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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people

常需要跟他人解釋，她所認為的知識型概念為何。其所聚焦關注的知識與知識之間的

互動、過程，較無法用辦法用一個關鍵字來說明。如何讓知識型的概念可以更簡單、

普及的讓她人理解、評論理解她的研究與價值，也是她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訪談最

後，談及對於研究成果的期許，黃仕宜期盼在訪問期間順利把研究完成，希望藉由國

立臺灣大學在戲劇研究方面豐富的資源，順利地完成此次的研究計畫並且撰寫成文章

投稿。

　　

　　

　　2022年2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國內訪

問學者，國立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黃仕宜副教授。有

別於傅柯在《詞與物》一書中提出知識型（episte-

me）的觀點，對知識特徵探索與分類模式的理解，或

是哲學家們在知識論（ epistemology ）上的爭論。黃仕

宜副教授對於知識型的觀點有她獨樹一格的見解。

從求學時期的生活經驗開啟對知識探索的契機與興趣

　　黃仕宜是劇場藝術博士，畢業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

versity），研究領域主要在美國戲劇、文化研究、醫療與戲劇、倫理學，她表示自己

非常喜歡關於「知識」的領域，主要源自於在美國就讀博士班時期的生活經驗。

　　在美國求學時，因為生活壓力大，身體便時常出現不適的狀況，在美國就醫不

是很方便，至西醫就診也不見好轉。回臺後，轉而到中醫看診，體會中醫推拿的成

效，中醫師會詳細的跟她介紹中醫知識以及她身體的狀況。求學時的醫療幾乎就是

靠著中醫的民俗療法來解決身體的各種不適以及對中醫知識的認識，對中醫有著深

刻的體會。進而引發黃仕宜思考中醫身為一門知識，它在臺灣跟美國的市場，扮演

什麼角色？

　　黃仕宜認為自己在醫療與劇場方面，仍是在摸索當中，因為領域很廣，要結合兩

個領域，在研究上也有不同的研究取徑（approach）。在執行研究的過程中，接觸到

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immunity）跟社區（community）的研

究理論，是科學跟人文領域的重大發現，從其中也可看見知識在醫療、人文領域的互

動過程。了解知識之間的借用、互動的過程與知識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是黃仕宜覺得

做研究有趣的地方，因此影響她往後的研究朝知識領域開展。

     知識跟劇場，他們都是散播知識的工具。劇場在電視、電影、電腦等媒體未出現以

前，即是主流媒體（media）。其實跟醫療領域談及的疾病、病毒同樣都是一種散播

的媒介，需要透過某種媒體去散播，劇場就是類似這樣的角色。某一種訊息、知識

（或意識形態）透過劇場的散播，是一種哲學思辨的過程，讓觀劇者思考。

　　每個人對於所有東西的理解都有不同的差異，其具有系統性、理論化的特徵、

並透過特定的媒介被規律地散播，而被稱為知識型，通常是用來要強調某一種訊息

（意識形態／傳遞某種知識）。黃仕宜以常見的八點檔舉例說到，八點檔即是一種

通俗劇形式，在劇中要創造某種情境，且都會有一個既定的公式，即有好人與壞

人，他們之間爾虞我詐的互動過程與關係，但最後正義都會獲得伸張。即透過戲劇

傳遞為人跟人之間，一種互動模式、倫理性，使人們仿效或影響人們對倫理、道德

等規範的理解，就是一種知識型的意涵。這便是黃仕宜想要探究的焦點，而劇場它

本身就是知識型的一種。 

從醫療與劇場來探討她對知識型的觀點

　　黃仕宜所執行的科技部計畫的研究，前幾年皆是關於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的研

究，如〈單女暴動與孤女特技：當代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以Anna Deavere Smith

