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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聲部島語

　　今年，2021年，中心滿10歲了！科技部人社中心電子通訊（Newsletter）於

2016年7月創刊，記錄下中心與學界互動的點點滴滴。

　　在人社領域的學門與研究者不斷增加，並回顧中心與學界攜手合作的10年時光

中，中心邀請博士級研究人員葉叡宸博士，為「電子通訊」許下成為「多聲部島語」

的願望，希望「多聲部島語」能成為電子通訊再開新篇的里程碑。

　　我們在島嶼上共生並且合唱，面向學術的光亮，傳遞著心思與聲響。

　　此中的主調有二：多共、動靜。

　　多者，各學門眾聲齊唱，並肩共綻繁花。

　　共者，朝向知識的虔誠，踪索永恆真理。

　　動者，因對話往復流動，激盪無限可能

　　靜者，由匯聚以達和諧，共明人社本質。

　　各學門的聲響高低、音域開闔，呈獻我們的多元富足、各有所長。

　　不同領域研究方法、途徑殊異，但始終以知識為目的、依歸真理。

　　這樣的多聲部合唱，既涵容一切想像，又共構諸多可能。

　　希望能朝向、貼合人文本質的多元複雜，明其廣袤；

　　期待在不同視閾中，求取知識真理，以永恆為堅持。

　　故用複調求取共諧，在知識原野的上下探索之中，匯聚四面，開拓八方。

　　以島語展現臺灣人社研究的多元樣貌，承擔志業。

　　在相依互賴的島嶼上安身立命，共生諧好。



目錄

前言.....................................................................................................................1

人物專訪

侯雅齡：看見資優生的特殊需求——與現場協作翻轉資優即績優的迷思..................2

歐淑珍：說話以外的聲音工程...............................................................................6

蘇榕：當文學與文化研究遇見老年學——臺灣的在地探索與思考............................9

葉惠菁：引領青年學者走入廣袤的學術風景.........................................................13

活動報導

「大腦、心靈、與世界：腦科學哲學的前沿研究與人工智慧及新冠肺炎的延伸應

用」工作坊（2020/12/12）.................................................................................16

音樂與幽默的腦科學（2021/4/9）.......................................................................28

「臺灣的區域研究：前景與挑戰」論壇（2021/4/9）............................................34

高颺新聲

文學一學門：葉叡宸（Ruei-Chen, Yeh）...........................................................39

藝術學門：羅愛湄（Ai-Mei, Luo）....................................................................43

人類學門：李梅君（Mei-Chun, Lee）................................................................46

政治學門：許菁芳（Ching-Fang, Hsu）.............................................................49

政治學門：陳方隅（Fang-Yu, Chen）................................................................54

中心行事曆

業務行事曆（2021年6月至2021年8月）...............................................................56

活動行事曆（2021年6月至2021年8月）...............................................................57



前　　言

preface

1

　　2021年4月，中心陸續迎來20位博士級研究人員，加入我們的大家庭。20位博士級研究

人員不僅為中心引進各領域、國內外的研究新知及動態，也積極參與中心活動，為我們帶來

不同的研究思維及視野。我們也邀請5位博士級研究人員：李梅君博士、許菁芳博士、陳方

隅博士、葉叡宸博士，以及蕭育和博士，於5月28日舉辦一場線上直播論壇，與學界朋友分

享疫情期間歐美研究的疫情反思，以及如何因應遠距所產生的研究變化。

　　5月15日，臺灣本土COVID-19病例遽增，我們快速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示，於

周末後的上班日開始實施辦公室人員分樓層辦公，維持社交距離。我們也開始讓同仁試辦居

家辦公，希望提前部署，以因應未來可能全面居家辦公的可能。不論疫情如何改變，我們都

會即時提供學界各項服務，也希望臺灣能盡快度過這波疫情！

　　不論疫情如何肆虐，「多聲部島語」也在此嚴峻環境中持續發聲。

　　本期邀請來訪中心的3位國內訪問學者：侯雅齡特聘教授、歐淑珍副教授、蘇榕副教

授，分享她們的研究議題，讓讀者看到不同領域的學門議題，是如何在臺灣土地深耕茁壯。

此外，本期也邀請協助中心「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的薪傳學者葉惠

菁特聘教授，談談帶領青年學者的歷程與收穫。

　　受到COVID-19影響，中心於2020下半年，至2021第一季，仍積極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本期介紹2020年舉辦的『「大腦、心靈、與世界」工作坊』、「音樂與幽默的腦科學」，以

及2021年的『「臺灣的區域研究：前景與挑戰」論壇』，歡迎到中心活動網站及YouTube

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從6月開始，中心將舉辦的活動有：島語新聲：台灣語言混雜現象與理論化論壇

（6/5）、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發展研究工作坊、環境人文夏日大學「想像人類世下的自

然」（6/28-7/1）、人文春秋‧社科龍虎：2021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新進人員研習工作坊

（8/5-8/6）。疫情攀升之際，人人皆須做好防疫措施，但學術的傳播依然需要持續灌溉茁

壯，中心各項活動會視疫情狀況更改為線上或提供直播，歡迎學界朋友關注中心最新動態並

踴躍參與！

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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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雅齡：看見資優生的特殊需求
——與現場協作翻轉資優即績優的迷思
採訪／李宛芝、林威辰　撰文／李宛芝

　　提到特殊教育，普羅大眾的既定印象會

聚焦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但是臺灣

在特殊教育實施的特色是「優、障並重」，

不僅關注身心障礙學生，同時也關注資賦優

異學生的教育需求。「資賦優異」這個標

籤，並不是為了滿足學生與家長的榮耀感，

而是，提醒教育應該因應資優學生的特殊

性，給予適合的教學服務與調整，許多人誤

以為資優學生就是學業成績好，讓資優與績

優畫上等號，不僅扭曲資優教育的實施，往

往也會限制資優學生潛能的開展。此次來訪

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侯雅齡特聘教授，研究專長有資優

教育、測驗統計、學習動機，擅長從資優教學現場發現問題，再用個人學術專業來解

決現場問題，對於資優教育議題深耕已久。

資優生的情意教育與鑑定測驗發展

　　2007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

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的資料顯示，臺灣學生的成就表現良

好，但學生卻相對沒有自信。此調查結果引起侯雅齡的好奇，開始關注資優生在學習

成就與學習自信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她透過縱貫研究了解資優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與

學業自我概念兩者的長期發展，並運用擅長的統計模型，深入分析兩者的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學習自信好的學生其學業表現能有顯著的進步，而學業表現好的學生其學

習自信的成長卻不如預期高。因此鼓勵資優教育不能僅是狹隘的關注如何提升學業成

就，而應該看見學生的個別性，給予其深入自我探索、理解人我關係，甚至面對挫折

培養勇氣的「情意教育」－－這也是108課綱中，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之一。

　　因為華人社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侯雅齡也注意到資優生甄別測驗的一些

亂象：看準商機的補教業者，千方百計地在每一次甄別考試後獲取考題。資優生鑑定

的測驗題目是標準化測驗，一旦試題外洩，就會造成每年檢測結果起伏不定。

　　侯雅齡雖然可以理解家長的心情，但也認為若無穩定、可信、有效的測驗機制，

不僅無法找到真正需要服務的學生，也會造成測驗成本與資優教育成本浪費，衍伸更

多問題。因此從2015年教育部推動資優教育中程計畫開始，侯雅齡運用測驗相關專

業，建議重新規劃資優鑑定測驗，希望將考題題庫化，讓測驗題目不易被猜測，鑑定

測驗更具甄別度。

108課綱的實施與師培大學社會責任

　　十二年國教總綱於2014年公布，揭示臺灣朝向融合教育，所有學生以安置在普

通班為主，有特殊需求再接受特教服務。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相對明確，學生的個別

性比較可以被理解，但是資賦優異學生常會被概括地認定應該是全才，他們的殊異性

及需求反而較不容易被理解。若從師資培育端來看，臺灣的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分別

由不同的學系來做職前培育，是採取雙軌制。但在國中與國小教學現場的資優教育卻

是採用融合教育，以分散式資源班的方式提供學生加深加廣課程，學生主要是在普通

班，部分時間到資源班接受服務，如何讓教學能以學生為中心，讓兩邊的學習能相互

配合而非各自獨立，一直考驗著特教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

　　我們常在現場中可以看到的迷思是：資優教師的教學設計常常無限的發散，在一

個主題之下，可能把學生未來二、三年的學習內容都上完了，但是，忽略了學習經驗

的連續性，老師教得多不見得學生學得多，再者，教師的課程設計往往依著教師的喜

好，舉例來說，如果老師擅長數學，可能學生在邏輯判斷、符號表徵上會有相對多的

機會學習，但是在人文關懷、美感經驗上就相對欠缺。或者，如果老師自認為不擅長

數學，就刻意規避開設數學方面的課程。

　　2016年侯雅齡受教育部聘任為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及實施規範研修小組委

員，參與108課綱有關特殊教育需求領域課程綱要的研訂，以及資賦優異學生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與課程調整作法示例。2017赴美UCLA進行一年訪學，了解國外資優教育

的發展狀況，希望協助臺灣資優教育執行方式更為完善。回臺後，卻發現特教教師們

在轉化課綱條目為課程時產生了困難，再者課綱統一的內容如何與一向強調個別化教

育的特殊教育相輔相成，也讓許多教師困擾，甚至反應課綱打亂了教學步調。因曾擔

任過普通班教師，後來攻讀特殊教育博士，侯雅齡所學本就融合普通教育與特殊教

育，大學任教期間也與教學基層密切互動，了解普特兩方的教學狀況及困難。侯雅齡

認為108課綱強調普教與特教之間的融通，而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的提出，也就是希望教師在課程設計時能有參考依據，一方面把時間拉長看，看到學

生能力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把面向拉廣，看到如何與普教課程或跨領域學科的統

整。為了能充分協助基層教師解決問題，她走到第一線，開始帶領教師團隊規劃資優

課程與設計教材。

　　侯雅齡談到進入大學任教的初衷，就是希望培育更多未來的優秀教師，讓更多學

生獲益。而優化教學現場，協助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應該也是師資培育大學社會責任

的一環。她希望將本身在教學及研究中累積的經驗與養分回饋給現場教師，帶領基層

教師共同成長，讓教學現場成為培育優良學子的沃土。

引導資優學生透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在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中，獨立研究、領導才能、情意與創造力是資優學生的

特殊需求科目，其中，透過獨立研究不僅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潛

能，資優生對資料的整理及邏輯分析相對快速，若能善加引導，培養學生問題、假

設、驗證的思維模式，對學生各方面學習皆有助益。因此，是許多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ndividual Guidance Plan, IGP）中所規劃的重要課程；在修正後的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中，指導資優學生進行獨立研究，也是資優教師培育過程的必要課程之一。因

此，侯雅齡除了帶領基層教師優化獨立研究課程，另方面也構思撰寫獨立研究教學指

引專書。

　　專書撰寫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引領教師了解獨立研究本質在於培養思維模式的過

程，而非要求競賽得獎的結果。當教師要指導資優學生做獨立研究時，必須具備這樣

的思維，才能讓學生的獨立研究不僅只是具有完美的形式架構，更重要的是能協助資

優生自在地使用習得的研究方法，以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二是許多教師對於研究方法並不熟悉，透過專書系統說明研究方法，為教師提供

教學方向。侯雅齡也會於專書中，將之前於國外訪學的經驗，以及預計在中心收集國

外資優教育資料整理、分析後，提供現場教師一窺國際發展狀況。

　　除專書外，侯雅齡也受國教署委託編纂獨立研究的國小教材，提供資優班教師教

學使用。原本專書應先於教材完成，但因應今年9月的國小三年級學生即將開始新課

綱（資優生為國小二年級鑑定，三年級開始接受特教服務），因此她先一步完成三年

級的獨立研究教材。提供現場教師了解因應課綱的獨立研究教學方向，三年級教材可

與普通班自然科教師合作，未來四年級則可與普通班社會科教師合作，侯雅齡希望出

版的教材與專書能成為促進普通及特殊教師合作與對話的開端，也能引導資優學生透

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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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特殊教育，普羅大眾的既定印象會

聚焦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但是臺灣

在特殊教育實施的特色是「優、障並重」，

不僅關注身心障礙學生，同時也關注資賦優

異學生的教育需求。「資賦優異」這個標

籤，並不是為了滿足學生與家長的榮耀感，

而是，提醒教育應該因應資優學生的特殊

性，給予適合的教學服務與調整，許多人誤

以為資優學生就是學業成績好，讓資優與績

優畫上等號，不僅扭曲資優教育的實施，往

往也會限制資優學生潛能的開展。此次來訪

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侯雅齡特聘教授，研究專長有資優

教育、測驗統計、學習動機，擅長從資優教學現場發現問題，再用個人學術專業來解

決現場問題，對於資優教育議題深耕已久。

資優生的情意教育與鑑定測驗發展

　　2007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

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的資料顯示，臺灣學生的成就表現良

好，但學生卻相對沒有自信。此調查結果引起侯雅齡的好奇，開始關注資優生在學習

成就與學習自信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她透過縱貫研究了解資優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與

學業自我概念兩者的長期發展，並運用擅長的統計模型，深入分析兩者的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學習自信好的學生其學業表現能有顯著的進步，而學業表現好的學生其學

習自信的成長卻不如預期高。因此鼓勵資優教育不能僅是狹隘的關注如何提升學業成

就，而應該看見學生的個別性，給予其深入自我探索、理解人我關係，甚至面對挫折

培養勇氣的「情意教育」－－這也是108課綱中，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之一。

　　因為華人社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侯雅齡也注意到資優生甄別測驗的一些

亂象：看準商機的補教業者，千方百計地在每一次甄別考試後獲取考題。資優生鑑定

的測驗題目是標準化測驗，一旦試題外洩，就會造成每年檢測結果起伏不定。

　　侯雅齡雖然可以理解家長的心情，但也認為若無穩定、可信、有效的測驗機制，

不僅無法找到真正需要服務的學生，也會造成測驗成本與資優教育成本浪費，衍伸更

多問題。因此從2015年教育部推動資優教育中程計畫開始，侯雅齡運用測驗相關專

業，建議重新規劃資優鑑定測驗，希望將考題題庫化，讓測驗題目不易被猜測，鑑定

測驗更具甄別度。

108課綱的實施與師培大學社會責任

　　十二年國教總綱於2014年公布，揭示臺灣朝向融合教育，所有學生以安置在普

通班為主，有特殊需求再接受特教服務。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相對明確，學生的個別

性比較可以被理解，但是資賦優異學生常會被概括地認定應該是全才，他們的殊異性

及需求反而較不容易被理解。若從師資培育端來看，臺灣的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分別

由不同的學系來做職前培育，是採取雙軌制。但在國中與國小教學現場的資優教育卻

是採用融合教育，以分散式資源班的方式提供學生加深加廣課程，學生主要是在普通

班，部分時間到資源班接受服務，如何讓教學能以學生為中心，讓兩邊的學習能相互

配合而非各自獨立，一直考驗著特教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

　　我們常在現場中可以看到的迷思是：資優教師的教學設計常常無限的發散，在一

個主題之下，可能把學生未來二、三年的學習內容都上完了，但是，忽略了學習經驗

的連續性，老師教得多不見得學生學得多，再者，教師的課程設計往往依著教師的喜

好，舉例來說，如果老師擅長數學，可能學生在邏輯判斷、符號表徵上會有相對多的

機會學習，但是在人文關懷、美感經驗上就相對欠缺。或者，如果老師自認為不擅長

數學，就刻意規避開設數學方面的課程。

　　2016年侯雅齡受教育部聘任為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及實施規範研修小組委

員，參與108課綱有關特殊教育需求領域課程綱要的研訂，以及資賦優異學生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與課程調整作法示例。2017赴美UCLA進行一年訪學，了解國外資優教育

的發展狀況，希望協助臺灣資優教育執行方式更為完善。回臺後，卻發現特教教師們

在轉化課綱條目為課程時產生了困難，再者課綱統一的內容如何與一向強調個別化教

育的特殊教育相輔相成，也讓許多教師困擾，甚至反應課綱打亂了教學步調。因曾擔

任過普通班教師，後來攻讀特殊教育博士，侯雅齡所學本就融合普通教育與特殊教

育，大學任教期間也與教學基層密切互動，了解普特兩方的教學狀況及困難。侯雅齡

認為108課綱強調普教與特教之間的融通，而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的提出，也就是希望教師在課程設計時能有參考依據，一方面把時間拉長看，看到學

生能力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把面向拉廣，看到如何與普教課程或跨領域學科的統

整。為了能充分協助基層教師解決問題，她走到第一線，開始帶領教師團隊規劃資優

課程與設計教材。

　　侯雅齡談到進入大學任教的初衷，就是希望培育更多未來的優秀教師，讓更多學

生獲益。而優化教學現場，協助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應該也是師資培育大學社會責任

的一環。她希望將本身在教學及研究中累積的經驗與養分回饋給現場教師，帶領基層

教師共同成長，讓教學現場成為培育優良學子的沃土。

引導資優學生透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在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中，獨立研究、領導才能、情意與創造力是資優學生的

