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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 University Education

Why promote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TDE) in universities 

in Taiwan? What is the SHS Program?

Ancient western universities wer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being multi-disciplinary institutions. Scholarly studies are mainly 

anchored in analytical methodology, so that one can achieve better 

understanding first in the simpler components then to the more 

complicated on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explosion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pushed the research tides towards the edges of academic 

subjects, resulting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entres.

By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siness-driven advanced 

technology had turned research into an intensiv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at has cost 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ies as the lighthouse 

of intelligence in human societies. Think tanks and the academy 

are like an arena. Suddenly,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harsh global changes in natural and human environments make the 

young generations find that the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 of single 

discipline is simply insufficient to catch up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It is the time for the universities to think of transforming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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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The four-year campaign of the SHS Program that represents 

Society-Humanity-Science and aims at cultivating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TDE) in higher educ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aiwan in 

2011.  This program has focused on the real-world problems and 

issues, and on problem-based learning as well as on the cultivation of 

literal skills for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are embedded in 

the course processes.

In order to help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 committed to 

the SHS Program to develop the studies of TDE, this book collected 

eleven peer-reviewed articles for framing transdisciplinarity. In 

Chapters One, Six, and Seven,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UK, and China are discussed and compared in their cross-boundary 

goals and up or downstream industries. Chaper Two compris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ns-disciplinary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Under the SHS 

Program, Chapter Three reports a pedagogical example and compares 

this with international cases. In Chapter Four, a course project of 

“Aging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Industry” operated 

in Tung-Hai University is reported.

In Chapter Five, progressive legislation for mental health 

measures in Wales is shown to be a successful cas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trans-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Chapters Eight 

and Nine are about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and Gambia, 

respectively. Chapter Ten present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music 

and science that promote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core valu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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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and humanities. In the final Chapter Eleven, the importance and 

difficulty of communication in TDE are discussed.

Indeed, the cultivation for communication has been practiced 

in two aspects in the final year of the SHS Program. SHS-Talks, a 

short-talk activity that imitates TED, is designed as a “Knowledge 

Platform” to provide the students to learn by means of competition. 

On the other hand,  mult i-media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re intensively employed to record the SHS Program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ay be followed through the website: http://

shs.ntu.edu.tw.

We acknowledge the planning work by Dr. Ming-Yeh Tsai 

Rawnsley, the editorial work by Dr. Chi-Mao Wang, Dr. Kung-Pei 

Tang and Miss Yi-Ting Tsai, as well as the reviewers’ work, and the 

financia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from the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incipal Investigator, SHS Program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Jwu-T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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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大革命

為什麼要在大學中推動跨科際 (trans-disciplinary)教育？什麼是

SHS計畫？

西方學術在希臘時代，蘇格拉底就主張以分析的觀點探究洞

見世界的本質。柏拉圖設立世界第一所學院時，就賦予了「幾何

學」特殊的學科地位。亞里斯多德承襲老師的研究方法，以及先賢

「四元素組成物質界」的概念，以簡馭繁。他把自然界分門別類：

天文學、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心理學、邏輯學、政治學、倫

理學、⋯無所不包。歐洲中世紀的大學遞衍到今日，全世界的大學

不分東、西，一律是以「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的型式建立。

科學在十九世紀後葉以「分科之學」的姿態脫離了哲學的範

疇之後，發展神速有如脫韁之馬。近代科學挾新科技在二十世紀創

造了知識生產及資訊的爆炸，促成了國際間大學的競逐，更激化

了大學裏學科林立的態勢。「傳統」科系的研究延伸向「界學科」

(inter-disciplinary或譯跨領域 )，新的科系及界學科研究中心在二戰

結束後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大學不再以服膺服務國家、社會的

智庫角色為主要目標，卻更像是攫奪資源和人才的機構，不僅連結

產業開拓市場，大學也是心智較勁的尖端知識、技術競技場。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都倏忽變遷，而且

