。武漢因為是疫情起源地，來自武漢的人，即使持綠碼

移動，仍會因為來自武漢遭到其他地區的人歧視，甚至不讓通行。 

　　古明君指出：封城，封閉式管理、與健康碼實施呈現的移動不均等分布，可以用

移動研究提出的「摩擦」概念來理解。此處指的摩擦並非物理現象，而是具有社會性

質的阻力。國家在不同人口上放置不同的摩擦係數，作為一種控制流動以達到特定目

的的手段。特定身分的磨擦係數極大，例如封城下武漢城內的人，導致他們的移動遭

到巨大阻力，只能困在特定地區。但是，封城並非「不進不出」，實際上還是有特定

人群可以進出其中。例如在疫情期間的紅色志願者（志願協助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擔

任各式職務的人員，如志願到醫院擔任護士），不僅摩擦係數小，政府甚至會提供推

力，讓他們可以平滑的移動。

持續探索中國議題

　　目前這個研究的主要分析資料來自媒體報導與社群網路內容，接下來會積極尋找

訪談對象，希望可以更為貼近當地移動經驗。個人具身的移動經驗，一方面展現國家

的治理技術，一方面也可能呈現國家能力的限制。同時，古明君也提到，由於臺灣的

疫情不嚴重，因此用臺灣的防疫角度去理解其他國家的防疫經驗是有限的。近期各國

學者積極分享不同面向的COVID-19相關經驗研究，她認為在此時應該帶著比較視

野，了解其他國家的不同狀況。作為中國研究的學者，古明君此次亦是運用比較的眼

光重新審視中國，藉此了解威權國家如何在重大災難來臨時進行治理，並從中國的防

疫來談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她也提到，作為一個社會學者，閱讀社群媒體資料使她在

無法親臨田野現場時目睹了正在發生的事，而分析資料和寫作，則是將自己當作轉譯

者，將資料整理出清楚的理路後呈現，讓社會大眾能夠知曉，中國在疫情期間是如何

治理國家。

　　在中國越加集權化、國安越加嚴格，全世界的學術研究社群都越發難以進入中國

做實證研究的狀況下，臺灣的學術社群已經是最靠近中國，而且具有能閱讀中文的優

勢，也相對容易搜尋資料，可以說是中國研究的前沿。中國的現況是臺灣無法迴避的

重要課題，更應該積極開展研究。因此古明君不僅期許自己持續努力耕耘，也希望能

有更多研究者可以更深入的探索中國治理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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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為2020年帶來極大的衝擊，究竟在疫情蔓延的時代中，中國是如何治

理國家？在此非常態時期，「人」、「物」與「資訊」的流動，呈現了怎樣的權力圖

像？此次邀請來訪本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古明君副教

授，分享疫情期間如何持續挖掘中國國家治理及移動的議題。

疫情時期的人、物及資訊流動

　　古明君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國的文化政治，關注的議題包括中國民間信仰、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跨國交流，在分析上向來會處理到各種人群或物質的流動。受到疫情影

響，她執行中的科技部計畫「媽祖信仰跨海峽進香的移動政治」，無法如原定安排赴

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但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古明君因本身研究興趣，持續大量

閱讀中國各方面與疫情相關的社群媒體消息，緣此，引起她重新思考在中國的脈絡下

治理與流動之關係。

流動，不僅是指人群的移動，還有物資運輸，以及因現代科技發達而產生的資訊交

流。疫情期間，中國是透過何種空間手段管制人群的移動？在物資上，如口罩、醫療

物資等運送及分配，如何進行？如何掌握與運用疫情相關的資訊流（疫情資訊與輿

情）？皆是疫情期間浮現的，與流動有關的中國國家治理問題。

　　受益於移動研究的理論文獻，古明君從「移動的不均等分布」切入作為提問的起

點。分析人口、物資、資訊流動中的不均等分布，以此掌握其中的階序與權力，也希

望藉由對中國疫情期間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來理解中國政體在緊急狀況中，回應危機