特殊需求科目，其中，透過獨立研究不僅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潛

能，資優生對資料的整理及邏輯分析相對快速，若能善加引導，培養學生問題、假

設、驗證的思維模式，對學生各方面學習皆有助益。因此，是許多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ndividual Guidance Plan, IGP）中所規劃的重要課程；在修正後的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中，指導資優學生進行獨立研究，也是資優教師培育過程的必要課程之一。因

此，侯雅齡除了帶領基層教師優化獨立研究課程，另方面也構思撰寫獨立研究教學指

引專書。

　　專書撰寫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引領教師了解獨立研究本質在於培養思維模式的過

程，而非要求競賽得獎的結果。當教師要指導資優學生做獨立研究時，必須具備這樣

的思維，才能讓學生的獨立研究不僅只是具有完美的形式架構，更重要的是能協助資

優生自在地使用習得的研究方法，以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二是許多教師對於研究方法並不熟悉，透過專書系統說明研究方法，為教師提供

教學方向。侯雅齡也會於專書中，將之前於國外訪學的經驗，以及預計在中心收集國

外資優教育資料整理、分析後，提供現場教師一窺國際發展狀況。

　　除專書外，侯雅齡也受國教署委託編纂獨立研究的國小教材，提供資優班教師教

學使用。原本專書應先於教材完成，但因應今年9月的國小三年級學生即將開始新課

綱（資優生為國小二年級鑑定，三年級開始接受特教服務），因此她先一步完成三年

級的獨立研究教材。提供現場教師了解因應課綱的獨立研究教學方向，三年級教材可

與普通班自然科教師合作，未來四年級則可與普通班社會科教師合作，侯雅齡希望出

版的教材與專書能成為促進普通及特殊教師合作與對話的開端，也能引導資優學生透

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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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特殊教育，普羅大眾的既定印象會

聚焦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但是臺灣

在特殊教育實施的特色是「優、障並重」，

不僅關注身心障礙學生，同時也關注資賦優

異學生的教育需求。「資賦優異」這個標

籤，並不是為了滿足學生與家長的榮耀感，

而是，提醒教育應該因應資優學生的特殊

性，給予適合的教學服務與調整，許多人誤

以為資優學生就是學業成績好，讓資優與績

優畫上等號，不僅扭曲資優教育的實施，往

往也會限制資優學生潛能的開展。此次來訪

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侯雅齡特聘教授，研究專長有資優

教育、測驗統計、學習動機，擅長從資優教學現場發現問題，再用個人學術專業來解

決現場問題，對於資優教育議題深耕已久。

資優生的情意教育與鑑定測驗發展

　　2007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

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的資料顯示，臺灣學生的成就表現良

好，但學生卻相對沒有自信。此調查結果引起侯雅齡的好奇，開始關注資優生在學習

成就與學習自信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她透過縱貫研究了解資優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與

學業自我概念兩者的長期發展，並運用擅長的統計模型，深入分析兩者的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學習自信好的學生其學業表現能有顯著的進步，而學業表現好的學生其學

習自信的成長卻不如預期高。因此鼓勵資優教育不能僅是狹隘的關注如何提升學業成

就，而應該看見學生的個別性，給予其深入自我探索、理解人我關係，甚至面對挫折

培養勇氣的「情意教育」－－這也是108課綱中，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之一。

　　因為華人社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侯雅齡也注意到資優生甄別測驗的一些

亂象：看準商機的補教業者，千方百計地在每一次甄別考試後獲取考題。資優生鑑定

的測驗題目是標準化測驗，一旦試題外洩，就會造成每年檢測結果起伏不定。

　　侯雅齡雖然可以理解家長的心情，但也認為若無穩定、可信、有效的測驗機制，

不僅無法找到真正需要服務的學生，也會造成測驗成本與資優教育成本浪費，衍伸更

多問題。因此從2015年教育部推動資優教育中程計畫開始，侯雅齡運用測驗相關專

業，建議重新規劃資優鑑定測驗，希望將考題題庫化，讓測驗題目不易被猜測，鑑定

測驗更具甄別度。

108課綱的實施與師培大學社會責任

　　十二年國教總綱於2014年公布，揭示臺灣朝向融合教育，所有學生以安置在普

通班為主，有特殊需求再接受特教服務。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相對明確，學生的個別

性比較可以被理解，但是資賦優異學生常會被概括地認定應該是全才，他們的殊異性

及需求反而較不容易被理解。若從師資培育端來看，臺灣的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分別

由不同的學系來做職前培育，是採取雙軌制。但在國中與國小教學現場的資優教育卻

是採用融合教育，以分散式資源班的方式提供學生加深加廣課程，學生主要是在普通

班，部分時間到資源班接受服務，如何讓教學能以學生為中心，讓兩邊的學習能相互

配合而非各自獨立，一直考驗著特教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

　　我們常在現場中可以看到的迷思是：資優教師的教學設計常常無限的發散，在一

個主題之下，可能把學生未來二、三年的學習內容都上完了，但是，忽略了學習經驗

的連續性，老師教得多不見得學生學得多，再者，教師的課程設計往往依著教師的喜

好，舉例來說，如果老師擅長數學，可能學生在邏輯判斷、符號表徵上會有相對多的

機會學習，但是在人文關懷、美感經驗上就相對欠缺。或者，如果老師自認為不擅長

數學，就刻意規避開設數學方面的課程。

　　2016年侯雅齡受教育部聘任為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及實施規範研修小組委

員，參與108課綱有關特殊教育需求領域課程綱要的研訂，以及資賦優異學生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與課程調整作法示例。2017赴美UCLA進行一年訪學，了解國外資優教育

的發展狀況，希望協助臺灣資優教育執行方式更為完善。回臺後，卻發現特教教師們

在轉化課綱條目為課程時產生了困難，再者課綱統一的內容如何與一向強調個別化教

育的特殊教育相輔相成，也讓許多教師困擾，甚至反應課綱打亂了教學步調。因曾擔

任過普通班教師，後來攻讀特殊教育博士，侯雅齡所學本就融合普通教育與特殊教

育，大學任教期間也與教學基層密切互動，了解普特兩方的教學狀況及困難。侯雅齡

認為108課綱強調普教與特教之間的融通，而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的提出，也就是希望教師在課程設計時能有參考依據，一方面把時間拉長看，看到學

生能力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把面向拉廣，看到如何與普教課程或跨領域學科的統

整。為了能充分協助基層教師解決問題，她走到第一線，開始帶領教師團隊規劃資優

課程與設計教材。

　　侯雅齡談到進入大學任教的初衷，就是希望培育更多未來的優秀教師，讓更多學

生獲益。而優化教學現場，協助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應該也是師資培育大學社會責任

的一環。她希望將本身在教學及研究中累積的經驗與養分回饋給現場教師，帶領基層

教師共同成長，讓教學現場成為培育優良學子的沃土。

引導資優學生透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在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中，獨立研究、領導才能、情意與創造力是資優學生的

特殊需求科目，其中，透過獨立研究不僅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潛

能，資優生對資料的整理及邏輯分析相對快速，若能善加引導，培養學生問題、假

設、驗證的思維模式，對學生各方面學習皆有助益。因此，是許多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ndividual Guidance Plan, IGP）中所規劃的重要課程；在修正後的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中，指導資優學生進行獨立研究，也是資優教師培育過程的必要課程之一。因

此，侯雅齡除了帶領基層教師優化獨立研究課程，另方面也構思撰寫獨立研究教學指

引專書。

　　專書撰寫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引領教師了解獨立研究本質在於培養思維模式的過

程，而非要求競賽得獎的結果。當教師要指導資優學生做獨立研究時，必須具備這樣

的思維，才能讓學生的獨立研究不僅只是具有完美的形式架構，更重要的是能協助資

優生自在地使用習得的研究方法，以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二是許多教師對於研究方法並不熟悉，透過專書系統說明研究方法，為教師提供

教學方向。侯雅齡也會於專書中，將之前於國外訪學的經驗，以及預計在中心收集國

外資優教育資料整理、分析後，提供現場教師一窺國際發展狀況。

　　除專書外，侯雅齡也受國教署委託編纂獨立研究的國小教材，提供資優班教師教

學使用。原本專書應先於教材完成，但因應今年9月的國小三年級學生即將開始新課

綱（資優生為國小二年級鑑定，三年級開始接受特教服務），因此她先一步完成三年

級的獨立研究教材。提供現場教師了解因應課綱的獨立研究教學方向，三年級教材可

與普通班自然科教師合作，未來四年級則可與普通班社會科教師合作，侯雅齡希望出

版的教材與專書能成為促進普通及特殊教師合作與對話的開端，也能引導資優學生透

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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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教育實施的特色是「優、障並重」，

不僅關注身心障礙學生，同時也關注資賦優

異學生的教育需求。「資賦優異」這個標

籤，並不是為了滿足學生與家長的榮耀感，

而是，提醒教育應該因應資優學生的特殊

性，給予適合的教學服務與調整，許多人誤

以為資優學生就是學業成績好，讓資優與績

優畫上等號，不僅扭曲資優教育的實施，往

往也會限制資優學生潛能的開展。此次來訪

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侯雅齡特聘教授，研究專長有資優

教育、測驗統計、學習動機，擅長從資優教學現場發現問題，再用個人學術專業來解

決現場問題，對於資優教育議題深耕已久。

資優生的情意教育與鑑定測驗發展

　　2007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

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的資料顯示，臺灣學生的成就表現良

好，但學生卻相對沒有自信。此調查結果引起侯雅齡的好奇，開始關注資優生在學習

成就與學習自信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她透過縱貫研究了解資優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與

學業自我概念兩者的長期發展，並運用擅長的統計模型，深入分析兩者的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學習自信好的學生其學業表現能有顯著的進步，而學業表現好的學生其學

習自信的成長卻不如預期高。因此鼓勵資優教育不能僅是狹隘的關注如何提升學業成

就，而應該看見學生的個別性，給予其深入自我探索、理解人我關係，甚至面對挫折

培養勇氣的「情意教育」－－這也是108課綱中，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之一。

　　因為華人社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侯雅齡也注意到資優生甄別測驗的一些

亂象：看準商機的補教業者，千方百計地在每一次甄別考試後獲取考題。資優生鑑定

的測驗題目是標準化測驗，一旦試題外洩，就會造成每年檢測結果起伏不定。

　　侯雅齡雖然可以理解家長的心情，但也認為若無穩定、可信、有效的測驗機制，

不僅無法找到真正需要服務的學生，也會造成測驗成本與資優教育成本浪費，衍伸更

多問題。因此從2015年教育部推動資優教育中程計畫開始，侯雅齡運用測驗相關專

業，建議重新規劃資優鑑定測驗，希望將考題題庫化，讓測驗題目不易被猜測，鑑定

測驗更具甄別度。

108課綱的實施與師培大學社會責任

　　十二年國教總綱於2014年公布，揭示臺灣朝向融合教育，所有學生以安置在普

通班為主，有特殊需求再接受特教服務。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相對明確，學生的個別

性比較可以被理解，但是資賦優異學生常會被概括地認定應該是全才，他們的殊異性

及需求反而較不容易被理解。若從師資培育端來看，臺灣的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分別

由不同的學系來做職前培育，是採取雙軌制。但在國中與國小教學現場的資優教育卻

是採用融合教育，以分散式資源班的方式提供學生加深加廣課程，學生主要是在普通

班，部分時間到資源班接受服務，如何讓教學能以學生為中心，讓兩邊的學習能相互

配合而非各自獨立，一直考驗著特教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

　　我們常在現場中可以看到的迷思是：資優教師的教學設計常常無限的發散，在一

個主題之下，可能把學生未來二、三年的學習內容都上完了，但是，忽略了學習經驗

的連續性，老師教得多不見得學生學得多，再者，教師的課程設計往往依著教師的喜

好，舉例來說，如果老師擅長數學，可能學生在邏輯判斷、符號表徵上會有相對多的

機會學習，但是在人文關懷、美感經驗上就相對欠缺。或者，如果老師自認為不擅長

數學，就刻意規避開設數學方面的課程。

　　2016年侯雅齡受教育部聘任為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及實施規範研修小組委

員，參與108課綱有關特殊教育需求領域課程綱要的研訂，以及資賦優異學生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與課程調整作法示例。2017赴美UCLA進行一年訪學，了解國外資優教育

的發展狀況，希望協助臺灣資優教育執行方式更為完善。回臺後，卻發現特教教師們

在轉化課綱條目為課程時產生了困難，再者課綱統一的內容如何與一向強調個別化教

育的特殊教育相輔相成，也讓許多教師困擾，甚至反應課綱打亂了教學步調。因曾擔

任過普通班教師，後來攻讀特殊教育博士，侯雅齡所學本就融合普通教育與特殊教

育，大學任教期間也與教學基層密切互動，了解普特兩方的教學狀況及困難。侯雅齡

認為108課綱強調普教與特教之間的融通，而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的提出，也就是希望教師在課程設計時能有參考依據，一方面把時間拉長看，看到學

生能力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把面向拉廣，看到如何與普教課程或跨領域學科的統

整。為了能充分協助基層教師解決問題，她走到第一線，開始帶領教師團隊規劃資優

課程與設計教材。

　　侯雅齡談到進入大學任教的初衷，就是希望培育更多未來的優秀教師，讓更多學

生獲益。而優化教學現場，協助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應該也是師資培育大學社會責任

的一環。她希望將本身在教學及研究中累積的經驗與養分回饋給現場教師，帶領基層

教師共同成長，讓教學現場成為培育優良學子的沃土。

引導資優學生透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在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中，獨立研究、領導才能、情意與創造力是資優學生的

特殊需求科目，其中，透過獨立研究不僅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潛

能，資優生對資料的整理及邏輯分析相對快速，若能善加引導，培養學生問題、假

設、驗證的思維模式，對學生各方面學習皆有助益。因此，是許多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ndividual Guidance Plan, IGP）中所規劃的重要課程；在修正後的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中，指導資優學生進行獨立研究，也是資優教師培育過程的必要課程之一。因

此，侯雅齡除了帶領基層教師優化獨立研究課程，另方面也構思撰寫獨立研究教學指

引專書。

　　專書撰寫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引領教師了解獨立研究本質在於培養思維模式的過

程，而非要求競賽得獎的結果。當教師要指導資優學生做獨立研究時，必須具備這樣

的思維，才能讓學生的獨立研究不僅只是具有完美的形式架構，更重要的是能協助資

優生自在地使用習得的研究方法，以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二是許多教師對於研究方法並不熟悉，透過專書系統說明研究方法，為教師提供

教學方向。侯雅齡也會於專書中，將之前於國外訪學的經驗，以及預計在中心收集國

外資優教育資料整理、分析後，提供現場教師一窺國際發展狀況。

　　除專書外，侯雅齡也受國教署委託編纂獨立研究的國小教材，提供資優班教師教

學使用。原本專書應先於教材完成，但因應今年9月的國小三年級學生即將開始新課

綱（資優生為國小二年級鑑定，三年級開始接受特教服務），因此她先一步完成三年

級的獨立研究教材。提供現場教師了解因應課綱的獨立研究教學方向，三年級教材可

與普通班自然科教師合作，未來四年級則可與普通班社會科教師合作，侯雅齡希望出

版的教材與專書能成為促進普通及特殊教師合作與對話的開端，也能引導資優學生透

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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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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淑珍：說話以外的聲音工程
採訪／李宛芝、林威辰、連采宜　撰文／連采宜

　　「說話」，是人人每天都會重複無數次的行為，說話者張口發聲，用語言傳達自

己的意見感受，是再簡單自然不過的事。只是口語往往是連續的，鮮少有可靠的停頓

幫助聽者理解，因此，了解聽者如何運用各種語音訊號，如：音長或音高，來切分出

一段段的語言單位（即：語音切分），進行多層次意義解碼，成為心理語言學家了解

人類對語言處理和認知的重要課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國立中

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歐淑珍副教授，以其專業領域的實驗音韻學和語音學，研究母語