和Susan Lori Parks，其作品中皆表現出強烈的後現代風格，這兩位女性劇作家的作

品為主。此次來訪所執行的研究計畫，即是以琳‧那特琪（Lynn Nottage）的戲劇

為主要研究文本。

　　琳．那特琪是當代劇場重要的女性劇作家，其兩部作品《毀了》（Ruined）、

《汗》（Sweat）曾獲得普立茲戲劇獎殊榮，作品寫實、偏向通俗劇元素（melodra-

matic）的風格，異於目前受後現代（postmodern）思潮影響的主流形式。黃仕宜在

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的研究中，多透過社區視角觀看，她認為劇場、知識，或醫學這

些領域，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社區，例如：什麼樣的人會到劇場看戲？在看戲過程中，

與觀戲者之間的情感流動？或是為何觀劇者會在此相聚一起看這齣戲劇？廣義來說，

皆是一種人跟人的聚集，並且探討劇中所呈現的知識型的重要性與差異。

　　此計畫即討論以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影響，以經濟馬

首是瞻的知識型。黃仕宜從親身得經驗中舉例知識型互動與變遷的有趣過程。她以中

醫的針砭灸藥治療為例，在西方強勢的西醫醫療文化的影響下，影響著我們對醫療的

認知以及日常的醫療實踐（medical practice）。中醫從前以針砭灸藥為主的治療，

偏向類似西方的醫藥系統（medicine system），針砭灸漸漸被視微、或是某種民俗

療法。但以自身對中醫的深刻體驗，針砭灸其實是有其療效，在醫療研究中，中醫亦

是鮮少被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而這也展現在我們的日常對話中。

　　人類的談話過程中，其實都帶著某種知識型的意識形態，或可輕易評判出她人對

知識認定的優劣高低。又如她以印度媽媽的有趣實例來說。黃仕宜提到朋友的兩歲女

兒奶瓶裡裝了冰涼的可口可樂，而某天被一位印度媽媽勸誡：「不要給小朋友喝冰

水，會容易生病！」而朋友便大聲地回覆說：“She doesn't know anything. You 

don't get sick because of cold water. You get sick because of germs.” 每個人所

認知的知識、或是說意識型態不同，呈現出的知識型也不一樣，其中可以展現知識型

的變遷，其知識流動、傳播的倫理運作，就是所謂的top-down（至上而下），以全

球化或者說以經濟馬首是瞻的系統，或是bottom-up（至下而上）以個體的經驗，去

影響知識的過程。顯示了當代社會文化中，跳脫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層面，通

俗劇未來也可以是一種新的戲劇走向？便成為黃仕宜欲探究與關注的焦點。特別是針

對自由方面，引用巴迪歐（Alain Badiou）對自由的論述，來思索琳．那特琪作品當

中使用通俗劇元素的爭議，以及在這樣的戲劇文類中，對政治、當代倫理學上的意義

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哲學意涵，是黃仕宜在訪問期間執行研究計畫的主要方向。

　　黃仕宜也坦言其實執行研究計畫直至目前所遇到的問題與挑戰。談論知識型是很

少被研究的議題，如常見的後現代主義、後人類主義，它有一個明顯的、當代的思潮

的理論、關鍵字。知識型的定義即是什麼東西被當成是知識，較缺乏論述支持，因此

黃仕宜：醫療、戲劇與哲學——
                                                     知識型的意義與探索
採訪、撰文／葉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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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需要跟他人解釋，她所認為的知識型概念為何。其所聚焦關注的知識與知識之間的

互動、過程，較無法用辦法用一個關鍵字來說明。如何讓知識型的概念可以更簡單、

普及的讓她人理解、評論理解她的研究與價值，也是她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訪談最

後，談及對於研究成果的期許，黃仕宜期盼在訪問期間順利把研究完成，希望藉由國

立臺灣大學在戲劇研究方面豐富的資源，順利地完成此次的研究計畫並且撰寫成文章

投稿。

　　

　　