的國家能力、治理邏輯以及社會控制等現象。

　　目前的研究先處理了「人」的流動。她指出多數民主國家的防疫措施仰賴個人主

體約束自我行為。例如臺灣推行的防疫新生活，或是歐美各國關閉公共空間，保持社

交距離等，這些主要是透過個體的自我技術來遏制病毒傳染。相較之下，中國採取嚴

厲的空間技術，從疫情爆發時的「封城」到其後的「封閉式管理」，是將人鎖定在特

定區域，不得隨意移動，呈現的是前現代性質且具有戰爭寓意的空間技術。

　　人類為甚麼要移動？因為人必須靠移動來趨近其生存所需要的資源，也因此現代

民主國家往往將遷徙視為人的基本權利。透過媒體資料，古明君看到：在封城令頒布

初期，封鎖區內的人、物資及資訊的流動，反而越加劇烈，因為人們必須不斷奔走購

買糧食、藥品、口罩等生存必要物資。直到後來疫情更加嚴峻，中國各地出現「封閉

式管理」，封鎖緊縮到更小的尺度：社區，甚至是建築物的樓棟，相關資料中也呈現

了此種管理模式造成的許多糾紛案例。

　　封城與封閉式管理，實施恰在春節期間。但假期結束後，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復

工的難題，必須解除人口流動的封凍狀態，將勞動人口從農村移到工業地區。無法復

工不僅會造成經濟下滑，更會進一步引發社會與政治不穩定。為了解決復工問題，各

省分開始祭出各種手段，有推行復工專車、火車甚至是飛機，將勞工接到工廠所在

地，後來更發展出「健康碼」個人電子通行證。

健康碼與碎裂的數位地景

　　「健康碼」是管制流動的數位科技。最先開發健康碼是在浙江杭州的餘杭區，該

地不僅是企業聚集地，也是阿里巴巴集團總部所在地，同時是中國大力推行電子支付

的地區。最初開發餘杭綠碼並發展為杭州健康碼，是希望運用數位技術解決因防疫造

成的移動障礙，以個人健康資訊為風險分類判准，讓低風險勞動人口可以順利回到工

作崗位。由於餘杭區的特殊地緣關係，地方政府願意釋放並整合各部門資料庫，開發

健康碼是地方政府與科技巨頭的協力之作。

　　健康碼呈現出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樣貌，是值得深思的議題。目前對於數位

威權主義的理解，主要認為：政府透過科技將所有資訊數位化，一方面使人民生活變

得更加方便，但與此同時，政府也更嚴密的控制人民的言行舉止，一旦發現對政府發

出異音，就會因此失去所有的權利。但古明君目前的研究注意到：以健康碼來看，各

地的開發歷程不一、不同地方政府的數位能力也有落差，即便中央政府試圖在各省分

推行全國統一的健康碼系統，但實際的情況是各地的數位技術發展過程多重又碎裂，

整合非常有限，這造成了碎裂化的數位地景：移動的人口因為不清楚各地的當地狀

況，無法順利接收到資訊，或是移動者身上得準備好幾種不同的健康碼，運用在不同

的場合（長程運輸、當地公共交通、進入工作場所等），全國一碼通行很難達成。此

外，健康碼實施之後，移動管制仍然並非僅僅關於數據資訊的科技運用，特定的身分

標記還是人群分類的重要依據。武漢因為是疫情起源地，來自武漢的人，即使持綠碼

移動，仍會因為來自武漢遭到其他地區的人歧視，甚至不讓通行。 

　　古明君指出：封城，封閉式管理、與健康碼實施呈現的移動不均等分布，可以用

移動研究提出的「摩擦」概念來理解。此處指的摩擦並非物理現象，而是具有社會性

質的阻力。國家在不同人口上放置不同的摩擦係數，作為一種控制流動以達到特定目

的的手段。特定身分的磨擦係數極大，例如封城下武漢城內的人，導致他們的移動遭

到巨大阻力，只能困在特定地區。但是，封城並非「不進不出」，實際上還是有特定

人群可以進出其中。例如在疫情期間的紅色志願者（志願協助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擔

任各式職務的人員，如志願到醫院擔任護士），不僅摩擦係數小，政府甚至會提供推

力，讓他們可以平滑的移動。

持續探索中國議題

　　目前這個研究的主要分析資料來自媒體報導與社群網路內容，接下來會積極尋找

訪談對象，希望可以更為貼近當地移動經驗。個人具身的移動經驗，一方面展現國家

的治理技術，一方面也可能呈現國家能力的限制。同時，古明君也提到，由於臺灣的

疫情不嚴重，因此用臺灣的防疫角度去理解其他國家的防疫經驗是有限的。近期各國

學者積極分享不同面向的COVID-19相關經驗研究，她認為在此時應該帶著比較視

野，了解其他國家的不同狀況。作為中國研究的學者，古明君此次亦是運用比較的眼

光重新審視中國，藉此了解威權國家如何在重大災難來臨時進行治理，並從中國的防

疫來談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她也提到，作為一個社會學者，閱讀社群媒體資料使她在