音韻系統如何影響第二語言音韻習得，以及母語的音韻系統和語音線索分佈特徵，如

何影響未知語言的語音切分。

聲音的語法

　　提到「語法」，多數人會想到句法學（Syntax），其實「聲音」也有自己的語

法，即聲音有其結構和規律存在，此領域的研究稱為「音韻學」。「實驗音韻學」則

是透過實驗的方法，來驗證音韻理論的真實性，以及口語的解碼處理（如：語音訊號

對於語音切分、詞彙辨識和語句理解的影響），甚至是母語對第二語言習得歷程

（如： 口音的形成原因）等相關議題，實驗音韻學可視為跨領域的學科，除了音韻

學的知識，更須結合心理學實驗法、統計學、聲學語音技術和資訊學等學科的訓練。

　　歐淑珍的研究近十年主要有2個方向，一是第二語言音韻習得，二是母語音韻系

統和語音線索分佈對語音切分的影響。第一個研究方向主要源自於教學現場，歐淑珍

發現臺灣學生對於英語發音存在不少聽與說的問題，特別是重音辨別能力的環節較

弱，無法區辨重音會影響溝通和理解。每個英語字的重音位置並不相同，再加上語調

互動，就更為困難。究其原因，發現臺灣慣用的華語是聲調語言，英語是重音語言，

在詞彙韻律類型學上是不一樣的系統。兩種語言的音韻系統在音高和基頻的運用上有

所差異，導致臺灣學生在學習英語字重音時，特別是在上揚語調時，會經歷一種「重

音失聰」的情況，就是聽不出來的意思。若問題無法解決，長此以往，學生深感挫

折，也就更不容易學得好了。歐淑珍將臺灣學生英語字重音的學習問題，在科技部的

補助下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更發展出一套實驗室控制訓練，幫助臺灣學習者克服各

種語調情境下的重音聽辨，成果由國際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成學術專書

從聽經開始的語音切分實驗

　　歐淑珍這次計畫的研究方向是探討母語的音韻經驗對語音切分的影響，我們在聽

一段話的時候，很容易就理解一段話的意思，很多人覺得這並不困難，那是因為我們

已經累積了夠多的詞彙和各種語言知識。若剛接觸一個陌生的語言或學習一個新的語

言時，很容易發現可能不是那麼簡單。首先是詞彙量不足，再者對該語言的其他語言

知識也不足，要理解一段話不是那麼容易，這樣的經驗告訴我們，語言的理解實際上

是經過一些重要歷程，其中一個歷程叫做「語音切分」，也就是聽者如何從連續不斷

的語音訊號中去提取可能的語言單位，之後再進行字詞或片語的理解。

　　這個研究方向的發想，是有一年歐淑珍有機會聽取各式經文，雖然聽不懂梵音吟

唱的內容意義，聽久了似乎可以將經文段落逐一切分出來，這個過程即所謂的「語音

切分」。切分的線索之一就是音節間的轉移機率，也是人類共通的能力。

　　舉例來說，在小孩子還沒學過「Happy」、「Dog」這兩個字之前，並不曉得這

是兩個不同的字。「Happy」和「Dog」加起來共有三個音節，轉移機率指的是HA

跟 PPY在一起的機率，以及PPY跟DOG在一起的機率，這是人類在做語音切分時的

基本能力。但成人接觸的語言和學習的事物皆比小孩子來得多，成人在語音切分的時

候只會有一個策略嗎？還是會借助其他的方式呢？研究顯示成人還會透過其他的方法

進行切分，尤其母語的音韻經驗，在語音切分中有顯著的影響。音高和音長在每個語

言的音韻系統扮演不同的角色，這部分的語言知識可能會在成人語音切分被當成某種

策略使用。此次計畫做跨語言實驗，準備招募母語分別為華語、英語、法語、韓語的

人士，看其音韻系統和主要的語音分布會對四組人帶來何種語音切分的影響。

　　研究主要是透過人造語言學習實驗，讓受試者進入封閉的實驗小間，聽取六個無

意義且無間斷的「字」的音檔串接一段時間之後，再參與一個測驗，判斷哪個字曾在

音檔中出現，依據其結果反推受試者的語音切分成果。受到疫情影響，人員的招募工

作遇到很大的困難，南部學校符合資格的外國人幾乎都被歐淑珍找光了，卻仍未達分

組目標，歐淑珍轉而向國立臺灣大學語言所和國立政治大學語言所合作，希冀能找到

更多的外國受試者。同時因應防疫，與國立高雄大學電機系教授合作開發線上實驗的

技術，目前已和外國的線上實驗平臺公司接洽，希望可以雙管齊下，俾使受試者招募

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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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是人人每天都會重複無數次的行為，說話者張口發聲，用語言傳達自

己的意見感受，是再簡單自然不過的事。只是口語往往是連續的，鮮少有可靠的停頓

幫助聽者理解，因此，了解聽者如何運用各種語音訊號，如：音長或音高，來切分出

一段段的語言單位（即：語音切分），進行多層次意義解碼，成為心理語言學家了解

人類對語言處理和認知的重要課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國立中

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歐淑珍副教授，以其專業領域的實驗音韻學和語音學，研究母語

音韻系統如何影響第二語言音韻習得，以及母語的音韻系統和語音線索分佈特徵，如

何影響未知語言的語音切分。

聲音的語法

　　提到「語法」，多數人會想到句法學（Syntax），其實「聲音」也有自己的語

法，即聲音有其結構和規律存在，此領域的研究稱為「音韻學」。「實驗音韻學」則

是透過實驗的方法，來驗證音韻理論的真實性，以及口語的解碼處理（如：語音訊號

對於語音切分、詞彙辨識和語句理解的影響），甚至是母語對第二語言習得歷程

（如： 口音的形成原因）等相關議題，實驗音韻學可視為跨領域的學科，除了音韻

學的知識，更須結合心理學實驗法、統計學、聲學語音技術和資訊學等學科的訓練。

　　歐淑珍的研究近十年主要有2個方向，一是第二語言音韻習得，二是母語音韻系

統和語音線索分佈對語音切分的影響。第一個研究方向主要源自於教學現場，歐淑珍

發現臺灣學生對於英語發音存在不少聽與說的問題，特別是重音辨別能力的環節較

弱，無法區辨重音會影響溝通和理解。每個英語字的重音位置並不相同，再加上語調

互動，就更為困難。究其原因，發現臺灣慣用的華語是聲調語言，英語是重音語言，

在詞彙韻律類型學上是不一樣的系統。兩種語言的音韻系統在音高和基頻的運用上有

所差異，導致臺灣學生在學習英語字重音時，特別是在上揚語調時，會經歷一種「重

音失聰」的情況，就是聽不出來的意思。若問題無法解決，長此以往，學生深感挫

折，也就更不容易學得好了。歐淑珍將臺灣學生英語字重音的學習問題，在科技部的

補助下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更發展出一套實驗室控制訓練，幫助臺灣學習者克服各

種語調情境下的重音聽辨，成果由國際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成學術專書

從聽經開始的語音切分實驗

　　歐淑珍這次計畫的研究方向是探討母語的音韻經驗對語音切分的影響，我們在聽

一段話的時候，很容易就理解一段話的意思，很多人覺得這並不困難，那是因為我們

已經累積了夠多的詞彙和各種語言知識。若剛接觸一個陌生的語言或學習一個新的語

言時，很容易發現可能不是那麼簡單。首先是詞彙量不足，再者對該語言的其他語言

知識也不足，要理解一段話不是那麼容易，這樣的經驗告訴我們，語言的理解實際上

是經過一些重要歷程，其中一個歷程叫做「語音切分」，也就是聽者如何從連續不斷

的語音訊號中去提取可能的語言單位，之後再進行字詞或片語的理解。

　　這個研究方向的發想，是有一年歐淑珍有機會聽取各式經文，雖然聽不懂梵音吟

唱的內容意義，聽久了似乎可以將經文段落逐一切分出來，這個過程即所謂的「語音

切分」。切分的線索之一就是音節間的轉移機率，也是人類共通的能力。

　　舉例來說，在小孩子還沒學過「Happy」、「Dog」這兩個字之前，並不曉得這

是兩個不同的字。「Happy」和「Dog」加起來共有三個音節，轉移機率指的是HA

跟 PPY在一起的機率，以及PPY跟DOG在一起的機率，這是人類在做語音切分時的

基本能力。但成人接觸的語言和學習的事物皆比小孩子來得多，成人在語音切分的時

候只會有一個策略嗎？還是會借助其他的方式呢？研究顯示成人還會透過其他的方法

進行切分，尤其母語的音韻經驗，在語音切分中有顯著的影響。音高和音長在每個語

言的音韻系統扮演不同的角色，這部分的語言知識可能會在成人語音切分被當成某種

策略使用。此次計畫做跨語言實驗，準備招募母語分別為華語、英語、法語、韓語的

人士，看其音韻系統和主要的語音分布會對四組人帶來何種語音切分的影響。

　　研究主要是透過人造語言學習實驗，讓受試者進入封閉的實驗小間，聽取六個無

意義且無間斷的「字」的音檔串接一段時間之後，再參與一個測驗，判斷哪個字曾在

音檔中出現，依據其結果反推受試者的語音切分成果。受到疫情影響，人員的招募工

作遇到很大的困難，南部學校符合資格的外國人幾乎都被歐淑珍找光了，卻仍未達分

組目標，歐淑珍轉而向國立臺灣大學語言所和國立政治大學語言所合作，希冀能找到

更多的外國受試者。同時因應防疫，與國立高雄大學電機系教授合作開發線上實驗的

技術，目前已和外國的線上實驗平臺公司接洽，希望可以雙管齊下，俾使受試者招募

更加順利。

Perceptual Training on Lexical Stress Contrasts: A Study with Taiwa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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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是人人每天都會重複無數次的行為，說話者張口發聲，用語言傳達自

己的意見感受，是再簡單自然不過的事。只是口語往往是連續的，鮮少有可靠的停頓

幫助聽者理解，因此，了解聽者如何運用各種語音訊號，如：音長或音高，來切分出

一段段的語言單位（即：語音切分），進行多層次意義解碼，成為心理語言學家了解

人類對語言處理和認知的重要課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國立中

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歐淑珍副教授，以其專業領域的實驗音韻學和語音學，研究母語

音韻系統如何影響第二語言音韻習得，以及母語的音韻系統和語音線索分佈特徵，如

何影響未知語言的語音切分。

聲音的語法

　　提到「語法」，多數人會想到句法學（Syntax），其實「聲音」也有自己的語

法，即聲音有其結構和規律存在，此領域的研究稱為「音韻學」。「實驗音韻學」則

是透過實驗的方法，來驗證音韻理論的真實性，以及口語的解碼處理（如：語音訊號

對於語音切分、詞彙辨識和語句理解的影響），甚至是母語對第二語言習得歷程

（如： 口音的形成原因）等相關議題，實驗音韻學可視為跨領域的學科，除了音韻

學的知識，更須結合心理學實驗法、統計學、聲學語音技術和資訊學等學科的訓練。

　　歐淑珍的研究近十年主要有2個方向，一是第二語言音韻習得，二是母語音韻系

統和語音線索分佈對語音切分的影響。第一個研究方向主要源自於教學現場，歐淑珍

發現臺灣學生對於英語發音存在不少聽與說的問題，特別是重音辨別能力的環節較

弱，無法區辨重音會影響溝通和理解。每個英語字的重音位置並不相同，再加上語調

互動，就更為困難。究其原因，發現臺灣慣用的華語是聲調語言，英語是重音語言，

在詞彙韻律類型學上是不一樣的系統。兩種語言的音韻系統在音高和基頻的運用上有

所差異，導致臺灣學生在學習英語字重音時，特別是在上揚語調時，會經歷一種「重

音失聰」的情況，就是聽不出來的意思。若問題無法解決，長此以往，學生深感挫

折，也就更不容易學得好了。歐淑珍將臺灣學生英語字重音的學習問題，在科技部的

補助下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更發展出一套實驗室控制訓練，幫助臺灣學習者克服各

種語調情境下的重音聽辨，成果由國際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成學術專書

從聽經開始的語音切分實驗

　　歐淑珍這次計畫的研究方向是探討母語的音韻經驗對語音切分的影響，我們在聽

一段話的時候，很容易就理解一段話的意思，很多人覺得這並不困難，那是因為我們

已經累積了夠多的詞彙和各種語言知識。若剛接觸一個陌生的語言或學習一個新的語

言時，很容易發現可能不是那麼簡單。首先是詞彙量不足，再者對該語言的其他語言

知識也不足，要理解一段話不是那麼容易，這樣的經驗告訴我們，語言的理解實際上

是經過一些重要歷程，其中一個歷程叫做「語音切分」，也就是聽者如何從連續不斷

的語音訊號中去提取可能的語言單位，之後再進行字詞或片語的理解。

　　這個研究方向的發想，是有一年歐淑珍有機會聽取各式經文，雖然聽不懂梵音吟

唱的內容意義，聽久了似乎可以將經文段落逐一切分出來，這個過程即所謂的「語音

切分」。切分的線索之一就是音節間的轉移機率，也是人類共通的能力。

　　舉例來說，在小孩子還沒學過「Happy」、「Dog」這兩個字之前，並不曉得這

是兩個不同的字。「Happy」和「Dog」加起來共有三個音節，轉移機率指的是HA

跟 PPY在一起的機率，以及PPY跟DOG在一起的機率，這是人類在做語音切分時的

基本能力。但成人接觸的語言和學習的事物皆比小孩子來得多，成人在語音切分的時

候只會有一個策略嗎？還是會借助其他的方式呢？研究顯示成人還會透過其他的方法

進行切分，尤其母語的音韻經驗，在語音切分中有顯著的影響。音高和音長在每個語

言的音韻系統扮演不同的角色，這部分的語言知識可能會在成人語音切分被當成某種

策略使用。此次計畫做跨語言實驗，準備招募母語分別為華語、英語、法語、韓語的

人士，看其音韻系統和主要的語音分布會對四組人帶來何種語音切分的影響。

　　研究主要是透過人造語言學習實驗，讓受試者進入封閉的實驗小間，聽取六個無

意義且無間斷的「字」的音檔串接一段時間之後，再參與一個測驗，判斷哪個字曾在

音檔中出現，依據其結果反推受試者的語音切分成果。受到疫情影響，人員的招募工

作遇到很大的困難，南部學校符合資格的外國人幾乎都被歐淑珍找光了，卻仍未達分

組目標，歐淑珍轉而向國立臺灣大學語言所和國立政治大學語言所合作，希冀能找到

更多的外國受試者。同時因應防疫，與國立高雄大學電機系教授合作開發線上實驗的

技術，目前已和外國的線上實驗平臺公司接洽，希望可以雙管齊下，俾使受試者招募

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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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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榕：當文學與文化研究遇見老年學
——臺灣的在地探索與思考
採訪／李宛芝、林威辰、連采宜　撰文／連采宜

　　少子化以及人口高齡化的問題，是21世紀以來臺灣嚴重的社會危機，學界從人口

組成、經濟環境、長照醫療等諸多面向，提出許多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著名的比較文

學學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提出「世俗批評」（secular criticism）觀點，

影響了中心訪問學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蘇榕，在眾多統計數字紛陳的方

法學中，蘇榕另闢蹊徑，由人道主義出發，以文學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老年學，析

論在21世紀浮上檯面的老化現象中，有關人們的心理、生理，乃至於社會實踐等各個

層面的新議題。

越來越高齡的銀髮世界

　　蘇榕提到，高齡化研究對她

而言，具有個人和社會的雙重意

義。她認為，從個人所經歷的醫

病經驗可以體會生命的無常，面

對高齡化提供反思生命歷程和正

面看待生命起伏的契機；另一方

面，她企圖耙梳社會學、哲學和

文化論述以介入高齡化研究，使

醫療照護也能具有同理心、人文

關懷和批判精神。

　　二戰後至21世紀初期，科技進步帶來的工業化、高度現代化、醫療技術發達，以

及社會經濟發展的轉變，讓已開發國家人口結構的高齡化愈來愈明顯。蘇榕指出，根

據國發會統計，「我國已於1993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

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年齡結構快速高齡化，2020年超高齡（85歲以

上）人口占老年人口10.3%，2070年增長至27.4%」。

　　蘇榕認為，人口結構的高齡化促使人類改寫「高齡」的定義，以臺灣為例，

2018年的總生育率為1.06，女性平均年齡約為84.0歲，男性約為77.4歲。何謂

「老」？如何管理「老年」？多數人還未做好心理準備，已經被迫要面對如何安排退

休生涯、如何獨立過老後生活、如何照顧失智或無法獨立生活的長者、甚至如何看待

「老」這個概念的轉變等種種課題。

Aging！追求夢想時，你會忘記自己幾歲

　　關於Aging這個概念的進一步理解，蘇榕推薦了臺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醫師，也

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高齡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陳亮恭2021年1月出版的《解鎖無

齡》。陳亮恭在《解鎖無齡》中提到，在翻譯「Aging」時，「日本學者常以『加

齡』稱呼，而中國大陸的學者則以『增齡』稱之，兩者都是年齡增加的中性描述；臺

灣卻一直翻譯為『老化』」，賦予此詞彙負面涵義，像是朝著疾病、依賴、孱弱的方

向前進」（14）。蘇榕也引述了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

voir）《論老年》（La Vieillesse）的觀點：「老年並非一個靜態的事實，而是一

個有延伸、有結果的過程」（15）。蘇榕認為21世紀翻轉「老化」負面形象的趨勢

將會愈來愈明顯，建議Aging不妨翻譯成「增齡現象」，以彰顯Aging所指的「年齡

增加的動態過程」，在這期間身心逐漸出現的各種改變可視為中性、非負面的生命現

象。

　　蘇榕提到，加拿大社會學者卡茲（Stephen Katz）在《規訓老年》（Disciplin-

ing Old Age: The Formation of Gerontological Knowledge）一書中批判了負面

化年齡增加的衰老形象，企圖發展出一套批判性社會老年學的論述。這些來自學界的

聲音大大鼓舞了西方的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學者，使得以人文觀點研究老年學更為人