　　2022年2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國內訪

問學者，國立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黃仕宜副教授。有

別於傅柯在《詞與物》一書中提出知識型（episte-

me）的觀點，對知識特徵探索與分類模式的理解，或

是哲學家們在知識論（ epistemology ）上的爭論。黃仕

宜副教授對於知識型的觀點有她獨樹一格的見解。

從求學時期的生活經驗開啟對知識探索的契機與興趣

　　黃仕宜是劇場藝術博士，畢業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

versity），研究領域主要在美國戲劇、文化研究、醫療與戲劇、倫理學，她表示自己

非常喜歡關於「知識」的領域，主要源自於在美國就讀博士班時期的生活經驗。

　　在美國求學時，因為生活壓力大，身體便時常出現不適的狀況，在美國就醫不

是很方便，至西醫就診也不見好轉。回臺後，轉而到中醫看診，體會中醫推拿的成

效，中醫師會詳細的跟她介紹中醫知識以及她身體的狀況。求學時的醫療幾乎就是

靠著中醫的民俗療法來解決身體的各種不適以及對中醫知識的認識，對中醫有著深

刻的體會。進而引發黃仕宜思考中醫身為一門知識，它在臺灣跟美國的市場，扮演

什麼角色？

　　黃仕宜認為自己在醫療與劇場方面，仍是在摸索當中，因為領域很廣，要結合兩

個領域，在研究上也有不同的研究取徑（approach）。在執行研究的過程中，接觸到

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immunity）跟社區（community）的研

究理論，是科學跟人文領域的重大發現，從其中也可看見知識在醫療、人文領域的互

動過程。了解知識之間的借用、互動的過程與知識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是黃仕宜覺得

做研究有趣的地方，因此影響她往後的研究朝知識領域開展。

     知識跟劇場，他們都是散播知識的工具。劇場在電視、電影、電腦等媒體未出現以

前，即是主流媒體（media）。其實跟醫療領域談及的疾病、病毒同樣都是一種散播

的媒介，需要透過某種媒體去散播，劇場就是類似這樣的角色。某一種訊息、知識

（或意識形態）透過劇場的散播，是一種哲學思辨的過程，讓觀劇者思考。

　　每個人對於所有東西的理解都有不同的差異，其具有系統性、理論化的特徵、

並透過特定的媒介被規律地散播，而被稱為知識型，通常是用來要強調某一種訊息

（意識形態／傳遞某種知識）。黃仕宜以常見的八點檔舉例說到，八點檔即是一種

通俗劇形式，在劇中要創造某種情境，且都會有一個既定的公式，即有好人與壞

人，他們之間爾虞我詐的互動過程與關係，但最後正義都會獲得伸張。即透過戲劇

傳遞為人跟人之間，一種互動模式、倫理性，使人們仿效或影響人們對倫理、道德

等規範的理解，就是一種知識型的意涵。這便是黃仕宜想要探究的焦點，而劇場它

本身就是知識型的一種。 

從醫療與劇場來探討她對知識型的觀點

　　黃仕宜所執行的科技部計畫的研究，前幾年皆是關於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的研

究，如〈單女暴動與孤女特技：當代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以Anna Deavere Smith

和Susan Lori Parks，其作品中皆表現出強烈的後現代風格，這兩位女性劇作家的作

品為主。此次來訪所執行的研究計畫，即是以琳‧那特琪（Lynn Nottage）的戲劇

為主要研究文本。

　　琳．那特琪是當代劇場重要的女性劇作家，其兩部作品《毀了》（Ruined）、

《汗》（Sweat）曾獲得普立茲戲劇獎殊榮，作品寫實、偏向通俗劇元素（melodra-

matic）的風格，異於目前受後現代（postmodern）思潮影響的主流形式。黃仕宜在

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的研究中，多透過社區視角觀看，她認為劇場、知識，或醫學這

些領域，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社區，例如：什麼樣的人會到劇場看戲？在看戲過程中，