無法親臨田野現場時目睹了正在發生的事，而分析資料和寫作，則是將自己當作轉譯

者，將資料整理出清楚的理路後呈現，讓社會大眾能夠知曉，中國在疫情期間是如何

治理國家。

　　在中國越加集權化、國安越加嚴格，全世界的學術研究社群都越發難以進入中國

做實證研究的狀況下，臺灣的學術社群已經是最靠近中國，而且具有能閱讀中文的優

勢，也相對容易搜尋資料，可以說是中國研究的前沿。中國的現況是臺灣無法迴避的

重要課題，更應該積極開展研究。因此古明君不僅期許自己持續努力耕耘，也希望能

有更多研究者可以更深入的探索中國治理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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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為2020年帶來極大的衝擊，究竟在疫情蔓延的時代中，中國是如何治

理國家？在此非常態時期，「人」、「物」與「資訊」的流動，呈現了怎樣的權力圖

像？此次邀請來訪本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古明君副教

授，分享疫情期間如何持續挖掘中國國家治理及移動的議題。

疫情時期的人、物及資訊流動

　　古明君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國的文化政治，關注的議題包括中國民間信仰、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跨國交流，在分析上向來會處理到各種人群或物質的流動。受到疫情影

響，她執行中的科技部計畫「媽祖信仰跨海峽進香的移動政治」，無法如原定安排赴

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但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古明君因本身研究興趣，持續大量

閱讀中國各方面與疫情相關的社群媒體消息，緣此，引起她重新思考在中國的脈絡下

治理與流動之關係。

流動，不僅是指人群的移動，還有物資運輸，以及因現代科技發達而產生的資訊交

流。疫情期間，中國是透過何種空間手段管制人群的移動？在物資上，如口罩、醫療

物資等運送及分配，如何進行？如何掌握與運用疫情相關的資訊流（疫情資訊與輿

情）？皆是疫情期間浮現的，與流動有關的中國國家治理問題。

　　受益於移動研究的理論文獻，古明君從「移動的不均等分布」切入作為提問的起

點。分析人口、物資、資訊流動中的不均等分布，以此掌握其中的階序與權力，也希

望藉由對中國疫情期間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來理解中國政體在緊急狀況中，回應危機