改變的規模一再破表。大學及研究所的學生尚未畢業就發現計畫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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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變化，學不能致用。真實世界的問題超乎想像的複雜又多樣。

複雜是因為很少的真實問題能由單一學科的知識來解決；多樣的是

社會結構及價值愈趨多元。似乎需要面對、參與、處理問題的人除

了各種白領專家，還有經驗嫻熟的藍領人士，或利害相關的常民。

面對學生的徬徨，大學究竟應該如何籌思新世代的教育呢？

提出大學大革命是呼籲大學反思高等教育的目標，曾幾何時

高倡卓越研究的工作不僅重蹈西方「publish or perish」的覆轍，更

是把個人及大學評鑑計點、計價，做成功利、績效掛帥的市場，教

授、學生皆蒙其害。跨科際 (trans-disciplinary)教育不是訴求專家要

萬能，也不是要改變大學的硬體機構。當世局丕變，身為生產新知

識的大學及研究機構理當集思廣益，省察自身的角色、價值和方

向。為謀思解決問題之道，當然需要重視學生如何養成溝通及解決

問題的心志和能力。這種研究的態度與過程正好也是高等教育中最

好的教育素材和學習進路。

臺灣的教育部於 2011-2016推動SHS先導型跨科際教育計畫。

SHS代表的是Society-Humanity-Science，計畫宗旨就是大學教師和

學生一同面對真實世界問題的挑戰。SHS計畫揭櫫培養跨科際及溝

通能力的人才培育目標，為了界定跨科際的議題、內涵、或方法，

本書收集了十一篇經過同儕審查的文章。第一、六、七章分別討論

台、英、中的「科學傳播」，包括上、下游科傳產業需要的跨界目

標和實務；第二章針對最近二十年國際跨科際及知識產出研究作批

判性回顧；第三章比較台灣 SHS教學及歐洲跨科際教育範例；第四

章是東海大學在SHS計畫下實施的「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案

例；第五章報告英國威爾斯心理疾病醫療系統與社群用戶及學界的

跨科際合作案例；第八、九章分別是「氣候變遷」議題的岐異觀點

以及低度開發國家的因應狀況報導；第十章從音樂和腦科學的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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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學大革命　vii

研究及醫療應用，探尋藝術核心價值的新貌；第十一章論述溝通能

力在跨科際合作上的重要和困難。

全書呈現多方位的跨科際內容可提供 SHS計畫問題導向課程

發展的參據。而 communication一字在個人的面向是表達溝通，在

大眾的面向同時也是指傳播，兩者都是跨科際研究的關鍵要素。個

人溝通能力的培養可從課程中實施討論、報告、辯論等，加強聽說

讀寫的基本語文素養。SHS計畫也效法TED的精神，舉辦跨科際短

講 (SHS Talks)活動，並且透過傳播呈現學生跨科際學習的綜合成

效。這種以學生學習為本位的「知識舞台」可焦聚講者與公眾對於

議題的關注，也落實溝通能力的養成。

「教育傳播」是鼓勵大學承接知識傳媒的角色。可以仿效先進

國家或科學媒體流行的科學傳播策略及產業，借重新興科技的多媒

體工具及交聯網多元用途，對促進方興未艾的翻轉教學能發揮事半

功倍之效。當今大學的知識生產 (knowledge production)必須能夠銜

接有效的知識傳媒 (knowledge transfer)。與其抱怨社會媒體未盡真

實知識傳遞之責，不如創新思維、方法、與行動並重。大學積極省

視檢討本身的價值、立場、及做法，此其時矣 !