所重視。蘇榕注意到西方在視覺文化的再現方面，對老年的呈現是比較個人的，在亞

洲社會則比較傾向社區主義。她舉了《愛‧慕》（Amour）和《不老騎士》這兩部影

片為例，認為：「這兩個案例展現了高齡化的文化差異。亞洲社會似乎比西方社會更

易於建立社區意識和融入社區生活，特別是長者。因此亞洲模式的在地成功老化經驗

無法全盤以西方老年學的高齡化論述套用，正如卡茲在《規訓老年》一書所提及的：

「西方老年學無法將印度和其他國家的老年學分析納入其政策、實施策略、健康照護

服務、科技、人口學研究、收入保障，以及家庭研究的老年學論述」（3-4）」

（〈「老」是例外？：高齡化論述與後千禧生命歷程〉76）。在觀察分析以上案例

後，她認為：「這兩個案例生動地展現了老年生活的現實細節和複雜性。前者深化了

「老—病」連結的刻板形象，使衰老意識形態和臨老的恐懼感更易深植人心；後者雖

然有廣告的宣傳色彩，但能以真人實例解構「老—病」刻板形象和挑戰衰老意識，創

造動能，並且成功視覺化臺灣老人的多元文化性和融合的韌性。兩者除了提供高齡化

論述現實運作的個別細節，也反映了不同文化面對高齡化的態度。前者的老年生命表

現在自主性、尊嚴、個人化特質的堅持，以及生命終止的自主權。後者的老年生命持

續成長，並以動能創造持續的未來和希望」（〈「老」是例外？：高齡化論述與後千

禧生命歷程〉76）。蘇榕指出，由視覺文化呈現出增齡現象的差異性可以看出，老年

人口既是「社會的負擔」，「銀色產業」又是活化經濟的泉源，這些將成為全球發達

國家責無旁貸、致力研究的課題。

　　未來，蘇榕希望研究成果能提供以醫療或照護為主軸的老年學另一個觀察的窗

口，使醫師、照護者能從長者的觀點來看待生命歷程。由文學的再現、生命故事，體

會感受到長者的處境，提升社會整體老後的生命品質，如同電影《不老騎士》所揭示

的：「追求夢想時，你會忘記自己幾歲」，這便是研究Aging所要彰顯的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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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子化以及人口高齡化的問題，是21世紀以來臺灣嚴重的社會危機，學界從人口

組成、經濟環境、長照醫療等諸多面向，提出許多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著名的比較文

學學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提出「世俗批評」（secular criticism）觀點，

影響了中心訪問學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蘇榕，在眾多統計數字紛陳的方

法學中，蘇榕另闢蹊徑，由人道主義出發，以文學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老年學，析

論在21世紀浮上檯面的老化現象中，有關人們的心理、生理，乃至於社會實踐等各個

層面的新議題。

越來越高齡的銀髮世界

　　蘇榕提到，高齡化研究對她

而言，具有個人和社會的雙重意

義。她認為，從個人所經歷的醫

病經驗可以體會生命的無常，面

對高齡化提供反思生命歷程和正

面看待生命起伏的契機；另一方

面，她企圖耙梳社會學、哲學和

文化論述以介入高齡化研究，使

醫療照護也能具有同理心、人文

關懷和批判精神。

　　二戰後至21世紀初期，科技進步帶來的工業化、高度現代化、醫療技術發達，以

及社會經濟發展的轉變，讓已開發國家人口結構的高齡化愈來愈明顯。蘇榕指出，根

據國發會統計，「我國已於1993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

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年齡結構快速高齡化，2020年超高齡（85歲以

上）人口占老年人口10.3%，2070年增長至27.4%」。

　　蘇榕認為，人口結構的高齡化促使人類改寫「高齡」的定義，以臺灣為例，

2018年的總生育率為1.06，女性平均年齡約為84.0歲，男性約為77.4歲。何謂

「老」？如何管理「老年」？多數人還未做好心理準備，已經被迫要面對如何安排退

休生涯、如何獨立過老後生活、如何照顧失智或無法獨立生活的長者、甚至如何看待

「老」這個概念的轉變等種種課題。

Aging！追求夢想時，你會忘記自己幾歲

　　關於Aging這個概念的進一步理解，蘇榕推薦了臺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醫師，也

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高齡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陳亮恭2021年1月出版的《解鎖無

齡》。陳亮恭在《解鎖無齡》中提到，在翻譯「Aging」時，「日本學者常以『加

齡』稱呼，而中國大陸的學者則以『增齡』稱之，兩者都是年齡增加的中性描述；臺

灣卻一直翻譯為『老化』」，賦予此詞彙負面涵義，像是朝著疾病、依賴、孱弱的方

向前進」（14）。蘇榕也引述了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

voir）《論老年》（La Vieillesse）的觀點：「老年並非一個靜態的事實，而是一

個有延伸、有結果的過程」（15）。蘇榕認為21世紀翻轉「老化」負面形象的趨勢

將會愈來愈明顯，建議Aging不妨翻譯成「增齡現象」，以彰顯Aging所指的「年齡

增加的動態過程」，在這期間身心逐漸出現的各種改變可視為中性、非負面的生命現

象。

　　蘇榕提到，加拿大社會學者卡茲（Stephen Katz）在《規訓老年》（Disciplin-

ing Old Age: The Formation of Gerontological Knowledge）一書中批判了負面

化年齡增加的衰老形象，企圖發展出一套批判性社會老年學的論述。這些來自學界的

聲音大大鼓舞了西方的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學者，使得以人文觀點研究老年學更為人

所重視。蘇榕注意到西方在視覺文化的再現方面，對老年的呈現是比較個人的，在亞

洲社會則比較傾向社區主義。她舉了《愛‧慕》（Amour）和《不老騎士》這兩部影

片為例，認為：「這兩個案例展現了高齡化的文化差異。亞洲社會似乎比西方社會更

易於建立社區意識和融入社區生活，特別是長者。因此亞洲模式的在地成功老化經驗

無法全盤以西方老年學的高齡化論述套用，正如卡茲在《規訓老年》一書所提及的：

「西方老年學無法將印度和其他國家的老年學分析納入其政策、實施策略、健康照護

服務、科技、人口學研究、收入保障，以及家庭研究的老年學論述」（3-4）」

（〈「老」是例外？：高齡化論述與後千禧生命歷程〉76）。在觀察分析以上案例

後，她認為：「這兩個案例生動地展現了老年生活的現實細節和複雜性。前者深化了

「老—病」連結的刻板形象，使衰老意識形態和臨老的恐懼感更易深植人心；後者雖

然有廣告的宣傳色彩，但能以真人實例解構「老—病」刻板形象和挑戰衰老意識，創

造動能，並且成功視覺化臺灣老人的多元文化性和融合的韌性。兩者除了提供高齡化

論述現實運作的個別細節，也反映了不同文化面對高齡化的態度。前者的老年生命表

現在自主性、尊嚴、個人化特質的堅持，以及生命終止的自主權。後者的老年生命持

續成長，並以動能創造持續的未來和希望」（〈「老」是例外？：高齡化論述與後千

禧生命歷程〉76）。蘇榕指出，由視覺文化呈現出增齡現象的差異性可以看出，老年

人口既是「社會的負擔」，「銀色產業」又是活化經濟的泉源，這些將成為全球發達

國家責無旁貸、致力研究的課題。

　　未來，蘇榕希望研究成果能提供以醫療或照護為主軸的老年學另一個觀察的窗

口，使醫師、照護者能從長者的觀點來看待生命歷程。由文學的再現、生命故事，體

會感受到長者的處境，提升社會整體老後的生命品質，如同電影《不老騎士》所揭示

的：「追求夢想時，你會忘記自己幾歲」，這便是研究Aging所要彰顯的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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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惠菁：引領青年學者走入廣袤的學術風景
採訪／李宛芝、林威辰　撰文／李宛芝、林威辰

　　在研討會或學術活動中看到資深學者侃侃而談的風采，希望能近距離接觸嗎？想

知道資深學者都是用甚麼方式在學術圈中披荊斬棘，過關斬將嗎？本中心「青年學者

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提供青年學者親自向薪傳學者諮詢學術路上的

疑難雜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葉惠菁特聘教授，已協助4位青年學者進行

輔導諮詢，指引他們在專業領域中耕耘。

青年學者的困境

　　2017年開始陸續有青年學者洽詢葉惠菁擔任薪傳學者，了解到青年學者初入學

界的困境，葉惠菁欣然同意。並於2017年至2020年期間，協助輔導3位青年學者，也

在2021年開始協助第4位青年學者。

　　葉惠菁的研究專長為電腦輔助語言教學、師資培育、全語言教育，曾獲得科技部

與教育部的重要獎項，也在英語教學及多媒體輔助語言學習相關領域之頂尖期刊發表

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近五年也執行了多件科技部計畫。葉惠菁輔導的青年學者的

諮詢內容多以英語學習者之寫作為範疇，並延伸到數位化口語表達及多媒體輔助教學

等議題，與葉惠菁的研究專長有相當關聯。這幾年的輔導過程中，葉惠菁發現青年學

者主要的共通問題在於對研究方法的掌握不精準，研究問題不夠聚焦，以及學術寫作

的串聯邏輯仍不熟練，導致他們難以順利在國內及國際期刊發表論文。

經驗共享與研究社群形成

　　葉惠菁在輔導期間，除了引導青年學者了解寫作技巧（knowhow）、掌握議題

並適度縮小研究範圍，也提點他們在論文產出上的要點，並不斷強調學術寫作中的每

一個句子都是必然，沒有偶然，應嚴謹鋪陳論文的脈絡，不應過於發散。也因為自身

擁有豐富國內外期刊投稿經驗，葉惠菁積極分享經驗並提供青年學者投稿的建議，像

是分析SSCI文章的研究架構、稿件適合投哪一本期刊、各期刊文章風格與審查速度

快慢、如何回覆審查意見、哪些編輯跟出刊狀況必須留意等，讓青年學者能減少自行

摸索的時間跟精力，有更多時間投入學術產出。青年學者在輔導諮詢結束後，也都有

點出輔導期間在研究方法及實驗設計的精進，以及薪傳學者投稿經驗的分享，都讓他

們獲益良多。

　　在擔任薪傳學者一段時間後，葉惠菁有感於青年學者除了自身的議題有待釐清

外，也有一些研究上共通的問題。因此2020年開始將這些共同問題，整理成系統化

的綱要，錄製成影片，讓青年學者在諮詢時間外，透過影片的講述，也能反覆學習並

熟悉相關概念。

　　深入了解青年學者的困境後，即使輔導諮詢結束，葉惠菁仍會持續與青年學者保

持聯繫，既曾邀請青年學者一起共同撰寫論文，成為共同作者，亦曾邀請青年學者一

起合作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同時，葉惠菁也邀請與自己合作的其他共同作者，

與青年學者一起協作，幫助青年學者形成研究社群，讓他們在學術研究的路上，獲得

更多的支持與助力。

在學術旅途持續前行

　　經過多次輔導青年學者的經驗，葉惠菁對這個業務表示肯定，認為輔導諮詢確實

能協助青年學者更快進入學術圈，了解學術生態，包含投稿經驗、議題掌握等方面的

觀摩與學習。她也很高興後續有青年學者於諮詢結束後，順利發表論文，甚至升等。

未來她希望能持續以自身的學思經驗，鼓勵青年學者在學術研究的路上大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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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討會或學術活動中看到資深學者侃侃而談的風采，希望能近距離接觸嗎？想

知道資深學者都是用甚麼方式在學術圈中披荊斬棘，過關斬將嗎？本中心「青年學者

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提供青年學者親自向薪傳學者諮詢學術路上的

疑難雜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葉惠菁特聘教授，已協助4位青年學者進行

輔導諮詢，指引他們在專業領域中耕耘。

青年學者的困境

　　2017年開始陸續有青年學者洽詢葉惠菁擔任薪傳學者，了解到青年學者初入學

界的困境，葉惠菁欣然同意。並於2017年至2020年期間，協助輔導3位青年學者，也

在2021年開始協助第4位青年學者。

　　葉惠菁的研究專長為電腦輔助語言教學、師資培育、全語言教育，曾獲得科技部

與教育部的重要獎項，也在英語教學及多媒體輔助語言學習相關領域之頂尖期刊發表

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近五年也執行了多件科技部計畫。葉惠菁輔導的青年學者的

諮詢內容多以英語學習者之寫作為範疇，並延伸到數位化口語表達及多媒體輔助教學

等議題，與葉惠菁的研究專長有相當關聯。這幾年的輔導過程中，葉惠菁發現青年學

者主要的共通問題在於對研究方法的掌握不精準，研究問題不夠聚焦，以及學術寫作

的串聯邏輯仍不熟練，導致他們難以順利在國內及國際期刊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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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析SSCI文章的研究架構、稿件適合投哪一本期刊、各期刊文章風格與審查速度

快慢、如何回覆審查意見、哪些編輯跟出刊狀況必須留意等，讓青年學者能減少自行

摸索的時間跟精力，有更多時間投入學術產出。青年學者在輔導諮詢結束後，也都有

點出輔導期間在研究方法及實驗設計的精進，以及薪傳學者投稿經驗的分享，都讓他

們獲益良多。

　　在擔任薪傳學者一段時間後，葉惠菁有感於青年學者除了自身的議題有待釐清

外，也有一些研究上共通的問題。因此2020年開始將這些共同問題，整理成系統化

的綱要，錄製成影片，讓青年學者在諮詢時間外，透過影片的講述，也能反覆學習並

熟悉相關概念。

　　深入了解青年學者的困境後，即使輔導諮詢結束，葉惠菁仍會持續與青年學者保

持聯繫，既曾邀請青年學者一起共同撰寫論文，成為共同作者，亦曾邀請青年學者一

起合作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同時，葉惠菁也邀請與自己合作的其他共同作者，

與青年學者一起協作，幫助青年學者形成研究社群，讓他們在學術研究的路上，獲得

更多的支持與助力。

在學術旅途持續前行

　　經過多次輔導青年學者的經驗，葉惠菁對這個業務表示肯定，認為輔導諮詢確實

能協助青年學者更快進入學術圈，了解學術生態，包含投稿經驗、議題掌握等方面的

觀摩與學習。她也很高興後續有青年學者於諮詢結束後，順利發表論文，甚至升等。

未來她希望能持續以自身的學思經驗，鼓勵青年學者在學術研究的路上大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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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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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心靈、與世界：腦科學哲學的前沿研究
與人工智慧及新冠肺炎的延伸應用工作坊
撰文／林庭竹（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碩士生）、梁孝賢（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
蘇奕欣（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碩士生）

　　作為二十一世紀最為前衛的科學領域，腦科學

是否能解決自古以來困擾無數菁英的「心物問

題」？意識是怎麼來的？大腦與世界又是以什麼樣

的方式進行互動？如果大腦可以和世界互動，我們

要如何解讀時下COVID-19疫情在不同文化間的反應

差異？又，腦科學如何看待人工智慧的發展？為了

回答這些問題，本中心於2020年12月12日假國立臺

灣大學管理學院重光講堂舉辦本工作坊，特邀加拿

大國家講座教授諾赫夫（Georg Northoff）給予專

題演講，用腦科學的角度來回應COVID-19與人工智

慧議題，並邀請國內腦科學醫學專家─國立陽明大

學腦科學研究所謝仁俊講座教授、認知神經心理學專家─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

讓副教授、以及倫理學及認知科學領域專家─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王華副教授等三位

具代表性的臺灣學者給予評論，透過演講與討論的方式，激發思想的火花，讓腦科學

的研究更上層樓。

【場次一 特邀演講】

開場及前導

　　在導言中，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教授以淺顯易懂的語言，介紹諾赫夫

的腦科學模型以及其模型在COVID-19疫情與人工智慧議題的應用。在諾赫夫的大腦

模型中，大腦本身的神經元屬於「必要但不充分」的神經預置條件；而大腦與世界方

能構成「充分的條件」來產生意識經驗。大腦藉由將外在物理世界的時空編碼轉譯，

從而使我們獲得心靈意識經驗，也因此，大腦具有不同於世界的時空。大腦與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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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在於，大腦將自身時空與外在世界時空做出比較與修正，從而拼湊出世界的樣

貌，將我們所認知的世界趨向最真實的世界。

　　而此時空大腦模型與COVID-19疫情的關聯在於，由於東方國家人民與西方國家

人民在大腦時空上有所不同，造成東方國家人民的自我與社會連結更加緊密，而西方

國家人民的自我與社會連結較為疏鬆，從而導致東西方所因應疫情的方式不同。在人

工智慧方面，諾赫夫認為人工智慧並非用來取代人類大腦，而是幫助人類大腦時空更

加趨近於世界的時空，來幫助我們認識世界。

專題演講

　　此演講主要分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諾赫夫介紹他的大腦模型，意即，解釋我

們的大腦是如何產生意識經驗；在第二部分，諾赫夫說明他的腦科學模型如何解釋東

西方因應COVID-19疫情的態度不同；在第三部分，諾赫夫發表他對人工智慧的看

法。

諾赫夫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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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介紹他的腦科學模型之前，諾赫夫以哲學的難題「心物問題」切入，說明自古