與觀戲者之間的情感流動？或是為何觀劇者會在此相聚一起看這齣戲劇？廣義來說，

皆是一種人跟人的聚集，並且探討劇中所呈現的知識型的重要性與差異。

　　此計畫即討論以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影響，以經濟馬

首是瞻的知識型。黃仕宜從親身得經驗中舉例知識型互動與變遷的有趣過程。她以中

醫的針砭灸藥治療為例，在西方強勢的西醫醫療文化的影響下，影響著我們對醫療的

認知以及日常的醫療實踐（medical practice）。中醫從前以針砭灸藥為主的治療，

偏向類似西方的醫藥系統（medicine system），針砭灸漸漸被視微、或是某種民俗

療法。但以自身對中醫的深刻體驗，針砭灸其實是有其療效，在醫療研究中，中醫亦

是鮮少被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而這也展現在我們的日常對話中。

　　人類的談話過程中，其實都帶著某種知識型的意識形態，或可輕易評判出她人對

知識認定的優劣高低。又如她以印度媽媽的有趣實例來說。黃仕宜提到朋友的兩歲女

兒奶瓶裡裝了冰涼的可口可樂，而某天被一位印度媽媽勸誡：「不要給小朋友喝冰

水，會容易生病！」而朋友便大聲地回覆說：“She doesn't know anything. You 

don't get sick because of cold water. You get sick because of germs.” 每個人所

認知的知識、或是說意識型態不同，呈現出的知識型也不一樣，其中可以展現知識型

的變遷，其知識流動、傳播的倫理運作，就是所謂的top-down（至上而下），以全

球化或者說以經濟馬首是瞻的系統，或是bottom-up（至下而上）以個體的經驗，去

影響知識的過程。顯示了當代社會文化中，跳脫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層面，通

俗劇未來也可以是一種新的戲劇走向？便成為黃仕宜欲探究與關注的焦點。特別是針

對自由方面，引用巴迪歐（Alain Badiou）對自由的論述，來思索琳．那特琪作品當

中使用通俗劇元素的爭議，以及在這樣的戲劇文類中，對政治、當代倫理學上的意義

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哲學意涵，是黃仕宜在訪問期間執行研究計畫的主要方向。

　　黃仕宜也坦言其實執行研究計畫直至目前所遇到的問題與挑戰。談論知識型是很

少被研究的議題，如常見的後現代主義、後人類主義，它有一個明顯的、當代的思潮

的理論、關鍵字。知識型的定義即是什麼東西被當成是知識，較缺乏論述支持，因此

人物專訪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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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需要跟他人解釋，她所認為的知識型概念為何。其所聚焦關注的知識與知識之間的

互動、過程，較無法用辦法用一個關鍵字來說明。如何讓知識型的概念可以更簡單、

普及的讓她人理解、評論理解她的研究與價值，也是她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訪談最

後，談及對於研究成果的期許，黃仕宜期盼在訪問期間順利把研究完成，希望藉由國

立臺灣大學在戲劇研究方面豐富的資源，順利地完成此次的研究計畫並且撰寫成文章

投稿。

　　

　　

　　2022年2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國內訪

問學者，國立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黃仕宜副教授。有

別於傅柯在《詞與物》一書中提出知識型（episte-

me）的觀點，對知識特徵探索與分類模式的理解，或

是哲學家們在知識論（ epistemology ）上的爭論。黃仕

宜副教授對於知識型的觀點有她獨樹一格的見解。

從求學時期的生活經驗開啟對知識探索的契機與興趣

　　黃仕宜是劇場藝術博士，畢業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

versity），研究領域主要在美國戲劇、文化研究、醫療與戲劇、倫理學，她表示自己

非常喜歡關於「知識」的領域，主要源自於在美國就讀博士班時期的生活經驗。

　　在美國求學時，因為生活壓力大，身體便時常出現不適的狀況，在美國就醫不

是很方便，至西醫就診也不見好轉。回臺後，轉而到中醫看診，體會中醫推拿的成

效，中醫師會詳細的跟她介紹中醫知識以及她身體的狀況。求學時的醫療幾乎就是

靠著中醫的民俗療法來解決身體的各種不適以及對中醫知識的認識，對中醫有著深

刻的體會。進而引發黃仕宜思考中醫身為一門知識，它在臺灣跟美國的市場，扮演

什麼角色？

　　黃仕宜認為自己在醫療與劇場方面，仍是在摸索當中，因為領域很廣，要結合兩

個領域，在研究上也有不同的研究取徑（approach）。在執行研究的過程中，接觸到

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immunity）跟社區（community）的研

究理論，是科學跟人文領域的重大發現，從其中也可看見知識在醫療、人文領域的互

動過程。了解知識之間的借用、互動的過程與知識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是黃仕宜覺得