這本書能出版需要感謝蔡明燁博士協助策畫。除了執筆的作

者，還有審查委員的意見，王驥懋博士和唐功培博士的編輯，以及

蔡怡婷小姐的悉心整編作業，最後由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付梓

出版。特此一併致謝。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總主持人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特聘教授

陳竹亭　此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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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兼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臺灣與國際的接軌： 
跨科際思維與科學傳播

蔡明燁
*

(10)Define(2015-03-18).indd   1 2015/3/23   下午 07:04:50



2　界定跨科際

Abstract

This chapter examin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the 

perspect ives  of  sc ience  communica t ion  and t rans-d isc ip l inary 

education. The author identifies two emerging trends：（1）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in the UK and Europe begin to emphasize the value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academic research with social impac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promo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social 

impact’ often involves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cross-sectional 

engagement; and（2） the rol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a research area and a field of practices in the 

eyes of governments, science communities and the media industries in 

the UK and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The case studies from Taiwan 

echo both trends.

Nevertheless there are also major differences. Firstly, Taiwan’s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education. The local media industries and science communicators 

are less experienced in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r science television 

p rog rams  and  the  communica t ions  o f  s c i ence - r e l a t ed  soc i a l -

political issues than their British counterparts. However, the hyper-

commercialized television environment has caused serious problems 

in Taiwan by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journalism and entertainment 

programming. It may be an encouraging sign that TV producers of 

particular genres are able to resist commercialization in order to 

produce challenging and quality programs. Further trans-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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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國際的接軌　3

education to facilitate cross-fertilization of ideas may help Taiwan to 

fi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of science and 

science-related issues.

Secondly,  as far  as Taiwan’s scientif ic televisual  output is 

concerned, it tends to focus on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whil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ers（primarily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Discovery Channel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cover a wider range of subject matters relat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may be partly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Taiwan’s network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less developed as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elevated to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14） 

only accepted 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part of its official remit in 

2000. As the network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gradually broadened 

and deepened in Taiwan to include more institutions, disciplines and 

expertise, the coverage of a greater variety of subjects may be expected 

in future.

摘　要

本文從跨科際思維與教育，以及科學傳播網絡的發展，闡述

臺灣與國際潮流的接軌和斷層。作者指出，自從進入 21世紀以

來，歐盟和英國已出現「跨科際」思潮的典範轉移，並以兩個發展

為佐證：一、學術研究和高等教育不斷推動「知識轉移」與「社會

影響力」；二、學界和業界對科學傳播日趨重視—這個現象與臺

灣近年來所推行的數個大型研究計畫若合符節。

至於斷層的部分，作者發現對具有社會性科學議題的傳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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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界定跨科際

溝通，是臺灣較為欠缺的產製經驗，而此層面的科學傳播訴求對象

最多元，格外需要跨科際的溝通技巧，從而也最能刺激跨科際的整

合與創意。於是本文乃以國內外科學傳播的實際案例，透過參照比

較的方式，進一步探討臺灣與國際（尤其是英國）在跨科際思考上

的異同，作者提出兩點心得：

第一、 打造現代科技公民社會，有賴同時加強科學素養與媒

體素養。作者認為，開創恰當的平臺鼓勵科學家和大

眾直接對話，具有促進科學傳播效能的意義，而在臺

灣當前的科學傳播網絡中，致力生態保育的社群一枝

獨秀，其他學科領域或可學習複製環保社群相對成功

的跨界取徑。

第二、 作者發現國內有志促進跨科際思維教育，以及從事科

學傳播的參與者們面對的困境，多是一種結構上的挑

戰，而非人才的問題，因此藉由英國相對成熟的網

狀跨科際傳播模式，及其更繁複的科學傳播網絡架構

中，提出一些可供臺灣參考的借鏡。

一、 跨科際思考的典範轉移：知識轉移與科學傳播

歐盟近幾年的出版品中，一再指出歐洲社會正面臨一系列的

重大挑戰，包括經濟成長、就業指標、國家競爭力、社會凝聚、

多元社會所帶來的文化與教育衝擊、永續性、環境保護、人口變

遷、移民與融合、生活品質，乃至全球性的互賴互動等課題。

例如一份 2010年的文件就開宗明義地表示，歐盟企圖在未來幾

年內重新啟動（re-launch）歐洲的研究領域，以求避免過度分散

人、財、物力，策略性地專注在幾個社會性議題上，期能達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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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充分加值，促進更具前瞻性、完整性的研究成果（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p.4）。而在這幾個重啟的研究領域中，跨界、