以來的心物之爭都源自於我們過度強調心物的不同，意即我們預設了心靈性（意識）

與物理性（身體或大腦）的不相容。諾赫夫決定反其道而行，去尋找心靈與大腦的共

通性而非一味強調他們的相異性。他稱此共通性為心靈與大腦的「共同貨幣（com-

mon currency）」。然而，究竟何為「共同貨幣」？諾赫夫認為，心靈、大腦與世

界的共通貨幣即為「時空」。世界有世界的時空、大腦有大腦的時空、心靈有心靈的

時空，而他們的共通性即為此三者都具有「時空」。世界的時空藉由大腦的神經預置

轉換成心靈的時空，因此經由大腦的轉換，心靈與世界的時空可能會有些微的差距：

諾赫夫將他們分別稱為大腦的內部時空與世界的外在時空，大腦透過修正內部時空的

差距來與世界對話。

　　此外，諾赫夫藉由其在醫學上的專業來尋找大腦中「共同貨幣」的證據：藉由功

能性磁振照影（亦稱腦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諾赫夫發現大腦的中心區能代表「自我」的區域與大腦安靜時的基礎頻率

有很大的重疊，因此他認為這是「神經元預置」的證據；接著，諾赫夫又藉由思覺失

調症的病患，找到「時空」與「自我」之間的聯結；藉由這兩個證據，諾赫夫證明了

時空與大腦的關聯性。

　　這樣的腦科學理論，也讓諾赫夫得以解釋為何COVID-19在人類世界，特別是災

情慘重的西方世界，帶來一種存在上深刻的焦慮感與恐懼感。這是因為廣傳而可能致

死的疫情切斷了人與人以及人與世界間的連結，而此連結乃是大腦能產生意識與自我

感的基本而必要的條件，切斷了此聯結，意味著個人的自我感將遭受破損，進而帶來

存在上深刻的恐懼感。相較於西方世界重視個體的獨特性因而帶來防疫上政策的混亂

以及人民的普遍不配合，臺灣社會則受到傳統文化深遠的影響，社會中人與人及與世

界之間的連結較強，因此人民普遍願意配合許多限縮個人自由的政策與措施而行動，

因而災情受到良好的控制。疫情一樣受到良好控制的紐西蘭，則是西方已發展國家

中，唯一以農業立國的國家，因此在人與人及人與自然間的連結也較強。根據諾赫夫

的理論，這樣的現象並不難闡釋：在大腦與世界互動的過程裡，世界（包括社會與文

化）可以形塑大腦的樣態，反之，大腦亦可以透過人類行為來改變世界，依此，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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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紐西蘭人民受其文化影響，大腦與世界間的聯結較強，因而在行動上得以擁有較為

有利的條件來防疫，進而得到生命與自我存在感上的保全。

　　在人工智慧方面，諾赫夫和英國腦科學大家Friston教授合作，整合其時空動態

力學理論和自由能理論（free energy principle），對於能調整自身因應環境變化的

生物系統，進行深入探究。諾赫夫認為人工智慧並非用來取代我們的大腦，而是作為

一個溝通的工具，幫助無法理解大家想法的人來融入社會。因此，人工智慧應當被視

為傳遞大腦時空與世界時空的介質，透過溝通可以讓我們更加瞭解彼此的想法。

學者評論

　　謝仁俊簡短地補充和觀點分享，幫助大家進一步理解演講內容：在過去二十年腦

神經造影技術蓬勃發展後，主流上用生理或心理刺激去看腦的反應，或用認知作業去

找腦中是否有相關的迴路。諾赫夫的研究則強調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的

物理及數學的模式（model），來解析人腦神經動力學的時間序列及空間連結向度：

把腦袋看作是一個複雜系統來研究。從大腦神經的激活與靜息態自發神經活性的時空

向度中，透析其系統性特徵：在時間或空間向度裡找出關係或關聯。而其中關聯的強

調與衍生出的大腦與世界的意識關係，跟東方天、地、人一體的哲學思維相呼應。另

外一個重點是嵌套性（nestedness）：小的時空尺度內部有一個內部穩定的結構，跟

放大、放長之後的時空結構會有一致性；利用乘冪定律（power law）可以算出其參

數。不同的分析參數可以反應意識的豐富度並與臨床的症狀相連結，例如：躁鬱症、

思覺失調症、憂鬱症等症狀學上的表現，跟上述的系統性研究是可相互呼應。從腦、

自我到環境、文化、社會及世界，都遵循著一樣的物理數學的表徵與動力學的結構性

規律，而如果都能互相校正（alignment）一致，就能成就一種和諧與健康的心智狀

態。人工智慧的理想發展，應以協助我們彼此與世界的和諧一致為目標；而

COVID-19則是破壞了人類情緒面與社會及世界的和諧一致性，必須回復才是。對於

這二三十年來腦科學和認知神經科學來說，諾赫夫的整合時空向度神經動力學的意識

理論（spatial-tempor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STC），是然提出了一個奠基於

腦科學之神經哲學的革命性新觀點與意識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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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簡單呈現諾赫夫的理論之餘，謝仁俊最後提出兩個問題與諾赫夫討論。第一，

整合時空向度神經動力學的STC意識理論可以解決David Chalmer等人提出來的困難

問題（the hard problem）嗎？第二，STC模式可以解釋單純的意識運作與心靈訓練

（例如：冥想禪坐、正念禪定等）所帶來的腦功能及腦結構上的變化嗎？如何解釋單

純的意念操弄就能影響腦部的無意識（non-consciousness）的神經電生理化學反

應，繼而影響腦神經的功能性與結構性的形塑？

　　諾赫夫在演講中有提到他反對兩種模型：（1）被動模型，即神經活動是依賴或

完全被外在刺激所決定，（2）主動模型，神經活動全然由內部自發性活性所驅動。

他提出互動模型（spectrum/interaction model），非完全被動也非完全主動，刺激

引起的神經活動是被外在刺激和內部自發性活性共同決定。謝伯讓在此為互動模型，

提供了三個自己實驗室的研究當作更進一步的證據：雙眼競爭（Binocular rival-

ry）、抽象碎形的審美評估，和賭博試驗。這些結果都顯示：自發性的腦部活動可以

影響我們的知覺和刺激引起的活動，呼應了互動模型的主張。

第一排右起黃冠閔研究員、陳思廷教授、
謝仁俊講座教授、謝伯讓副教授、王華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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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諾赫夫所提出的理論，王華覺得十分有趣、也相符於東方的思維，因其研究

興趣主要在於心理學和倫理學，順勢問了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如何進一步闡述人和

人之間的相似性？第二，在文化脈絡和關係中，多久和多少的互動才會形成一個穩定

的一致性？這樣的一致性又會怎麼被表現？第三，一致性的概念和規範面向之間的關

係？例如，環境不夠理想、不佳或不符合我們期望的話，和環境一致似乎就不是一件

好事；在這種情況下，人工智慧可以怎麼自我修正？我們又有什麼資源？

　　隨後諾赫夫簡短地作了回應。受限於時間壓力之下，無法詳盡地回應，但這樣的

互相激盪幫助參與者更加理解演講、從其他角度思考內容，也為各位學者未來的合作

種下新的契機。

【場次二 臺灣學者相關研究的最新分享】

　　接續諾赫夫於場次一發表之腦科學跨領域的主題演講，場次二則是由臺灣學術圈

多年鑽研腦科學之跨領域研究的學者接手，並分享目前國內外學術圈在腦科學跨領域

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未來可能發展之研究進路。本場次由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王華

副教授擔任主持人，並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黃冠閔研究員、國立陽明大學

腦科學研究所謝仁俊講座教授、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鄭凱元教授、國立清華

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及王華，各自發

表近期相關腦科學之跨領域研究成果及未來可能研究之方向。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黃冠閔研究員的研究分享

　　黃冠閔從「價值哲學」方面來思考腦科學的未來可能跨領域研究之進路。面對當

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pan-

demic）的挑戰，其背後與諾赫夫提及的「存在處境」之議題有關。至於如何回應這

類問題，其中一項關鍵可能來自於價值的再反思，譬如：人格整全、數位落差、基因

工程、醫療資源等。當學者嘗試處理AI或COVID-19的相關議題時，學者似乎得重新

針對以下這些基本問題進行再反思，例如：（1）實質性邊界與象徵性邊界、（2） 

真理塑造（truth-making）與對真理的相信、（3） 控制生命、（4）自由與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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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以COVID-19為例，在邊界的議題下，各個國家究竟該採取開放或封閉的方式

來管理疫情，無論何種方式皆須探問價值層面中的友愛接納（hospitality）原則。

另外，以AI為例，在自由與平等的問題下，學者不得不面對「數位賤民的產生」與

「人類界線的反思」之議題，當今社會存在著許多不具備數位能力的人們，要如何確

保這些人不會在AI社會中被取代？一旦AI的發展愈趨全面時，連同日益發展的生物

科技，人類的界限、人性的邊界究竟該如何劃定？是否可能劃定？比方說，人類世

（anthropocene）、後人類（post-humanity）、超人類（trans-humanity）等問

題便屬於此一面向。

國立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謝仁俊講座教授的研究分享

　　謝仁俊本身具備深厚的醫學與腦科學背景，其研究大部分與臨床腦神經科學相

關。近幾年來，研究的主要路線著眼於（1）女性經痛與大腦之間的關係、（2）藝術

家的大腦神經可塑性。就「女性經痛與大腦之間的關係」而言，這項研究起因於以下

的重點：（a）就學術方面來說，「疼痛」在心理學和哲學領域中是被廣泛應用的概

念之一、（b）就臨床方面來說，疼痛引起人體的不適是患者就醫的其中一項關鍵性

指標、（c）女性罹患慢性疼痛（如大腸激躁症（Irritable bowel syndrome））的

比例遠高出男性三倍之多的緣由可能和女性生理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為了探討這項

臨床的議題，謝仁俊採取「基因」、「大腦」、「行為學」三個面向，來嘗試探討女

性因生理期引起的疼痛與其大腦之間的關係。另外，就「藝術家的大腦可塑性」研究

而言，謝仁俊長期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合作，其研究的對象有來自於音樂學系、美術

學系及舞蹈學系的學生，藉由長期研究學生的認知、情緒與創造力，來探討每一類藝

術家的大腦結構及其功能是否反映出特定類型藝術家之特徵。除此之外，因應AI時

代的來臨，謝仁俊鼓勵臺灣青年學者在未來可多關懷以下的議題，例如：AI對社會

引起的不確定性、AI對未來世代的影響。在AI對當代社會與未來世代的衝擊下，學

者如何藉由教育來培養新世代學生的創造力思維及同理心，使得新世代的人們得以和

AI來競合共處，這將是一項不可避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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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鄭凱元教授的研究分享

　　鄭凱元長期以來關心三大主軸的議題：（1）人類理性思維能力之相關議題、

（2）自我的本質之相關議題、（3）Reengineering Science之相關議題。就「人類

理性思維能力」而言，鄭凱元相當關心人類理性思維能力具備哪些傾向的問題，以玻

璃可碎性傾向之類比為例，玻璃一般來說被摔落時會破碎，可是玻璃並非在任何情況

下總是如此，因為玻璃摔落至一塊羽毛地毯時可能不會碎裂，人們為了排除這些可能

性，基本上試圖設立一些條件來做為預設，不過這些條件其成立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基

礎為何？基於在這種思維脈絡，鄭凱元試圖在人類理性思維能力的傾向面向中，探討

那些加諸於人類理性思維的條件之合理性與可靠性。就「自我的本質」而言，西方哲

學其中一項重要的形上學議題乃是「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問題，而鄭

凱元目前嘗試以「莊子哲學」的角度出發，來關心東方哲學對於「人格同一性」如何

有所啟發的研究。就「Reengineering Science」而言，鄭凱元與國立陽明大學生化

暨分子生物研究所蔡有光副教授合作，嘗試協助分子生物學家回應重要的相關哲學問

題，例如：DNA與RNA是否為生命及疾病的現象提供了適切的解釋框架？充分和必

要條件在分子生物學的推論中扮演何種角色？等。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教授的研究分享

　　陳思廷長年投身於「科學方法論的哲學」之研究，並對於「模式外推」（model 

extrapolation）之方法與議題深感興趣。近幾年來，與國立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中

心合作，目前正在進行「功能性介入的結構性解釋：疼痛的敘事治療、模式動物大腦

研究、與模式外推」之研究計畫。該計畫以由國立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江安世主

任率領的研究團隊之果蠅研究成果為基礎，藉由果蠅大腦的行為、記憶及學習模式，

並以模式外推的方式來探討人類的相關問題。陳思廷從「疼痛的敘事治療」作為出發

點，首先探問認知主體與自身過往創傷之間的關係為何，再進一步深究「敘事治療」

為何可以藉由語言的功能性來強化認知主體的腦內神經線路，藉以在腦內產生相應的

結構性之變化，而達到減輕認知主體過往創傷帶來的影響。在這個基礎上，陳思廷以

「果蠅大腦模式」的相關研究為基礎，藉由探究果蠅如何增強其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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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腦內運作機制，並以模式外推的方式來探討「模式動物大腦研究」之成果是否可以

有效外推並說明「敘事治療」帶來的問題。在這項研究計畫中，陳思廷沿用科學哲學

家Nancy Cartwright教授的主張，採取「水平探尋」（horizontal search）與「垂

直探尋」（vertical search）的方式，來探察模式動物大腦研究與敘事治療之間是否

具備相同的「助成條件」（supportive condition）及「因果定律」（causal 

law），並以此檢驗果蠅大腦模式外推至敘事治療的有效性。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的研究分享

　　謝伯讓於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主持「大腦與意識實驗室」（Brain & Con-

sciousness Lab）之跨學科研究實驗室，目前率領團隊進行的研究有四大主軸：

（1）人類大腦在人類意識狀態發生整體性變化時會產生何種變化？謝伯讓的團隊目

前從幾種常見的人類意識之劇烈變化的情況（例如：無夢睡眠的狀態、植物人失去意

識的狀態）切入，來探討人類大腦與人類意識劇烈改變之間的關係為何。（2）人類

大腦在人類意識內容不斷改變的情況中又會產生何種變化？謝伯讓的團隊目前以「雙

眼競爭」（Binocular rivalry）、「視覺錯覺」（Optical illusion）為研究基礎，

藉由探討知覺經驗內容變化時，人類大腦產生了何種改變。（3）人類大腦如何處理

無意識的資訊？這項研究之價值在於，人類在做某項決策x時，其腦內的許多資訊其

實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被處理的，而進一步來影響人類的決策。在這個議題上，謝伯

讓的團隊目前發現到「語言」、「跨感官知覺之整合」在人類大腦中都可以在無意識

的狀態下被處理。（4）大腦應用的相關研究，謝伯讓的團隊近年利用「腦造影」

（fMRI）的方式，來探究出一套有別於以往採用「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

raphy, EEG）的測謊技術，試圖以此解決傳統測謊的不精確性問題。此外，目前團

隊也正嘗試以觀測植物人的大腦對於聲音刺激的反應之有無，來研究植物人的大腦反

應與其未來甦醒機率的關聯性。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王華副教授的研究分享

　　王華長年以來鑽研認知科學與倫理學，近期憑藉這些背景而轉往關注東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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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為何選擇關心東方哲學在倫理學方面的議題？誠如諾赫夫在場次一之主題演講中

提及文化的論點一樣，王華也同樣認為文化對於人類的影響是相當根深蒂固的，特別

是在人類對「自我」的看法、人類對「規範性」（比方說「什麼是有價值的」）的想

法之方面。正是在這種思維底下，王華才轉往關懷「華人文化」在東方哲學的發展，

試圖來挖掘先秦儒家哲學當中的倫理學、後設倫理學及道德心理學之資源，並將此化

為世界哲學當中的其中一隅。近年來，王華專研荀子哲學，藉由重訪荀子之著作，並

探究荀子如何處理「道德規範性」、「人神關係」之問題，來開啟和西方道德實在

論、道德建構主義、道德相對主義、休謨倫理學之間的對話。此外，王華也從儒家的

「禮」之概念作為出發點，來探究東方思維如何看待道德情感的問題，藉由探討儒家

哲學注重的「仁的視野」，來觀察涉及關係性、主體際性、脈絡性、具身性、動態性

的體知，是如何影響東方道德立場的發展、道德知識的建構、以及道德人格的培養。

【場次三 與會年輕學者提問與討論】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嚴如玉副教授提出了兩個方法學上的問題：（1）

像謝伯讓所評論的，把作業前的腦部自發性活性納入分析，可能是比較好的作法。但

第一排左一鄭凱元教授、第二排左起嚴如玉副教授、
林映彤助理教授、鄭會穎助理教授、簡士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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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演講中感受到諾赫夫似乎是更有企圖心，想要更加地顛覆；不過在演講中並沒有聽

到這樣的東西。（2）時空結構在該架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不是表示使用神

經生理的工具或鈣離子影像，相較腦照影工具，可以收集更精確的時間面向之腦訊

號？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林映彤助理教授接著也提出兩個問題：（1）有什

麼預測可以顯示該理論和相競爭理論之間的差別嗎？（2）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關於