做研究有趣的地方，因此影響她往後的研究朝知識領域開展。

     知識跟劇場，他們都是散播知識的工具。劇場在電視、電影、電腦等媒體未出現以

前，即是主流媒體（media）。其實跟醫療領域談及的疾病、病毒同樣都是一種散播

的媒介，需要透過某種媒體去散播，劇場就是類似這樣的角色。某一種訊息、知識

（或意識形態）透過劇場的散播，是一種哲學思辨的過程，讓觀劇者思考。

　　每個人對於所有東西的理解都有不同的差異，其具有系統性、理論化的特徵、

並透過特定的媒介被規律地散播，而被稱為知識型，通常是用來要強調某一種訊息

（意識形態／傳遞某種知識）。黃仕宜以常見的八點檔舉例說到，八點檔即是一種

通俗劇形式，在劇中要創造某種情境，且都會有一個既定的公式，即有好人與壞

人，他們之間爾虞我詐的互動過程與關係，但最後正義都會獲得伸張。即透過戲劇

傳遞為人跟人之間，一種互動模式、倫理性，使人們仿效或影響人們對倫理、道德

等規範的理解，就是一種知識型的意涵。這便是黃仕宜想要探究的焦點，而劇場它

本身就是知識型的一種。 

從醫療與劇場來探討她對知識型的觀點

　　黃仕宜所執行的科技部計畫的研究，前幾年皆是關於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的研

究，如〈單女暴動與孤女特技：當代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以Anna Deavere Smith

和Susan Lori Parks，其作品中皆表現出強烈的後現代風格，這兩位女性劇作家的作

品為主。此次來訪所執行的研究計畫，即是以琳‧那特琪（Lynn Nottage）的戲劇

為主要研究文本。

　　琳．那特琪是當代劇場重要的女性劇作家，其兩部作品《毀了》（Ruined）、

《汗》（Sweat）曾獲得普立茲戲劇獎殊榮，作品寫實、偏向通俗劇元素（melodra-

matic）的風格，異於目前受後現代（postmodern）思潮影響的主流形式。黃仕宜在

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的研究中，多透過社區視角觀看，她認為劇場、知識，或醫學這

些領域，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社區，例如：什麼樣的人會到劇場看戲？在看戲過程中，