跨主題的研究取向（cross-thematic approaches）無疑是一大特色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pp.6–7）。此外，研究科技組織歐洲協

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簡稱EARTO）

也在 2011年的報告中，宣示他們支持「為創新發明而做的研究

（research for innovation）」，目的是要為真實世界的問題尋找有效

的解決之道（EARTO, 2011, p.ii）。

當然，各種社會性的重大議題並非近來伊始，世界各國長期

以來也都對各種研究發展有不同程度的重視與投注，所以進入 21

世紀以來，如果要說歐盟和英國在推動學術研究所選擇的詞彙和語

境上，究竟和上一世紀有何差異？出現了怎樣的變化？「跨科際」

（trans-disciplinarity，另譯「穿領域」）的概念與實踐，或許便是此

間最明顯而重要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Kuhn, 1962;王

道還譯，2004）。

新世紀以前的知識架構常態大多壁壘分明，因此英國科學

家兼小說家史諾（C.P. Snow），在 1956年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裡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當時西方社會的知性生

活，已被切割成兩個不同的文化區塊—科學VS.人文—彼此

漸行漸遠，而他認為這兩個領域各說各話的現象，毋寧是現代世

界無法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大障礙。1959年，史諾將這篇評論

延伸後在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演說，並將演講內

容以《兩個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為題，出版成冊，在大西洋兩岸激起了熱烈的辯論和

廣泛的共鳴（蔡明燁，2011a; Snow, 1960）。

換句話說，其實各界菁英早就意識到了不同學術領域間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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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界定跨科際

對話、難以溝通的困境，但所謂「科學」和「人文」兩大區塊彼此

間的鴻溝，卻仍然持續加深，因為在現實條件下，無論是教育或研

究體系，一般不僅缺乏鼓勵跨界思考的實質動力，甚至若從升學

考試與學術評量的標準來看，更可以說阻力重重，有心人必須跨越

多層關卡，才能達到跨領域或多領域的攜手合作，難怪儘管有識之

士不斷鼓吹縮短「兩個文化」的距離，但長久以來，主流學術環

境呈現的泰半仍是楚河漢界的局面，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

獨木橋，直到近幾年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科技與社會

研究（Technology, Science and Society，簡稱STS），以及科學傳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等領域方興未艾，這個僵局才有所突破。

我曾在 201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裡提過，早在「科學傳播」

這個名詞出現以前，19世紀的英國就已有許多科學傳播活動，

且進入 20世紀之後，美國也有一批專事科學普及（簡稱科普，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的科學傳播者相繼出現，在此不另贅述

（蔡明燁，2011a）。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文化研究學者雷蒙 ˙威

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觀察的，文化的改革是一種「漫長的

革命（long revolution）」，共識的形成往往是仰賴富有使命感的社

會菁英—包括政治、媒體、軍事、科學、行銷和經濟等方面的

專家—在某個條件下所共同浮現的理性思考，階段性地、時代

性地、世代性地面對未來的課題，也因而每個世代和每個時代都會

各別形塑出自己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也就是所謂的

時代氛圍（Williams, rpt 2011）。

（一）、 學術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知識轉移

如果我們接受威廉斯的說法，那麼對跨科際需求的體認和呼

籲，則似乎已堪稱是構成當前時代氛圍的元素之一，有兩個發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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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佐證：首先，在學術研究和高等教育方面，歐盟和英國政府近年