自我和意識的理論了，基於此我們該如何前進？比較不同理論的預測，看哪一個預測

比較準確或可信嗎？我知道有些人不同意，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如何？

　　第三位年輕學者是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鄭會穎助理教授，他提到演講中有一個很

重要的訊息：不要只注意到結構中的相異處；應該要找尋其相似處。然而，理由空間

（space of reason）和自然空間（space of nature）似乎有很大的差異：有人說，

一個是規範性的，另一個不是；或者，其一是目的論的，另一個不是。同時，現象結

構也可能不同於理性結構。整體架構或一些經驗細節（empirical details）要如何回

答這個問題？ 

　　最後一位年輕學者牛津大學哲學系簡士傑博士，針對時空的概念提問：在一方

面，諾赫夫的互動模型與康德的時空觀有相應之處，根據這套理論，時空的架構也是

由我們的腦或認知結構所提供並形塑的；但在另一方面，諾赫夫的理論又預設了一個

客觀的時空結構，是這個客觀的時空結構提供了共同貨幣以解釋同構、心理的時空結

構。因此，不知道諾赫夫對時空的概念究竟為何？

　　諾赫夫利用十分鐘的時間回應幾個問題。對他來說，一個好的理論是整合其他理

論，將其融進更大的架構中。例如，預測編碼理論（predictive coding theory）就

被放進更廣的時空架構中。因此，理論互相競爭並不是他採取的路線。

　　時空概念的問題方面，諾赫夫承認他的確使用康德關於時空的詞彙。不同於在知

識論的脈絡下理解康德，有些人對康德的理論作了演化上的解讀（an evolutionary 

reading），一旦如此，將無法區分內和外的形式（form），它們是抽象化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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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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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no=0

不是真的存在。因此諾赫夫強調「世界到腦的關係」（world-brain relation），以

期可以處理到本體上的層次。

　　最後鄭凱元加碼提問：可以說明一下為什麼覺得莊子和你的研究相關嗎？諾赫夫

表示東方文化下的人可以直接從關係的角度思考時間；相較之下，在加拿大主流的思

維是先有離散的時間點，才能有之間的關係。這是很大的文化差異。諾赫夫認為這種

置身、和諧於自然和環境的概念，是東方核心的思維，也部分啟蒙了他。

　　在熱絡的討論下，整個活動來到了尾聲。在場的每一位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學者們

的熱情參與和諾赫夫的知無不言。諾赫夫的研究不只是腦科學、認知神經科學上的學

術成就，在疫情威脅和科技快速發展的當下，更是一種對於時代和不同文化脈絡的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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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與幽默的腦科學
撰文／簡菱瑤（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生）

　　本次論壇由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所蔡振家副

教授開場引言，透過他物理、戲曲、音樂物理學

與音樂心理學的背景，以文學院中少數熟悉腦科

學的老師身分，策畫如此跨領域的活動並擔任串

接角色。在與心理學家合作的過程中，他也深深

感到腦科學對於許多學科的衝擊是近期不可忽視

的趨勢。

　　音樂為什麼跟幽默有關？答案就在接下來的

講題中：兩者都注重「鋪梗」。

　　蔡振家以「音樂如何鋪梗」為題，提到不只

音樂需要鋪梗，文學、戲劇、體育、設計教學、

廣告行銷等領域也需要這樣的能力。無論是欲引

起參與者的興趣、注意力或動機，皆須在作品中放入酬賞，但酬賞不能突然出現，它

需要醞釀，需要鋪梗。

　　酬賞分為初級酬賞與次級酬賞：對生存、繁殖有利，進而追求之的，為初級酬

賞；需經學習才會了解其價值，理解能以它換得初級酬賞而追求之的，為次級酬賞。

那音樂藝術屬於哪一種？音樂對於生存、繁殖雖然有些幫助，但效果較間接，例如我

們能用金錢買票參加演唱會換取有利生存的「歸屬感」，如此推論，音樂兼具初級與

次級酬賞的特性。

　　酬賞系統藉由產生愉快的情緒使我們趨吉避凶，若某行為有助個體的生存與繁

殖，酬賞系統會驅策該行為，產生動機，並在完成後給予開心的感覺作為獎賞。此過

程牽涉到渴望（wanting）與酬賞（liking）兩階段，音樂酬賞常是古典音樂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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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流行音樂的副歌，主題或副歌之前會有音樂提示，來提升聽眾的渴望。

　　蔡振家分享他探討流行音樂如何活化酬賞系統的心理學實驗，他從第一個實驗發

現聽眾的膚電反應（手指出汗）在副歌出來之際達到最大值，並且代表放鬆的alpha

波降到最低，表示聽者當下既興奮又專注。另一個實驗操弄副歌，使聽者有一半的機

率不會聽到副歌只聽到白噪音，除了得到跟文獻中相同的紋狀體活化證據外，也發現

進入副歌之際，眼眶額葉皮質的活化增加，且進入副歌、聽到副歌與聽到白噪音時活

化的部位各不相同。

　　有些流行音樂編曲技法能幫助提升聽眾的渴望，如副歌前的旋律上下行填音、速

度變慢、唱高音、休止等。上述技法都能對應到「期」、「待」二字的不同涵義，可

以是期盼，可以是預期，也可以是等待。

　　至於歐洲古典樂，奏鳴曲式的架構分成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為呈現主題的呈示

部，第二個段落為將主題碎片進行延伸展開的發展部，此時聽者會很想回到原本的調

主講人：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蔡振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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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跟主題，也就是第三個段落再現部。整個奏鳴曲式最具戲劇性的一刻，就是從發展

部後端回到再現部，聽眾在這關鍵的銜接段落（retransition），大腦運動輔助區的

活化會先增加再掉下來，似乎能代表心理學中前瞻記憶的概念。它是一種對未來要做

的事情的記憶，或許當奏鳴曲進行到某個階段時，大腦會記得：未來要注意某個主題

會再現。由此可知聽音樂並非只是純然被動的接收訊息，大腦還得主動預測接下來出

現的段落。

　　奏鳴曲式再現部之前的音樂提示（cue）可以分成四種：製造音樂張力的、引導

注意力的、跟目標有關的、跟時間點有關的。音樂張力的部分可以透過高音來製造緊

張感，或以有多個涵義的和弦製造未知走向的懸疑感。忽大忽小的音量、音色的對比

能吸引聽者注意力，漸強的音量使聽者的呼吸變深。主題再現之前的主題碎片屬於目

標類型，為聽者提供預期心理，心理學上稱之為prime（促發刺激）。 

　　為什麼主題再現令人上癮？主題再現前後總共包含三個階段：cue、依據cue產

生對主題的預測與想像、預測實現得到正面回饋。這使得聽到主題再現如同制約反應

中的強化機制，刺激物與反應間的連結增強，對音樂的進行越熟悉就會越上癮。

　　演講到一個段落，主講人與身兼研究家跟演奏家的東海大學通識中心李承宗助理

教授進行對談，李承宗以音樂工作者的角度分享他對音樂創作的實務面與科學理論之

間的關係、音樂旋律記憶與語言記憶的差異、音樂在性擇中扮演的角色、音樂跟語言

的不同的想法，蔡副教授接著回頭談論所提之「對音樂上癮」的概念，同為藝術，我

們反倒不會重複看戲劇跟電影。當談到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間的對話時。李承宗分享

他融合古典音樂與認知神經科學，以創作直覺與理性之間達成的抗衡創作音樂的心

得，並認為所有樂種帶來的美感經驗都相同，絕對有對話跟理解的可能，科學也為音

樂欣賞帶來不同欣賞面向。

　　下半場由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的詹雨臻副教授以「當幽默作為酬

賞」為題，深入淺出介紹幽默的架構與其背後與音樂鋪梗相似的神經機制。演講開場

由幾個笑話範例將聽眾立即帶入笑話的歡樂世界，呼應上半場的演講內容，相較於音

樂越聽會越成癮，笑話聽過再聽第二次就不會覺得好笑，不過有些較具幽默感的人對

幽默的感受深，一再聽同個笑話都還仍覺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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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與幽默在歷程上非常相似，笑話結構分成「營造」與「關鍵」兩個部份，營

造類似於音樂中的鋪梗，關鍵包含同時「失諧」與「解困」。Suls在1972年提出的

失諧解困理論仍然被運用至今，鋪陳使人產生預期，接續的內容如與預期相同，不會

帶來驚奇感；如失諧後能找到規則解困，則會令人發笑。失諧的解困與否也能反映在

眼動儀上，失諧後未解困時眼球的移動軌跡飄忽不定，有理解時眼球軌跡會先定住再

離開。

　　幽默的完整歷程包含幽默理解（認知）、幽默欣賞（情感）與反應（笑）。理解

過程會經歷到關鍵內容跟預期不符，造成預期不符的原因可能是文字中語意、語音、

語法的歧異性，或突破常理思維的誇大圖畫，最後理解上述技巧而得到解困。情感部

分，詹雨臻以佛洛伊德的釋放理論解釋幽默為什麼能讓人釋放壓力，當透過幽默來攻

擊或貶抑他人，自我優越感的提升與自我滿足會使人獲得愉悅感。外顯笑的反應，大

腦運動輔助區與笑肌有關，當參與者微笑、覺得好笑時，運動輔助區的活性會提升。

　　回到把幽默視為酬賞這個主題，幽默的愉悅腦區位在較深層的邊緣系統與部分大

腦皮質，從中腦負責分泌多巴胺的腹側被蓋區﹝VTA﹞與黑質，傳到杏仁核或伏膈

主講人：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詹雨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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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以及眼眶額葉皮質。過往金錢酬賞研究發現，預期酬賞的出現時伏膈核的活性會

上升；詹雨臻過往的研究則發現，欣賞幽默時雙側杏仁核參與反應。詹雨臻接著合併

金錢與幽默酬賞的實驗，發現在預期金錢酬賞時，伏膈核活性都顯著的高於預期幽默

酬賞與無酬賞時的活性；杏仁核的活性反而是在獲得幽默酬賞時活性最大，顯著的高

於獲得金錢酬賞與沒有獲得酬賞時的活性。此外，在預期金錢酬賞的階段，腹側前扣

帶迴與伏膈核之間的功能性連結高於預期幽默酬賞；在獲得幽默酬賞時，杏仁核與中

腦間的功能性連結高於獲得金錢酬賞。

　　接者蔡振家與詹雨臻兩位講者進行交流，兩位講者皆觀察到年齡與性別對欣賞音

樂與幽默的影響。小朋友喜歡出糗、滑稽、語音型笑話，青少年喜歡攻擊型或禁忌

型，年紀越大越喜歡跟經驗相關的笑話。音樂也是，國小國中學生聽到小丑表演的音

樂同樣笑開懷，大學生創作音樂則傾向自貶或者挑戰威權與框架。但在性別差異上，

男性擅長說笑話的特性似乎與演化中雄性表現慾與求偶有關，詹雨臻在課堂上也發現

具有幽默感在大學女生擇偶條件中名列前茅。

綜合討論時間（左起東海大學通識中心李承宗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蔡振家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詹雨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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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情緒在臺灣越來越被重視，越來越多課程跟課本將情感與情緒納入其中。講

者們抱持正向的態度，期許情緒相關研究繼續開枝散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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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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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區域研究：前景與挑戰」論壇
撰文／吳書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臺灣的區域研究：前景與挑戰」論壇於2021

年4月9日於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辦，由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科技部人社中心）

主辦，及臺灣第一個聚焦於東南亞及南亞的民間政

策智庫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

臺亞基金會）協辦。

　　科技部人社中心何明修主任擔任開場引言，提

到臺灣的區域研究存在長期面臨的困境。在目前學

門劃分下，「區域研究」（Area Studies）面臨研

究尺度不一樣的情形，地理學與都市計劃所設想的

空間尺度較小，與國家或多國家形成政經體制明顯

不同。長期以來都有個盼望的聲音，希望促成「區域研究」成為一個獨立學門。何明

修聲明此活動倡議非科技部人社中心的立場，但相當樂意提供討論平臺讓各界集思廣

益，為臺灣區域研究的未來奠定良好且健康的學術環境。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蕭新煌研究員以「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過去、現在

與未來」主題演講揭開序幕。蕭新煌認為目前臺灣區域研究確實存在分散在單一學科

領域的困境，此次論壇目的是希望凝聚各界意見與想法，共同呼籲將「區域研究作為

一個獨立學門」的方向前進。

　　蕭新煌也表明任何國家的區域研究都與該國的國際處境與外交戰略有關，特別是

國際情勢脈絡對臺灣東南亞區域研究的影響相當深遠，難以忽略也不應排斥政策脈絡

對區域研究的影響。最後，蕭新煌以臺灣東南亞研究二十六年的發展歷程，鼓勵未來

臺灣的區域研究應朝向跨學科、跨領域進行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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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動邀請八位來自不同區域的學者專家進行「區域研究之對話：朝向獨立學

門努力的前景與挑戰」圓桌論壇，由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楊昊特聘教授擔任主持

人。作為圓桌論壇開場的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所長王信賢特聘教授提到臺灣的中國研

究受到「學術與政策研究之間」以及「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之間」兩個張力的影響。

中國研究對於臺灣不僅是學術研究，更是攸關生死的政策議題，確實有必要將區域研

究提升為一個獨立學門，挹注更多資源鼓勵系所、教師與成立獨立智庫。

　　對此，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吳建輝副研究員則以歐洲研究為呼應，提到在臺灣進行

歐洲研究，要在理論與政策之間游刃有餘並非易事，無可避免地帶有實用性觀點，希

望對於國內政策有所貢獻；相反，但若不具備學術或基礎論支持的政策研究，可能流

於外國之政策文件。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的郭育仁教授表示臺灣的日本研究具備與中

國研究相同性質的特殊性，臺灣的日本研究的養分非常肥沃，但日本研究長時間沒被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蕭新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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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是相當可惜的事情，期盼藉此倡議將區域研究提升為一個獨立學門。

　　此外，國立清華大學印度中心的方天賜副主任認為政策與戰略考量是驅動印度研

究的兩大力量。因為新南向政策的鼓勵，臺灣的印度研究已到萌芽階段；但也因戰略

考量，臺灣的印度研究與美國印太戰略對接，導致印太戰略主導，而非鼓勵一般學術

性的印度研究。

　　在人才培育的發展方向上，人才培育如何源源不絕，對區域研究的發展跟興盛而

言相當重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陳佩修院長以暨大東南亞學系的發展歷程作

為分享，提到目前暨南大學是臺灣東南亞研究最具完整的東南亞研究人才的培育系

統，不過此發展並非一夕之間促成，不僅面對制度設計的困難，也面對學生家長對於

未來發展的疑慮，今日所見成果都是長達25年的發展，對東南亞研究來說非常不容

易。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張翰璧特聘教授以自身跨領域研究進行分享，認為人才培

育過程中，單打獨鬥相當困難，要找到跨域的合作對象需要反覆溝通與強大的執行

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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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然而，結合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可以縮短專業知識累積與人才養成的時程。最

重要的是，需要透過制度化、機構化的方式，培育對區域研究有興趣的年輕學者。

　　同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郭佩宜副研究員提到大洋洲研究之於臺灣有邦交

意義、有經貿文化往來的流動，但國際大洋洲研究相當缺乏臺灣的視角與聲音，當中

國學者在太平洋區域爭奪話語權之際，臺灣有必要支持大洋洲區域研究。最後，郭佩

宜也建議應避免淺碟式、一次型的計畫申請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林正義研究員提到要往「區域研究作為一個獨立學門」的

方向發展，則需要具備特定基本條件。首先，是必須具有一定行動與實際時間表，一

但有了具體的時間表，才能有具體作法，這當中牽涉到召集人的工作與理念，可能面

對組織顧慮而不願改革的可能性。最後，當前區域研究所遭遇的挑戰，是受到政府的

忽視，迫切需要矯正學術發展不健康、不正常的現象，仍待政府相關部門的溝通協調

與齊心努力。

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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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最後，現場觀眾的提問相當熱烈。何明修也表示此次活動討論相當熱烈，未

來將會持續舉辦以區域研究為主題的相關活動與論壇。楊昊表示未來將持續彙整各方

意見，在此次論壇所達成的共識上，研擬具體的行動計劃，感謝各界對區域研究的支

持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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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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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一學門：葉叡宸（Ruei-Chen, Yeh）