與觀戲者之間的情感流動？或是為何觀劇者會在此相聚一起看這齣戲劇？廣義來說，

皆是一種人跟人的聚集，並且探討劇中所呈現的知識型的重要性與差異。

　　此計畫即討論以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影響，以經濟馬

首是瞻的知識型。黃仕宜從親身得經驗中舉例知識型互動與變遷的有趣過程。她以中

醫的針砭灸藥治療為例，在西方強勢的西醫醫療文化的影響下，影響著我們對醫療的

認知以及日常的醫療實踐（medical practice）。中醫從前以針砭灸藥為主的治療，

偏向類似西方的醫藥系統（medicine system），針砭灸漸漸被視微、或是某種民俗

療法。但以自身對中醫的深刻體驗，針砭灸其實是有其療效，在醫療研究中，中醫亦

是鮮少被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而這也展現在我們的日常對話中。

　　人類的談話過程中，其實都帶著某種知識型的意識形態，或可輕易評判出她人對

知識認定的優劣高低。又如她以印度媽媽的有趣實例來說。黃仕宜提到朋友的兩歲女

兒奶瓶裡裝了冰涼的可口可樂，而某天被一位印度媽媽勸誡：「不要給小朋友喝冰

水，會容易生病！」而朋友便大聲地回覆說：“She doesn't know anything. You 

don't get sick because of cold water. You get sick because of germs.” 每個人所

認知的知識、或是說意識型態不同，呈現出的知識型也不一樣，其中可以展現知識型

的變遷，其知識流動、傳播的倫理運作，就是所謂的top-down（至上而下），以全

球化或者說以經濟馬首是瞻的系統，或是bottom-up（至下而上）以個體的經驗，去

影響知識的過程。顯示了當代社會文化中，跳脫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層面，通

俗劇未來也可以是一種新的戲劇走向？便成為黃仕宜欲探究與關注的焦點。特別是針

對自由方面，引用巴迪歐（Alain Badiou）對自由的論述，來思索琳．那特琪作品當

中使用通俗劇元素的爭議，以及在這樣的戲劇文類中，對政治、當代倫理學上的意義

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哲學意涵，是黃仕宜在訪問期間執行研究計畫的主要方向。

　　黃仕宜也坦言其實執行研究計畫直至目前所遇到的問題與挑戰。談論知識型是很

少被研究的議題，如常見的後現代主義、後人類主義，它有一個明顯的、當代的思潮

的理論、關鍵字。知識型的定義即是什麼東西被當成是知識，較缺乏論述支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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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需要跟他人解釋，她所認為的知識型概念為何。其所聚焦關注的知識與知識之間的

互動、過程，較無法用辦法用一個關鍵字來說明。如何讓知識型的概念可以更簡單、

普及的讓她人理解、評論理解她的研究與價值，也是她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訪談最

後，談及對於研究成果的期許，黃仕宜期盼在訪問期間順利把研究完成，希望藉由國

立臺灣大學在戲劇研究方面豐富的資源，順利地完成此次的研究計畫並且撰寫成文章

投稿。

　　

　　

　　2022年2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國內訪

問學者，國立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黃仕宜副教授。有

別於傅柯在《詞與物》一書中提出知識型（episte-

me）的觀點，對知識特徵探索與分類模式的理解，或

是哲學家們在知識論（ epistemology ）上的爭論。黃仕

宜副教授對於知識型的觀點有她獨樹一格的見解。

從求學時期的生活經驗開啟對知識探索的契機與興趣

　　黃仕宜是劇場藝術博士，畢業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

versity），研究領域主要在美國戲劇、文化研究、醫療與戲劇、倫理學，她表示自己

非常喜歡關於「知識」的領域，主要源自於在美國就讀博士班時期的生活經驗。

　　在美國求學時，因為生活壓力大，身體便時常出現不適的狀況，在美國就醫不

是很方便，至西醫就診也不見好轉。回臺後，轉而到中醫看診，體會中醫推拿的成

效，中醫師會詳細的跟她介紹中醫知識以及她身體的狀況。求學時的醫療幾乎就是

靠著中醫的民俗療法來解決身體的各種不適以及對中醫知識的認識，對中醫有著深

刻的體會。進而引發黃仕宜思考中醫身為一門知識，它在臺灣跟美國的市場，扮演

什麼角色？

　　黃仕宜認為自己在醫療與劇場方面，仍是在摸索當中，因為領域很廣，要結合兩

個領域，在研究上也有不同的研究取徑（approach）。在執行研究的過程中，接觸到

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immunity）跟社區（community）的研

究理論，是科學跟人文領域的重大發現，從其中也可看見知識在醫療、人文領域的互

動過程。了解知識之間的借用、互動的過程與知識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是黃仕宜覺得