的國家能力、治理邏輯以及社會控制等現象。

　　目前的研究先處理了「人」的流動。她指出多數民主國家的防疫措施仰賴個人主

體約束自我行為。例如臺灣推行的防疫新生活，或是歐美各國關閉公共空間，保持社

交距離等，這些主要是透過個體的自我技術來遏制病毒傳染。相較之下，中國採取嚴

厲的空間技術，從疫情爆發時的「封城」到其後的「封閉式管理」，是將人鎖定在特

定區域，不得隨意移動，呈現的是前現代性質且具有戰爭寓意的空間技術。

　　人類為甚麼要移動？因為人必須靠移動來趨近其生存所需要的資源，也因此現代

民主國家往往將遷徙視為人的基本權利。透過媒體資料，古明君看到：在封城令頒布

初期，封鎖區內的人、物資及資訊的流動，反而越加劇烈，因為人們必須不斷奔走購

買糧食、藥品、口罩等生存必要物資。直到後來疫情更加嚴峻，中國各地出現「封閉

式管理」，封鎖緊縮到更小的尺度：社區，甚至是建築物的樓棟，相關資料中也呈現

了此種管理模式造成的許多糾紛案例。

　　封城與封閉式管理，實施恰在春節期間。但假期結束後，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復

工的難題，必須解除人口流動的封凍狀態，將勞動人口從農村移到工業地區。無法復

工不僅會造成經濟下滑，更會進一步引發社會與政治不穩定。為了解決復工問題，各

省分開始祭出各種手段，有推行復工專車、火車甚至是飛機，將勞工接到工廠所在

地，後來更發展出「健康碼」個人電子通行證。

健康碼與碎裂的數位地景

　　「健康碼」是管制流動的數位科技。最先開發健康碼是在浙江杭州的餘杭區，該

地不僅是企業聚集地，也是阿里巴巴集團總部所在地，同時是中國大力推行電子支付

的地區。最初開發餘杭綠碼並發展為杭州健康碼，是希望運用數位技術解決因防疫造

成的移動障礙，以個人健康資訊為風險分類判准，讓低風險勞動人口可以順利回到工

作崗位。由於餘杭區的特殊地緣關係，地方政府願意釋放並整合各部門資料庫，開發

健康碼是地方政府與科技巨頭的協力之作。

　　健康碼呈現出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樣貌，是值得深思的議題。目前對於數位

威權主義的理解，主要認為：政府透過科技將所有資訊數位化，一方面使人民生活變

得更加方便，但與此同時，政府也更嚴密的控制人民的言行舉止，一旦發現對政府發

出異音，就會因此失去所有的權利。但古明君目前的研究注意到：以健康碼來看，各

地的開發歷程不一、不同地方政府的數位能力也有落差，即便中央政府試圖在各省分

推行全國統一的健康碼系統，但實際的情況是各地的數位技術發展過程多重又碎裂，

整合非常有限，這造成了碎裂化的數位地景：移動的人口因為不清楚各地的當地狀

況，無法順利接收到資訊，或是移動者身上得準備好幾種不同的健康碼，運用在不同

的場合（長程運輸、當地公共交通、進入工作場所等），全國一碼通行很難達成。此

外，健康碼實施之後，移動管制仍然並非僅僅關於數據資訊的科技運用，特定的身分

標記還是人群分類的重要依據。武漢因為是疫情起源地，來自武漢的人，即使持綠碼

移動，仍會因為來自武漢遭到其他地區的人歧視，甚至不讓通行。 

　　古明君指出：封城，封閉式管理、與健康碼實施呈現的移動不均等分布，可以用

移動研究提出的「摩擦」概念來理解。此處指的摩擦並非物理現象，而是具有社會性

質的阻力。國家在不同人口上放置不同的摩擦係數，作為一種控制流動以達到特定目

的的手段。特定身分的磨擦係數極大，例如封城下武漢城內的人，導致他們的移動遭

到巨大阻力，只能困在特定地區。但是，封城並非「不進不出」，實際上還是有特定

人群可以進出其中。例如在疫情期間的紅色志願者（志願協助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擔

任各式職務的人員，如志願到醫院擔任護士），不僅摩擦係數小，政府甚至會提供推

力，讓他們可以平滑的移動。

持續探索中國議題

　　目前這個研究的主要分析資料來自媒體報導與社群網路內容，接下來會積極尋找

訪談對象，希望可以更為貼近當地移動經驗。個人具身的移動經驗，一方面展現國家

的治理技術，一方面也可能呈現國家能力的限制。同時，古明君也提到，由於臺灣的

疫情不嚴重，因此用臺灣的防疫角度去理解其他國家的防疫經驗是有限的。近期各國

學者積極分享不同面向的COVID-19相關經驗研究，她認為在此時應該帶著比較視

野，了解其他國家的不同狀況。作為中國研究的學者，古明君此次亦是運用比較的眼

光重新審視中國，藉此了解威權國家如何在重大災難來臨時進行治理，並從中國的防

疫來談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她也提到，作為一個社會學者，閱讀社群媒體資料使她在

無法親臨田野現場時目睹了正在發生的事，而分析資料和寫作，則是將自己當作轉譯

者，將資料整理出清楚的理路後呈現，讓社會大眾能夠知曉，中國在疫情期間是如何

治理國家。

　　在中國越加集權化、國安越加嚴格，全世界的學術研究社群都越發難以進入中國

做實證研究的狀況下，臺灣的學術社群已經是最靠近中國，而且具有能閱讀中文的優

勢，也相對容易搜尋資料，可以說是中國研究的前沿。中國的現況是臺灣無法迴避的

重要課題，更應該積極開展研究。因此古明君不僅期許自己持續努力耕耘，也希望能

有更多研究者可以更深入的探索中國治理的相關議題。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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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心理學論壇
撰文／林辰祐（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