一、「空間」中的微光乍現

　　在人社中心的寬闊研究室裡，大落地窗外的

陽台景觀，總引人眺望。研究大樓面向羅斯福

路，是臺北城的脈流，人車奔騰；後臨潮州街，

則是古老日式宿舍的安靜棲居。研究室恰在喧騰

和寧靜的交界，而能感到兩處空間混合的深刻差

異趣味。鬧中藏靜的博後起點，總讓我想起校園

的農場。四月春時，臺大農場枝葉萌生，傍晚時

分，街燈微光亮起，在古老的建築紅瓦上投映出

萬象身影。獨步行過，總喜歡在其中漫步體感一

種無語的靜謐。或者偶有到訪者的任性喧囂，進

入城市難得的田園樂中，卻也平添熱鬧，更顯幽

靜。由農場「磯永吉小屋」向東北望去，不是悠

然南山，而是象徵城市精神與社經脈流的101大樓，巍巍豎立，與此處產生強烈對

比。農場雖小，但有豐富的花鳥蟲魚、草木群落，伴隨著四季的循環，時間流轉，花

開水流，青春曾經駐足之處，也是眾多生命的長養處。慶幸自我在知識汲取的路途之

外，能得如斯養分的灌注。在步行與移動，體觀與思索間，既返照自身，也覺知環

境。

　　作為中文研究者，乃至於古典文學的研究者，十多年來念茲在茲的是，文學是什

麼？有什麼用？特別是在現代公民社會中，古典的意義如何找尋適切的位置？當我閱

讀明清時期的文學作品時見到的眾多身影，從個體到群體，在書寫者蹤索生命的歷程

中，通過空間的察照和探看，可以透過更立體的維度觀看「文學的發生」以及「文學

的意義」，進而從文學的書寫中理解作為集體社會下個人意志的生發、變化與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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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諸多個體集結的共同意識中掌握歷史聲音與文化圖像。於是，以「文本空間」作

為觀察的基點，可以從相對連續性的存有角度，把握欲求、情感及意向的表達、展

布。而上述的觀看，或可成為一種對普遍人類情感和精神的示現，給予今人反思與關

照。

　　以文學書寫中的「空間」作為研究主題的興趣，也許出自對存在環境的敏感覺

知，也是一種個人體驗的生命記憶。記得童年時，喜歡在房間門口點亮一盞和式風格

的夜燈，在光影投映房間景物的畫面中，盡情感受一份微小天地的獨享快意，有著難

以言說的微妙。進入碩士班後，除了古典文學研究的訓練外，也開始接觸明清社會文

化史的相關研究。面對史學家探究明清時代的各類「空間」，展示社會文化下的眾聲

喧嘩，以及文士才情性的花爛映發，這份社會文化史中的「空間」意蘊，初如萌櫱，

僅見微光，卻始終縈繞，並導引著我的興趣和想像。

　　人存有的空間，乃是一種內在向外投映顯像以及主體意義價值的構成。而空間又

往往在個體以外的集體力量影響下，產生多元樣貌的意義。此外，生命存有狀態的變

化與歷程，也是文學研究者關注的課題。無論動態的山河行旅、疆域移動、城市冶

遊、羈旅宦遊、負罪流放，或是靜態的園林居遊娛樂、修行自證，都有著文士內向蹤

索並回應外在的生命印記。當空間遇上文學，經過書寫，往往和空間實體存在的狀

態，以及更為廣遠的地方、區域乃至於風土產生複雜關聯與多元意義。在空間與文學

的融匯處，我關注人如何存在於空間，又如何因為空間而存在。這些切實的生命經驗

以及感知，如何通過有意義和特定構成模式的語言形式展播為時人以及後人所知。

二、從「園林」中繼續眺覽

　　我的博士論文嘗試討論清代園林志的書寫，研究對象集中在江南一帶，時間從清

初（乾隆）到清末（光緒），橫跨三百年的時間，蘊含複雜且多元的地方意識。園林

志作為一種明清文學研究的新材料與思考路徑，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的社會文化、思

維模式以及生命實踐。相對於單篇園林記文、詩歌，園林志或錄園林史地資訊、藝文

作品、人物傳記、空間物質性紀錄（碑刻、楹聯），乃至於軼事雜史，承載了相對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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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且多元的園林訊息，也形成一環繞特定編輯意識的文本空間。作為文獻材料，園林

志提供了物質、社會歷史文化、文學的特定視角，有助於展開不同面向的討論。

　　面對園林志豐沛的文本（獻）訊息，除了通過文化地理學的詮解角度外，重視文

學文本蘊含的人地訊息，我更嘗試藉由集體記憶，視覺文化、物質文化的研究視角，

讀解園林志史地紀錄、詩文乃至於圖像的媒材，一方面希望重新理解園林作為獨特人

文空間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同時反思文學研究與多元視野交會、對話的跨域可能。

三、回歸「存在」的思索

　　除了以文學角度研究空間和人的關係，我也留意到園林作為一種提供「感覺和

諧」的空間，在現今的公民社會中其實未曾缺席。在許多城市公園當中仍可見到園林

元素的痕跡，譬如：小橋、曲水、亭榭、樓閣、假山造景、依時序而生的植栽，這些

元素雖然未能如傳統園林一般形成有機連結的狀態，但反映了傳統文化在新時代中的

延續和遺留。園林作為獨特的人文空間，在我們身處的新時代中，給予後之遊觀者諸

多啟示：譬如空間中的常見的「亭臺」以及周圍步道動線的配置，說明人與環境在身

體性移動的延續與暫時靜止間，使得遊觀者得以從不同景觀、角度的接觸中感知周遭

地景、環境。「水池」則以相對寬廣的空間維度，提供行遊者在相對狹小的周遭空間

中，感受自身存有狀態的和諧可能，也讓神思得以跳脫感知的侷限進行遨遊。

　　當現代人身處在資本生產、消費型態的都市空間，與不斷被大量複製的產（商）

品、製造物時刻碰撞，個體性容易泯沒在雜蕪、爆炸的感官經驗中，甚而失去對自我

存有意義的覺知與領略。因此，在都市風土的形貌中，傳統園林追尋遊觀和諧的狀

態，也許可以給予現代經驗一些獨特的反思價值和意義，甚或可以帶給漫遊者靈光。

陶鎔過往園林空間元素於當今城市化的生活，讓現居其中者，在遊憩休閒之外，能理

解、回歸人與空間相處的本質性意義。古典園林「空間」作為一種可再現的話語，在

當代公民社會實具備開發、探索以及啟人反思的潛力。

　　相對於臺大農場空間的身體感，在人社中心研究大樓眺望而出，廣闊風景，神思

實能行遠。過去在地圖中的經緯方位，瞬時豁然朗現。北有大屯山、七星山、五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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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南環南港山系、二格山系、淡水河左岸的觀音山及林口臺地可盡情望覽。其中，

則是無數人我意念、行動構成的各式生命軌跡。從更為廣大的視角俯觀，臺灣是一座

更大的園林，海圍山聳，在獨特的風土特質上，孕育、生養出豐沛內容。繁複多變的

地貌與氣候、族群和文化在共構生成的有機結構中，充滿「人」與「空間」存有意義

的辯證、對話與示現。這座園林在古今時脈重層映現的空間意義，其「書寫意義」的

創造和考掘，有待來者蹤尋。

　　身處多重層疊掩映的空間中，無論是臺大農場，抑或行遠樓遠眺的風景，遠方燈

火熒熒，心燈一盞，自期灌養自我與知識的園林，顛沛造次，皆必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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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門：羅愛湄（Ai-Mei, Luo）

一、多重韻律

　　1990年代，我的祖母因為不習慣都市的生

活型態，離開臺北回到她成長成家的苗栗客家

庄，成為了一位返鄉阿婆。因為這個緣故，從

小生長在臺北的我才有機會在反復查看手錶之

外，體會到由無患子樹的全禿到蔥鬱，由白蘿

蔔的辛辣、蘿蔔絲的暖香和陳年蘿蔔乾的烏亮

所延展出來的，另一種客家季節和生命的流

轉。

　　這個經驗說不上獨特，就像很多——不管在臺灣或其他國家——經歷各種現代文

明洗禮、在城鄉移居的過程和經驗裡尋求安頓的客家人家庭一樣，每個家、每個家庭

成員身上，多少都以某種方式帶著不只單軌的文化韻律。這種覆蓋交錯、多層衍生的

客家感，似乎不用特別講、特別去區別，就十分「自然地」發生著，成為了許多客家

人的今本日。在這個電視、音響、路燈、火車、便利店、咖啡杯、雞塒、田坵、禾

埕、伯公廟、殼子絃已經漸漸「打成一片」的時代，我的返鄉阿婆即使年已過百，有

時種菜種累了，也會自己來一杯烏龍椪風茶，把有《鐵達尼號》（Titanic）電影主

題曲的音樂盒扭來聽一聽，享受一段有點臺灣、有點瑞士，又有點美國的（客家）時

光。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Nicole Constable, 1994) 和 Global Hakka: Hakka Identity in the Remaking 

(Jessieca Leo, 2015)，是啟發我把客家人的移民滋味，以及身為客家人在當代意味

著什麼，當作學術問題來思考的兩本書。這兩本書的作者避開了族裔我與異文化的矛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Nicole Constable, 1994) 和 Global Hakka: Hakka Identity in the Remaking 

(Jessieca Le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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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以民族誌、歷史學，加上文化詮釋的筆法，書寫外來文化和移居地文化在特定的

時空裡，如何與傳統共譜客家人生命之曲又一章的故事。是什麼讓客家人成為了今天

的客家人？客家人的地理移動有什麼不同的型態與社會體驗？客家人怎麼被文化塑

造，又反過來塑造文化？這些學術觀察角度，持續影響著我在研究上對客家音樂所進

行的種種探索與反思。

二、聲響上的客家

　　客家是什麼？音樂是什麼？這兩個並行不悖的問題，在學術研究上不斷引領我在

聆聽與觀察中思考聲音也同時思考人。

　　我的博士研究聚焦於當代臺灣作為流行音樂生產場域之一的客家音樂，探討音樂

創意如何形塑客家新族裔性（Hakka new ethnicities）。新族裔性的觀點受益於文

化研究學圈對1980年代英國媒體上黑人和亞洲人形象再現的批判，以及對英國當時

年輕一輩的黑人和亞裔藝術家、創作者等創造自我形象的探討，強調族裔性的變化性

而非本質性，並以形成（becoming）與定位（positioning）作為核心尺度來觀察族

裔政治、性別政治、品味政治等等在特定社會語境底下的展開。

　　客家音樂作為流行音樂生產的一個場域，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在臺灣體現了多樣的

風格及美學變化。作為音樂出版品和出現在媒體上的八音合奏、山歌、爵士化或西洋

古典化的客家音樂，以及和搖滾與藍調重合的「客家音樂」，蘊含了複雜的文化意

義。在全球化地方認同壓力升高、世界音樂興起於國際市場的1980年代，臺灣正處

於地方意識與女權意識提升的時代，而1987年脫離戒嚴、1988年客家運動的背景，

也進一步推動臺灣國族文化邁步轉型。1980年代以來的這個階段，臺灣流行音樂場

景裡的客家音樂開始強調創作、聲音風格走向多樣化，甚至時常強調與世界庶民傳統

風格界線的消解。我的博士論文探討這種以創作為立足點、以跨文化聲響為特點的客

家音樂，及其為客家新族裔性的形塑所開啟的感覺空間與思考維度。

這種新型態的客家音樂由戰後出生於臺灣的客家人所生產，它們跟傳統客家禮俗或客

庄音樂的場景沒有強烈或必然的連結，但在大眾與國際視野裡投射出新的族裔意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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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邊陲觀。我的研究即在探討聲音的創製，如何體現出這種關於族裔身份的文化視

域。現階段我正在進行博士論文的改寫；在目前的研究與寫作計畫裡，我持續關注以

下兩個焦點：（1）臺灣與全球化歷史交會下的客家聲音變化，以及客家音樂呈現融

合風格的情形如何在國族——地方和全球——地方等不同維度裡，媒介種種中心——

邊陲關係的調整、重新生產差異，以協調客家族群的自我定義或社會流動；（2）客

家音樂與地方永續、文化永續的關係。

三、在移動中思考音樂

　　思考音樂有時讓人感覺抽象神秘，有時傳統解釋或聲音理論的制約如影隨形。在

學術訓練上走入民族音樂學領域，讓我不忘回到聲音場景裡重新檢視對音樂的印象和

理解，也讓我逐漸體會到音樂作為一種文化想像力、一種參與世界的方式的魅力。

　　研究過程中，我拜訪了臺灣許多對我而言很陌生的客家庄、客家文化園區，我很

感謝途中為我指路、帶我認識客家人生活空間的朋友與前輩，以及與我分享生活故事

與創意的客家音樂家。在韓國做博士後研究期間，跟同事一邊看農樂表演，一邊聊

「客家農村的趣味是什麼？把老山歌唱快一點會不會變成《黃昏三鏢客》（Il 

Buono, il Brutto, il Cattivo /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然後在世界

音樂節的表演裡互問：「為什麼很多團體聽起來那麼像？」這些在不同地方的記憶，

提醒我在音樂、客家了解上尚未明朗的地帶，幫助我從聲音意義學上去思考人如何將

自身安置於聲音世界，也幫助我後來在美國里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有機會

進行客家兒歌與環境思考的演講，及琴箏工作坊的時候，思考音樂跨文化的溝通如何

進行。

　　博士畢業之後，我開始在《傳統音樂年刊》（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服務，擔任編輯助理（2018年迄今）。我十分珍惜也感謝有這個機會在音樂

的學術出版上有所鍛鍊，並看見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如何投入音樂認識的去中心化、

文化詮釋開發與知識傳播。未來我希望能夠把客家音樂的研究跟文化流動的觀察做更

多的結合，也繼續找尋音樂詮釋的角度，把客家音樂介紹給海外的讀者，也回饋給臺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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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門：李梅君（Mei-Chun, Lee）

　　「人之所以為人，是由許多部分組合而成，要成為真

正的自己，需要的條件多到嚇人一跳。別於他人的面容、

屬於自己的聲音、睡醒時注視的那雙手、童年的回憶、對

未來的猜想、還有我的電子腦能登入的資訊海洋，是這一

切造就了我，讓我意識到「自我」，但同時，也將我拘束

在『自我』當中。」

　　在那個以香港為原型，隱喻了近未來裡既高度數位又紛亂、原始、令人目不暇給

的賽博龐克（cyberpunk）城市裡，義體人（cyborg）草薙素子透著城市水鏡，對著

他的同伴如此說到。1995年由押井守導演編導的科幻經典動漫《攻殼機動隊》，挑

戰著西方啟蒙以來人文主義對於身體、意識、機器、資訊的明確分野，向觀眾直問：

什麼是人？什麼是自我？什麼真實？什麼是虛擬？

　　在一堂我擔任助教的人類學導論課程裡，我和美國的學生們一起重溫了這部經

典。這並不是十分傳統的人類學課堂，我們隨著教授 Alan Klima讀了笛卡爾、看了

《攻殼機動隊》、並且探討美國九零年代的Rodney King 被警棍毆打的事件，以及

事後被媒體熱播的毆打影片和後續審判，最後造成了1992年的洛杉磯暴動。不同於

過去的人類學導論課從文化、社會談起，Klima 教授從訊息的破碎和身體的衝突，帶

我們回頭去問真實是什麼？真實如何發生、真實如何被建構、真實如何被虛擬？或者

是反向的，虛擬如何被作實。這些真真假假之間，人與非人 、身體與機器、意識與

資訊的界線又是如何地含糊不清，卻直接地衝擊關於種族的、性別的、階級的，關於

政治的、經濟的、親屬的、宗教的人類社會文化，套用 Katherine Hayles的話，也

許我們早就是「後人類 （posthuman）」了。受到這些思維的衝擊，讓一路受嚴謹

學院訓練下的我，像是打開任督二脈一般，感應到屬於自己的題目，頭也不回地投入

了一條在當代人類學中，有些偏門，有些不正派，但十分性感的路線——數位人類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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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類學是什麼呢？顧名思義，數位人類學家關心發生在世界各地數位與文化、社

會的互動。這裡的數位，不單只是指網路或是社群媒體，更是各種科技混雜物既跨境

又草根的生產與轉譯。數位人類學家透過《第二人生》遊戲去分析虛擬性（virtual-

ly）如何一直都是人類產生文化的基礎、探討黑客社群「匿名者」（Anonymous）

的行動邏輯、剖析數位平臺如何跨國境驅動勞動者產生新的社會階級、深描社群媒體

怎麼重塑美國青少年的愛與心碎、探究網路串連的行動和情感認同、揭露醫療義體的

身體倫理等等。這些數位人類學的題目，走出傳統人類學既有的框架，難以避免地在

學術界線間斜桿著。

　　斜桿，正是我走向數位x人類學這條路的起點。在攻讀人類學的道路上，我一路

幸運地在國內外頂尖的學術環境裡被栽培。人類學特有對人與文化的反思，不預設系

統框架而強調深描過程中彰顯的意義，讓人類學徒我總是以充滿好奇和關懷的視野去

認識和思索世界萬物。漸漸地，紙本上的故事再也無法滿足我的貪婪的胃口。我迫切

想離開學校走入社會，親身去體驗不同的生命。

　　從劍橋大學人類學碩士畢業後，我踏出了高等教育的舒適圈，回到臺灣，分別在

竹科和有線電視臺工作了近三年的時間。這三年的「田野經驗」讓我對媒體、媒介產

生了莫大的興趣。那些我和工程師花數個月打造的液晶面板，如何成為人們一邊於城

市街頭行走，一邊遊覽虛擬世界的介面；那些我和製作團隊拍攝的節目，如何帶人們

坐在舒適的沙發上，卻跟著我們遊遍非洲沙漠、南美冰原、東南亞市集、大洋洲部

落。這些斜桿人生讓我和人類學產生了新的關係， 一個無法離開媒介物、和媒介物

串起的人的新關係。

　　我的博士論文也是從媒介物開始，那是我於美國攻讀博士班第一年的末尾，太陽

花運動在太平洋的另一岸發生了。每天，我透過網路直播參與在這場運動裡，透過直

播鏡頭，我認識了g0v 零時政府，這群隱身在鏡頭之後，不搖旗不吶喊，卻以科技、

網路，中介著我們的數位參與。從那時開始，數位行動主義成為我的課題。網路是民

主的或是民粹的？數位是在場的或是缺席的？媒介究竟是助力或是限制？

　　2016年中，我回來臺灣進行論文田野。當初那些太陽花運動後的公民能量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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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漸漸平淡了，但g0v黑客松仍舊熱鬧如昔，並加入了更多不同背景的行動者，帶來