做研究有趣的地方，因此影響她往後的研究朝知識領域開展。

     知識跟劇場，他們都是散播知識的工具。劇場在電視、電影、電腦等媒體未出現以

前，即是主流媒體（media）。其實跟醫療領域談及的疾病、病毒同樣都是一種散播

的媒介，需要透過某種媒體去散播，劇場就是類似這樣的角色。某一種訊息、知識

（或意識形態）透過劇場的散播，是一種哲學思辨的過程，讓觀劇者思考。

　　每個人對於所有東西的理解都有不同的差異，其具有系統性、理論化的特徵、

並透過特定的媒介被規律地散播，而被稱為知識型，通常是用來要強調某一種訊息

（意識形態／傳遞某種知識）。黃仕宜以常見的八點檔舉例說到，八點檔即是一種

通俗劇形式，在劇中要創造某種情境，且都會有一個既定的公式，即有好人與壞

人，他們之間爾虞我詐的互動過程與關係，但最後正義都會獲得伸張。即透過戲劇

傳遞為人跟人之間，一種互動模式、倫理性，使人們仿效或影響人們對倫理、道德

等規範的理解，就是一種知識型的意涵。這便是黃仕宜想要探究的焦點，而劇場它

本身就是知識型的一種。 

從醫療與劇場來探討她對知識型的觀點

　　黃仕宜所執行的科技部計畫的研究，前幾年皆是關於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的研

究，如〈單女暴動與孤女特技：當代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以Anna Deavere Smith

和Susan Lori Parks，其作品中皆表現出強烈的後現代風格，這兩位女性劇作家的作

品為主。此次來訪所執行的研究計畫，即是以琳‧那特琪（Lynn Nottage）的戲劇

為主要研究文本。

　　琳．那特琪是當代劇場重要的女性劇作家，其兩部作品《毀了》（Ruined）、

《汗》（Sweat）曾獲得普立茲戲劇獎殊榮，作品寫實、偏向通俗劇元素（melodra-

matic）的風格，異於目前受後現代（postmodern）思潮影響的主流形式。黃仕宜在

非裔美籍女性劇作家的研究中，多透過社區視角觀看，她認為劇場、知識，或醫學這

些領域，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社區，例如：什麼樣的人會到劇場看戲？在看戲過程中，

與觀戲者之間的情感流動？或是為何觀劇者會在此相聚一起看這齣戲劇？廣義來說，

皆是一種人跟人的聚集，並且探討劇中所呈現的知識型的重要性與差異。

　　此計畫即討論以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影響，以經濟馬

首是瞻的知識型。黃仕宜從親身得經驗中舉例知識型互動與變遷的有趣過程。她以中

醫的針砭灸藥治療為例，在西方強勢的西醫醫療文化的影響下，影響著我們對醫療的

認知以及日常的醫療實踐（medical practice）。中醫從前以針砭灸藥為主的治療，

偏向類似西方的醫藥系統（medicine system），針砭灸漸漸被視微、或是某種民俗

療法。但以自身對中醫的深刻體驗，針砭灸其實是有其療效，在醫療研究中，中醫亦

是鮮少被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而這也展現在我們的日常對話中。

　　人類的談話過程中，其實都帶著某種知識型的意識形態，或可輕易評判出她人對

知識認定的優劣高低。又如她以印度媽媽的有趣實例來說。黃仕宜提到朋友的兩歲女

兒奶瓶裡裝了冰涼的可口可樂，而某天被一位印度媽媽勸誡：「不要給小朋友喝冰

水，會容易生病！」而朋友便大聲地回覆說：“She doesn't know anything. You 

don't get sick because of cold water. You get sick because of germs.” 每個人所

認知的知識、或是說意識型態不同，呈現出的知識型也不一樣，其中可以展現知識型

的變遷，其知識流動、傳播的倫理運作，就是所謂的top-down（至上而下），以全

球化或者說以經濟馬首是瞻的系統，或是bottom-up（至下而上）以個體的經驗，去

影響知識的過程。顯示了當代社會文化中，跳脫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層面，通

俗劇未來也可以是一種新的戲劇走向？便成為黃仕宜欲探究與關注的焦點。特別是針

對自由方面，引用巴迪歐（Alain Badiou）對自由的論述，來思索琳．那特琪作品當

中使用通俗劇元素的爭議，以及在這樣的戲劇文類中，對政治、當代倫理學上的意義

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哲學意涵，是黃仕宜在訪問期間執行研究計畫的主要方向。

　　黃仕宜也坦言其實執行研究計畫直至目前所遇到的問題與挑戰。談論知識型是很

少被研究的議題，如常見的後現代主義、後人類主義，它有一個明顯的、當代的思潮

的理論、關鍵字。知識型的定義即是什麼東西被當成是知識，較缺乏論述支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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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