　　2020年11月7日的艷陽午後，由本中心

主辦的媒體心理學論壇假國立臺灣大學管理

學院正大國際會議廳舉行。這一場結合了娛

樂與行銷傳播、政治與公眾傳播、新興研究

方法等主題的講座，一共吸引了兩百多位民

眾報名現場參與，以及近五百位民眾報名收

看線上直播。近乎破紀錄的踴躍報名情況也

讓開場的曾嬿芬主任打趣地說：「看來傳播

領域真的相當具有傳播力。」

　　本中心在跨領域的整合，近幾年已投入

相當精力在人工智慧（AI）、氣候變遷、腦

神經科學等議題與人文社會領域研究的結

合。本次論壇也延續這樣的精神，將媒體、

政治、娛樂、神經科學、網絡分析等不同面

向的領域串連，進而將第一線研究者的成果提供政府與業界，作為政策制定或實務應

用的基底。

　　第一場次的座談聚焦於娛樂與行銷傳播的範疇。主持人中央研究院張卿卿特聘研

究員首先與大家分享自己在90年代回國後，看著國內媒體心理學領域漸漸成長茁壯至

今的歷程。從當年的沙漠，到今天可以舉辦一個完整的論壇，是一個綠洲。本場次的

四位講者：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張郁敏教授、林淑芳教授、林日璇教授與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的林慧斐副教授分別以不同的面向切入，從媒體多工、自

傳式記憶、新聞遊戲到虛擬實境，找出人們在接收、參與媒體之後的行為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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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郁敏教授首先與大家分享，當代年輕族群習慣的媒體多工行為如何提升衝動購

物的可能。過往的研究指出結伴進行實體購物時，民眾會因同行者的推薦而購買更多

獨自購物時不會買的商品。在媒介多工的情境，民眾會看到四面八方傳來的各式推

薦，形成類似上述群體上街購物的環境，進而增加民眾的衝動購物。而衝動性的購物

也能正向預測民眾在行為後的焦慮與憂鬱情緒，以及負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林淑芳教授則向大家介紹何謂自傳式記憶，並說明個體如何藉由自傳式記憶認識

自己、發展自我概念的歷程。在回顧了過去以自傳式記憶為探究方法的媒介相關研究

優、缺點後，林淑芳教授也與大家分享年長者會因工作記憶與執行功能隨著年齡增長

而下降，因而在自傳式記憶的陳述中減少許多細節，只勾勒出整體事件，並偏向描述

正面的、對自己人生較有意義的事件。

　　在新興的多媒體形式方面，林日璇教授提及新聞遊戲比起傳統文字或影音新聞更

能提升民眾的參與感以及轉傳、分享新聞的行為。新聞遊戲中的兩個要素（遊戲內容

場次一：右起主持人張卿卿特聘研究員、主講人張郁敏教授、
林淑芳教授、林日璇教授、林慧斐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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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與玩家地理接近性、遊戲畫面真實性）與玩家在遊戲中感受到的懸疑感與欣賞

感呈現正向關聯，並能正向預測玩家在遊戲後分享這則新聞遊戲的可能性。

　　林慧斐副教授則與大家分享「沉浸度」、「使用者與遊戲互動度」與「刺激感」

等概念可能影響閱聽人對於廣告商品的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沉浸感較高的虛體體驗

廣告，其內容只要低度的刺激感就可以提升品牌態度以及購買意願；若刺激程度過高

可能導致消費者吃不消，進而降低了對於品牌的態度與購買意願。相較之下，單純的

2D平面廣告因為沉浸度較低，可能要在內容上有較高的刺激感才會提升閱聽人對於

品牌的態度與購買意願。

　　第二場次的講座涵蓋政治與公眾傳播的範疇，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李怡

青教授以及四位講者：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施琮仁副教授、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

管理研究所周軒逸教授、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傅文成副教授與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

科技學系俞蘋助理教授，逐一就各自的領域說明近期政治與心理學相關聯的研究。

場次二：右起主持人李怡青教授、主講人施琮仁副教授、傅文成副教授、
周軒逸教授、俞蘋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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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琮仁副教授提及異質性討論對審議式民主國家的重要性：與不同意見者的開放