更多元的議題，從性別到環境、從勞動到族群。同一時間，「開放」也逐漸從「開源

運動」的小圈圈裡，成為全球流行文化的時髦術語：開放資料、開放政府、開放城

市、開放科學、開放教室⋯⋯等，一個開放多種轉譯，這於是開啟了我對於g0v黑客

如何在行動中轉譯開放產生濃厚的興趣。我發現，「開放」比我想得更複雜。它有來

自歐洲自由主義的脈絡、來自全球擴張的資本主義邏輯、來自自由軟體運動對於封閉

知識的衝撞、來自網際網路普及化的技術思維，也有來自臺灣民主化運動的滋養、來

自公民社會對海島不羈的想像。它多義且模糊，卻充滿神祕力量吸引著一群缺乏固有

社會連結的行動者，在黑客松串連起社群的認同。

　　站在黑客松的現場裡，草薙素子的提問似乎有了明確的形體。不論是直播中的開

場提案人，同時出現在實體會場、網路空間、又被速記翻譯成螢幕上的英文大字報；

或是黑客們邊與身邊同伴交談邊快速打出的程式指令，讓手機聊天室裡的機器人吐出

一連串資訊。這群黑客，雖沒有義體，卻與電腦、螢幕、鍵盤、訊號串連起一個後人

類的拼裝體，透過行動而生，隨著行動而滅。

　　在我悶頭，邊育兒邊苦寫論文之時，數位社會以近乎失速般變遷。後事實一路進

化成假訊息大流行（infodemic）；號稱屬於社群的平臺，成為竊取使用者資料的隱

形監控機器；被數位化的勞動力；以網路言論自由為藉口的霸凌與暴力；演算法下生

成的歧視暴力；以AI技術操作的性犯罪產業⋯⋯網路不再是參與不參與、實體或虛

擬，《攻殼機動隊》的未來已經成為當下，不論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已身在一個賽博

龐客的現實裡。我寫好論文、擡起頭，開始在這個紛亂的數位世界裡，尋找人類學知

識能夠介入的、關懷的：關於我們後人類該如何「與憂患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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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門：許菁芳（Ching-Fang, Hsu）

　　2021年三月，確定工作後的週末，我特別進城一

趟到羅斯福路上確認辦公室位址。

　　歲月輪轉，生命非常奇妙，出國十年後的我又回

到出國前的生活圈。我於2009年從臺大法律系畢業，

當時法律學院才正要從徐州路搬回總區，古亭大約是

臺大總區與徐州路校區的中間點，也是我大學後期的

賃居地；大學畢業後，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政策智庫，

位居小南門，這到臺北車站補習英文也很方便；於

是，城南一帶，是我在2011年出國前的棲息地。鄰近

有我第一個薪資帳戶的開戶銀行，也有我看習慣了的牙醫診所，諸多散佈於溫羅汀、

金華街、永康街的咖啡館，更是支持我準備留學申請資料的人文地景。

　　十年之後，完成博士學位，第一份學術工作仍然在這條羅斯福路上——終點回到

起點。

　　我的學術成長之路充滿挑戰，但大體來說很順遂，最大的挑戰是整合我的兩個學

術認同——法學與社會科學——從大學到博士，四個學位，我成為研究法律行動者的

政治學家。

　　大學進入法律系是無心插柳，美好的意外。高中時期我原本以政治系為第一志

願，但是該年法政皆無開放推甄，我在指考之後，按分數意外進入法律系。法律是技

術強度極高的專業知識，忙著玩社團的我其實得過且過；只對憲法、法律史，還有某

些特殊法科（如少事法、女性主義法學）有興趣。雖然專業知識上沒有太多成長，但

是，我卻非常喜歡臺大法律系的老師與同學。法學社群具有強烈的本土意識與社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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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九零年代以來，臺灣眾多政治變遷也忠實反映在法律之上。例如，憲法法院在民

主人權發展當中的角色，我很著迷，也深以身為臺灣法律人為傲。

　　到美國後，我的第一個碩士學位在芝加哥大學的社會科學院。這是不分科的碩士

學程，只根據學生的研究興趣分組，由不同學科的博士生帶領（preceptor），也允

許學生到全校各系修課，自行決定指導碩士論文的教授。我開始發展大學時期的興

趣，想了解法律人在民主轉型當中的角色，由法學院教授Tom Ginsburg指導完成論

文。這篇論文採用法律職業文獻中的一個分析概念，the legal complex，綜合性地

觀察不同職業的法律人作為集體行動者；我進一步追蹤審檢辯三方在各職業內部的集

體行動。這是我整個學術生涯的起點，多年後也成為我第一篇 single-author, 

peer-reviewed 的期刊論文。（很巧的是，發表時，Tom 剛好是該篇文章的編輯）

　　完成第一個碩士學位之後，我基本上確定了要繼續唸博士班——不過，我搞不太

清楚自己要在哪個領域唸博士班。於是我又回到法學院，pick up 前一年已獲入學許

可但延遲入學的碩士學程，到了加州柏克萊。當身邊的同學都在積極準備紐約州律師

考試時，我則是把握柏克萊獨有的法學與社會政策博士學程 （Jurisprudence and 

Social Policy, JSP），修了好些博士班的課：法哲學、司法行為、比較司法政治，

囫圇吞棗讀了很多文章。這個階段雖然依舊似懂非懂，但是已經開始發展自己的學術

眼光跟品味，建立知識版圖，起碼很清楚知道自己絕對不會做什麼樣的題目（比方

說，法理學我是真的沒有辦法）。

　　在柏克萊，我寫了一篇討論憲法法院跟最高法院衝突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是

JSP裡研究中國法院的中生代新星，Rachel Stern。Rachel 是政治學家，我非常喜

歡她的取徑，從國家權力傾軋來理解法院與律師的角色。我開始認真摸索臺灣經驗如

何能嵌合進這廣大（但仍嫌美國中心）的法與社會（law & society）文獻。我同時

申請法學院與政治系的博士班，剛好拿到兩間法學博士與兩間政治學博士的入學許

可。綜合考量後，我決定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讀政治學博士。

　　離開美國並非意料之外，我的興趣是司法政治，關注的區域是以臺灣為基準點的

亞洲。但是，在美國，司法政治剛好是行為研究與美國政治的交會點。換句話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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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司法政治的學者，往往都聚焦於美國法院的政治行為，只有少數的比較政治學者對

法院有興趣。這一點隨著時間推移，當然有所改變；不過，在多倫多大學，我找到的

共同指導老師 Ran Hirschl，是著名的比較憲法政治學者，再加上另一位共同指導老

師Joseph Wong，是專攻亞洲、長期關心臺灣的比政學者。這個政治學系剛好聚合了

我最重視的幾線學術討論，讓我開展研究。

　　我的博士論文後來選擇了世紀之交的香港與臺灣為主要案例，研究的主題是法律

人（legal profession）的政治動員，目標是要提出一分析架構，理解法律人在民主

轉型與威權進逼當中的政治動態。我的提問有二：第一，在威權進、退潮的時候，法

律人——包括律師、法官、檢察官 ——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第二，如何理解法律

人的政治動員——其驅動力為何、機制為何，而其動員的結果又有何影響？

　　臺灣與香港兩地在過去數十年間皆經歷了根本性的權力更迭，但政治轉型的方向

卻南轅北轍，從研究設計來說，是most difference case。臺灣經歷民主轉型，香港

的政治自由屢屢惡化，在兩個往不同方向演化的政治環境裡，法律人卻都相當活躍，

在不同政治場域中皆可見得其身影，從街頭到法庭，甚至進入立法部門。簡單的說，

政權一亂，法律人就會有動作，而且很多地方都看得到他們。

　　法律人的政治角色很有意思，同時兼具工具性與自主性。一方面，他們由規範性

的理念驅動，但法律人的行動也有很強的工具性：他們使用規範概念是為了抵抗、拆

解威權，或者，有些法律人其實是為威權者協力。簡言之，他們是具有信念的集體行

動者；但其信念是異質的，不必然支持民主法治，群體內部也不一致。基本上，法律

人在國家基礎權力更迭中體現兩種政治角色，一則防守、一則進攻，取決於政體變遷

的方向。這兩個角色在政治目標、策略、動員修辭上有相異的特徵，也發展出兩種不

同的職業內部互動。 

　　我的論文有很多有趣的發現，對我而言，最有趣的發現之一，是發現香港律師政

治人物的吵架邏輯。在我的分析當中，香港律師面臨威權進逼，在政治上扮演的是防

禦型的角色。一開始樹立這個角色的是（廣為人知的）民主派律師，同時有體制內與

體制外的動員，一則多次走上街頭，聲援香港法院、抗議北京介入詮釋基本法；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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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各個律師專業團體的選舉中，持續選出旗幟鮮明的民意代表。從香港立法會代

表、香港特首選舉委員會代表，乃至於大律師公會、律師公會（直至 2010 年代中後

期才開始失利），清一色都是民主派律師。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香港法律人的防守模式，很快就被親政府派複製。換句話

說，民主派以及建制派律師，他們的政治動員模式是一致的，都是防守模式。雙方都

認為要維持法治（即使對法治定義不同），都主張另一邊在破壞（法治）。動員通常

都是針對某政治事件的回應，而雙方交手，通常是在「動員」與「反動員」之間交替

進行。 

　　現在，在人社中心，我正在把這本博士論文改成專書出版。這本書會分成兩大部

分：第一，政治律師的緣起：律師的政治理念根源，以及出現政治動員的時機。第

二，法律人政治動員的影響：分析兩大動員場域，法院以及立法部門。目前，這本書

的第二部分還需要寫兩個章節，分別分析臺灣與香港法律人以法院為主場域的政治動

員。所以，我現在也在收集集會遊行案件，觀察律師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互動，以及他

們回應政府的各種法律動員。

　　如果從2011年出國開始計算，今年九月，就是我學術之路的第十年。

　　這是很充實的十年，如果單單從出版品來看，我寫了一本博士論文，從中發展出

（已發表）四篇期刊論文，兩篇專書章節（還有幾篇已經答應了編輯，但不知道何時

會正式出刊，book chapter真的都拖好∼久）；另外還寫了兩本散文集。發表的著作

雖然代表了學者最重要的自我，但是仍然有很多生命故事，不會在這些文字裡看到。

　　我現在認為，走上學術之路，最好的其實是每天無止盡的自我挑戰。因為研究的

本質是創造，每天都必須很真誠地面對自己、挑戰自己、整合自己、鼓勵自己。也因

此人們會在學術研究的過程裡，發現、發展出原本不認識的自己。例如，博士畢業之

前，有一段時間我很困惑為什麼要給自己挖這麼大的坑，質疑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

沒有動力走下去。後來想通了，是要來發掘自己的優點——比方說，我原本很仗恃著

小聰明跟爆發力度日，因為念了博士班，知道人生這樣行不通。後來走出論文長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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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發現自己原來是非常有耐力，意志力非常堅強的人。因此對自己、對學術，有

深深的尊敬跟感謝。

　　十年學術路，羅斯福路走了三段（從四段到一段）。彷彿像是林婉瑜的詩《十

年》： 

　　走十年的路

　　才從你身邊

　　離開一點點

　　又或者，學術之路，道阻且長。幸好，有嚮往的伊人，還在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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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門：陳方隅（Fang-Yu, Chen）

　　我是陳方隅，政治學研究者，先前在美國密西根

州立大學主修比較政治，博士論文的主題是獨裁者以

及其執政黨的制度化，題目是Ruling Party Institu-

tionalization in Autocracies。我的研究興趣很廣

泛，大致包括：威權政治、政黨競爭、政治行為，政

治經濟學，以及美中臺關係。大學時就讀政大外交

系，但後來決定不想要當外交人員，研究所時「轉

行」主修比較政治。因緣際會下，認識了一些社會運

動和NGO工作者，開始接觸到很多社會議題，碩士論

文到花蓮進行「農業合作社」的訪調。後來也繼續做

了一些關於社會運動、貿易偏好、所得分配不均的相關研究。

　　由於家人工作的緣故，我在美國華府地區住了將近六年，我曾在華府智庫全球臺

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2019）以及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席格亞洲研究中心（2017）擔任訪問學者，也因此對美國政治和外交政策圈有一些

近距離的觀察機會。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是威權政體如何保持政治生存優勢，主要聚焦在威權政體

下的執政黨，分析為什麼有些獨裁者在地方層級發展出制度化的地方黨部以及常態化

的政黨活動。我提出的理論是：當獨裁者有需要去平衡內部政治威脅的時候，就會有

動機將政黨進行制度化，尤其面對到以不同宗教或族群為主的動員時，那獨裁者就必

須要籍助政黨組織的力量來中和這些會危及政治存續的危險因素。我採用混合式的研

究方法，首先建立了一個涵蓋二戰後所有獨裁者的跨國資料庫進行量化分析，並且採

用比較歷史研究的質化方法，比較兩個國家組合：臺灣與南韓，印尼與菲律賓，用

「最大相似系統設計」的方式來印證理論預期。另一方面，我的論文除了描繪威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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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制度化的起因之外，在效果方面也證實政黨制度化顯著延長了獨裁者的執政年限。

　　除了威權政治的研究之外，我的研究主要關注在新興民主國家裡，各種政治議題

是如何影響到投票行為及政黨體系的發展，例如民族主義的情感（例如：愛國主義、

對國家的認同、對外國的看法、對不同群體邊界的看法）如何和貿易政策以及經濟不

平等這些議題交互作用。另外，我也關注人們對於自我防衛議題的民意形成基礎。在

這些研究議題當中，「中國因素」都是其中重要的面向。我和其他研究者合作的題目

包括：媒體識讀、民主支持度、兩岸關係及統獨態度等等。

　　除了學術類的研究之外，我和幾位朋友們合組一個研究小組名為Taiwan Policy 

Initiative，主要目的是研究及撰寫關於美中臺關係的英文政策類文章。我們共同執

行了幾個民意調查研究計畫，主要內容關於人們對社群媒體的使用、假訊息、對國防

政策看法及政治行為。我們除了投稿學術期刊文章之外，也寫了許多政策類文章發表

在各個國際關係雜誌，積極地與美國政策界對話。同時，我也寫了一些政策類的文章

發表在Global Taiwan Brief以及華盛頓郵報的Monkey Cage專欄。除此之外，我平

常持續投入寫作各種專欄文章和科普文章，保持與臺灣議題的連結和關心，我的作品

可見於蘋果日報、端傳媒、關鍵評論網、聯合報鳴人堂、上報、國語日報等刊物。

　　除了專欄與政策類文章的寫作，我在課餘時間加入「菜市場政治學」的編輯團

隊。這個團隊是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由一群政治研究者們投入經營到現在，

主要目的是廣政治學的「科普」知識。我們在2018年出版了《菜市場政治學：選舉

專號》，專門討論和選舉相關的研究成果，現在也正規劃第二本政治學的科普專書。

目前在社群媒體上追縱人數大約有八萬人。

　　同時，我從2018年開始參與了「US Taiwan Watch美國臺灣觀測站」編輯團

隊，這個平臺係由一群在美國工作或念書的「臺美人」所組成，目前已是正式登記立

案的非營利組織（NPO）。主要聚焦的是美中臺關係和東亞政治的討論，除了撰寫

美中臺關係重大動態、提供分析觀點外，我們也製作了podcast節目，即將開始第二

季節目的製作。目前在社群平臺上的追縱人數超過十三萬人。

　　在學術工作之外，我最喜歡的休閒活動是籃球、桌球、飛盤，以及下廚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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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行事曆（2021年6月至8月）

　　2021年7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

　　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

　　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

　　2021年8月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習營：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究網站：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補助學術期刊數位傳播：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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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行事曆（2021年6月至8月）

　　2021年6月

　　6/5（六）：島語新聲：臺灣語言混雜現象與理論化論壇

　　6/23（三）-6/24（四）：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發展研究工作坊

　　6/28（一）-7/1（四）：環境人文夏日大學「想像人類世下的自然」

　　2021年8月

　　8/5（四）-8/6（五）：人文春秋‧社科龍虎：2021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新進人員

　　　　　　　　　　　　 研習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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