式討論可讓議題的正反兩方了解對方的優缺點，進而達成最適切的共識；但也可能讓

彼此的態度極化，造成隨時可能擦槍走火的局面。在以臺灣人為樣本的實徵研究中發

現性別（男性）以及政黨傾向越強烈者（不論哪一黨），在暴露於異質性討論的情境

下較易讓自身的態度變得極化。

　　周軒逸教授則以包裝商品的觀點切入，討論候選人該如何回應競選期間面對的攻

擊。依照候選人自身主打的形象屬性以及被攻擊的形象屬性作出不同的情境分類，並

根據實徵研究結果為不同的情境量身訂做適合的回應方式。當候選人的學經歷、施政

表現等核心形象被攻擊時，採用幽默與非幽默的反駁方式效果相當；若候選人因性

別、外貌等因素被攻擊，宜採非幽默的反駁方式，因為不正經的回應會降低反駁的力

道；但當候選人的非核心形象遭到攻擊時，採用幽默反駁則能顯得自己大肚，也能有

效躲避問題。

　　傅文成副教授從美國過去對臺的模糊策略，到今日的雙重明確（不讓臺灣獨立／

不讓共軍侵臺）談起，探討臺灣民眾對於當前政治風險的感知正確度以及在此政治局

勢下的心理、認知與投票行為（投票率）。透過文字探勘技術、情緒分析、主題模型

分析、語料庫分析等方式，傅文成副教授以網路新聞底下民眾的回文內容為分析樣

本，得出了三個主要的討論主題：區域關係、軍購與保護費、獨立與戰爭。納入量化

資料後的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民眾符合美國政府在實行雙重明確策略後的預期，亦即民

眾對於戰略的感知正確。而情感分析的結果則顯示臺灣民眾在此局勢下最強烈的三個

情緒依序為：憤怒、恐懼、焦慮。

　　在接過麥克風後，俞蘋助理教授帶大家檢視另一個相對輕鬆，但也漸漸威脅到民

主自由社會的議題：假新聞的氾濫。2019年有超過四成的臺灣民眾會透過社群媒體

Facebook獲取新聞資訊，然多數人是在零碎時間使用手機觀看新聞。較低的認知投

入程度以及不利於查證新聞的環境條件（手機螢幕小），可能使人們採用選擇性處理

模式而非慎思處理模式來吸收、消化新聞，因而讓假新聞有更多機會爬進我們的腦

中。俞蘋助理教授的研究除了考量這些變因，也納入人們使用社群媒體的動機，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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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種不同的Facebook使用者：雜食者、娛樂導向混合使用者、休閒便利尋求者，

並針對不同的類別給出適合的新聞查證建議。

　　媒體心理學相關的研究除了具備跨領域、與生活密切等特色外，也因多元的研究

方法與各自背後不同的理論而讓研究成果顯得更為繽紛。第三場次的主持人國立交通

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陶振超教授在為大家提點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後，依序介紹了本場

次四位講者如何從不同的取徑來一窺人們在處理媒體時的認知歷程：國立陽明大學神

經科學研究所郭文瑞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賴至慧副研究員、中央

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江彥生副研究員與李宣緯助研究員。

　　以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切入，郭文瑞教授試圖找出人類認知歷程與腦部生理訊號

之間的關聯，並從剖析一句話、一段話的較基本層次，逐步探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

何同時處理多方資訊、與他人的互動，也希望能釐清人們行為背後的動機與意圖。郭

教授首先以人們觀看電影中滑稽橋段的腦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結果，呈現正常人在

場次三：右起主持人陶振超教授、主講人郭文瑞教授、賴至慧副研究員、
江彥生副研究員、李宣緯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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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幽默時的生理證據，並與患有思覺失調症者作比較，發現兩組人在此情境下的腦

部活化區域與程度皆有所差異。後續的研究則進一步探討思覺失調症患者與注意力缺

失與過動症、自閉症者在觀看高／低社交程度內容的影片後，腦部生理訊號之差異。

此外，郭教授也揭示了透過「解碼」人類腦部的生理訊號，可以反過來推測個體當下

行為、情緒的可能性。

　　賴至慧副研究員接著分享如何將社會網路分析應用在多種傳播網絡中。透過個人

在社群媒體的使用行為，我們可以推估其感知網絡以及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透過

分析不同個體（組織）對外公開的關係，我們可以了解代表性網絡造成的效果，例如

營利組織可以藉由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來提高形象；而透過語意網絡分析，我們對整

體的認知結構有進一步的認識，例如「臺灣」一詞會與口罩、薪資、台積電等名詞有

較多的連結。而語意網絡分析也能應用於災難傳播的研究上，了解公部門在災難發生

前、發生當下、發生後，分別向民眾投放了什麼樣的訊息以及民眾對於議題討論的焦

點所在。

　　江彥生副研究員則接著介紹社會網絡分析的實驗設計方法，並說明透過社會網絡

實驗能讓我們了解人跟人之間的結構互動模式、集體行為產生的過程與後果，以及行

為的動態變化歷程。對社會學家來說，「三角關係」隱含無限多種互動的可能，諸如

婆媳關係之於先生／兒子，或者商業上常提到敵人的敵人可能是我的朋友等。透過社

會網絡的實驗，我們能進一步了解個體在人際互動上的行為變化，例如比較「北京學

生主動對臺北學生釋出友好」以及「臺北學生主動對北京學生釋出友好」的兩種情況

下，臺北學生（研究參與者）會對這個情境如何反應。

　　李宣緯助研究員則與大家分享上半年讓全臺情緒緊繃的特殊嚴重傳染性肺炎

（COVID-19），被隔離的民眾與政府的溝通，以及他們在隔離過程中經歷了哪些身

心上的困難。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被隔離者或沒被隔離者，在參與研究／被隔離前

比參與研究／被隔離後，都可看出民眾認為政府所作所為相當公開透明。而後續的分

析也能看出個人的社會支持（不論是網路上或者實體上得到）是支撐民眾完成14天隔

離的重要因素；相反的，若民眾認為自己的隔離行為對社會是沒有幫助的，或者在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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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過程中感受到較多負面情緒，或者認為自己有越多疫情相關知識者，其「離開隔離

地」的念頭變越強。

　　本次論壇除了呈現近期娛樂與行銷傳播、政治與公眾傳播的研究成果，也示範了

如何將其他領域的研究方法、典範應用到媒體心理學的範疇中。正如本中心的理念，

不同領域的知識、技術整合，在學者們無私的分享中，流露出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溫

暖與知性。

與會者專注聆聽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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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n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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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貞穎的人文大師下午茶‧探索與合作
撰文／許銘軒（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碩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黃貞穎特聘教授這次演講的主題是探索與合作（Explo-

ration and Cooperation），一開始，黃教授從蜜蜂在找尋食物的策略中，可以區分

為兩個行為：探索與開發（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如何決定在什麼時間

做哪個行為，會讓蜜蜂最大化他們的生存機率。這個在蜜蜂身上的現象，其實在研究

領域中也有很類似的現象，研究中的探索，如跨領域探索或是在同一領域內跨不同的

子領域，就像蜜蜂在不同的花種間，尋找合適生存的食物，而聚焦在一個領域中或子

領域中，就像是蜜蜂確定了花之後，開始開採。如果從做的事情來看探索與開發，前

者可能非常的豐富多變，後者可能比較單一乏味，如果從風險來看，前者則是高風險

而且高門檻，後者則是低風險且有較穩定的成長。如何在這兩個行為的選擇中尋找平

衡，其實每個研究者有自己的偏好和選擇，而黃教授主要想分享的是探索，因為驅動

她做研究的最大動力來源，是和很多合作學者還有學生們討論，腦力激盪學習到很多

新的能力和知識，這讓這些艱辛的過程有了很多開心的事，也讓她更可以面對研究和

發表中的種種挫折。

　　黃教授分享了三個她跨領域研究的經驗，這些經驗和論文上面的故事可能完全不

一樣，因此黃教授透過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學習，來說明跨領域研究可能會遇到

有趣和困難的地方。第一個研究是關於大腦的理性和直覺的決策，這個研究的設計，

大致上是讓受試者在實驗中，解賽局中的優勢可解賽局（Dominated Solvable 

Game）和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並使用神經科學的方法探測並刻畫大

腦在理性和直覺決策中，如何啟動不同的腦區來做決策。

　　這個研究如果從故事來看，大致上好像是從心理學的雙系統理論（Two System 

Thinking)發想，找到兩個賽局然後做神經的實驗，實際上的狀況其實是整個反過

來，其實一開始是想做賽局的共識（Common Knowledge)的研究，碰到幾個嚴重的

團隊合作問題，包含分工及溝通上的問題，因為所有的人只負責自己的領域相關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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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理論，實驗，資料等等的部分，都是交給完全不同的人負責，遇到問題難以追

根究底地討論及溝通。因此，黃教授重新找了整個團隊的人，從基本的神經知識和實

驗設計學起。黃教授在這個經驗中學到的，是跨領域團隊合作上的幾個要點：

1.　使用不同學術語言的人需要互相教育和學習。

2.　不同領域的人在意不同的議題，如何找到大家都能感興趣的主題呢？

3.　如何驅動大家走在同一條路上呢？

　　第二個研究的故事是猴子無知之幕的情況下，對於不公正的偏好研究，這個故事

的研究脈絡，是源自於一個很大的研究主題「人類的倫理行為，究竟是天生的還是後

天養成的？」試圖從動物身上，找這些倫理行為的基礎。這個研究遇到的問題就和前

一個研究完全不一樣，包含了：

1.　完全沒有實驗器材，需要自己一個一個設計。

2.　猴子身上有非常危險的傳染病，需要很多的防護措施。

3.　實驗團隊中，沒有人有做過動物的行為實驗，不知道怎麼訓練。

左起：主講人黃貞穎特聘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主持人蔡崇聖特聘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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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驗完畢的猴子要退休，在現有的管道上，很難找到出路。

5.　論文完成，但因為一開始實驗設計上，沒有考慮到動物實驗領域大家所關注的干    

      擾項，以至於到目前沒有被期刊接受。

　　第三個研究是關於果蠅的時間偏好研究，這個研究一開始的想法是源自於棉花糖

實驗，目的是想測試經濟學對於折現（Discounting）的假設，是不是在果蠅身上也

有。黃教授一開始設計給果蠅的實驗，和設計給人的邏輯很類似，如果果蠅可以等比

較長的時間，就給牠多點糖，反之則少給一點，但一開始就被該領域的合作者否決，

因為這個實驗測出東西，可能只是果蠅的學習狀況（原文association strength），

這是因為果蠅的學習，和人的學習差異非常的大，可能幾秒之後的事件，果蠅就沒有

辦法知道關聯了。黃教授分享她學到最多的是兩件事：

1.　果蠅實驗因為可以重複做，控制實驗的設計就和人還有猴子相當不同。

2.　果蠅的種種行為和感官與人還有猴子完全不同，過去對於實驗設計的經驗，幾乎

      不能套用在果蠅身上。

與會學者專注聽講



活動報導

event

20

會後合影：主講人黃貞穎教授（前排右四）、
主持人蔡崇聖教授（前排右三）及與會青年學者

　　黃教授也重新說明，為甚麼題目要訂做探索與合作，因為一個人能知道得太有

限，很需要他人的知識、想法和技術的協助，才有辦法達成這些艱難的工作。跨領域

和專注在一個領域比起來，很難有一個融會貫通的理解，很多時候看起來像是繞遠

路，但在這些探索的過程，往往可以帶來和別人很不同的見解，這也是黃教授很喜歡

跨領域研究的原因，因為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而且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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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14:00-16:30

‧主講人：黃貞穎（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主持人：蔡崇聖（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與談人：

　林家仰（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翁明宏（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莊雅婷（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陳暐（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陳儀（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陳為政（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陳瑀屏（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

　彭惠君（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助理教授）

　葉俊毅（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劉藍一（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博士候選人）

‧活動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IfWOwJtOD4

★更完整的活動報導，可參閱110年3月（第22卷2期）出刊之「人文與

社會科學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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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行事曆（2021年4月至6月）

　　2021年4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2021年4月1日至4月30日

　　2021年5月

　　補助學術研習營：2021年5月1日至5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2021年5月1日至5月31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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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行事曆（2021年4月至6月）

　　2021年4月

　　4/7（三）貝蒙論壇SSCP永續消費與生產說明會

　　4/9（五）「臺灣的區域研究：前景與挑戰」論壇

　　4/9（五）從生育、養育到教育—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的價值與應用工作坊（高雄場）

　　2021年5月

　　5/7（五）從生育、養育到教育—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的價值與應用工作坊（台中場）

　　5/27（四）從生育、養育到教育—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的價值與應用工作坊（台北場）

　　 2021年6月

　　 6/5（六）島語新聲：台灣語言混雜現象與理論化論壇

　　 6/28（一）-7/1（四）環境人文夏日大學「想像人類世下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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