來都不斷在推動「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也就是講求

橫跨數個研究領域，並在研究流程中—無論是作業前、中、後

期—必須加強國際與社會面向的思考及校園內外的互動，以期

深化學術研究對社會的貢獻與影響力。

為什麼知識轉移會在英國學界蔚為潮流？有人認為這是因為

英國大學的學費改革方案，促使英國政府調整了許多學術政策方面

的用語，以期向選民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訴求，證明大學教育的價

值，以及學術研究在社會上可能發揮的功效所致，因此英國學界並

非人人都樂於擁抱這股浪潮，不少大學教授消極抵抗、乃至積極反

對知識轉移，他們擔心所謂「知識轉移」和「社會影響力」的眼光

過於短視近利，根本與大學之理念背道而馳（蔡明燁，2012a）。

然而反彈的聲浪基本上只是進一步解釋了為何文化變遷速度

緩慢，必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就另一個角度來說，異議的反向思

考，更可看成是刺激新浪潮得以取長補短、發展出更週延的策略之

必要動力，但無可諱言的是，在這個半推半就的狀態之下，跨科際

取向的典範轉移，已可在英國校園內外的獎項規劃、行政配套和人

才培訓等相應機制中獲得印證，無論是國家級的學術資助單位，或

者是歐盟層級的研究款項等，都已挹注了可觀的資源在實踐知識轉

移，以便加強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舉例來說，歐盟新一波

最具規模的學術獎助業務「地平線 2020（Horizon 2020: Framework 

Programme 8，簡稱FP8）」，在 2014年公開招標，但從 2013年起便

開始徵求提案構想，主軸放在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如健康醫療、人

口變遷、食品安全、永續農業⋯⋯等），獲得獎助的研究提案不僅

需要跨國合作，也必須符合跨學科、跨專業等前提要求，因為「地

平線 2020」的終極目標，是為了要幫助歐盟在快速變動的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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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界定跨科際

達到就業、創新、教育、社會融合與氣候／能源等五大面向的領先

地位，而獎助單位早已體認到，面對這些重大且複雜的全球性社會

議題時，再也無法由單一學科、領域的角度去思考，而需要多方面

的學者、專家群策群力（European Commission, undated）。

同樣的，英國國內的學術獎助機構也開始遵循類似的路線，

獎助政策有四大原則：第一、標榜跨領域／穿領域的需求；第二、

獎勵各種形式的合作，包括跨科系、跨學院、跨校園、跨專業、跨

社群或跨國際的結盟；第三、提倡大型、長程的研究計畫；第四、

強調社會影響力（包括經濟、文化、社會等層面在內）。

此外在教學方面，具有跨科際與知識轉移精神的教學課程也

開始一一出爐，例如威爾斯的亞伯大學（Aberystwyth University）

創設了「食物與水安全（Food and Water Security）」碩士課程，

結合國際政治、生物、環境及地理學家共同授課，招收的學生除

了一般大學畢業生之外，更著重在有實務經驗的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工作人員；1
蘇黎世藝術大

學（Zurich University of the Arts）以結合人文與自然科學或日常生

活的構想，提供了一種大學部課程模式（Z-Module）及跨科際碩士

學程（MA Transdisciplinary Studies），讓學生選修（陳竹亭、唐功

培，2013）；至於臺灣教育部在 2012年透過【科學人文跨科際】計

畫
2
積極執行的任務，也是標榜：

「面對及時、重大、或關鍵的社會或國際議題及問題，必須

1   該課程官網：http://www.aber.ac.uk/en/study-schemes/deptfuture/?s=D450-MSC。
2   計畫團隊包括：總辦公室（主持人陳竹亭教授）；先期辦公室（主持人陳竹
亭教授，共同計畫主持人林從一教授、柯華葳教授）；課程平臺（主持人林

從一教授）；數位平臺（主持人鄭原忠助理教授）；達人學苑（主持人吳茂

昆校長，協同主持人鄭嘉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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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的觀點、社群成員、專業學門及跨領域研究來共同探

究、認識問題及彼此的角色，共謀處理或解決之道。⋯⋯跨

科際教育正是針對此訴求進行人才培育。⋯⋯人文、科學的

跨科際教育，可以議題或問題解決導向的實作課程及行動研

究實施人才培育，同時打造面對在地及全球性重要課題或問

題的實習平臺」（科學人文跨科際計畫總辦公室，無日期）。

在這個計畫的主導之下，已先後在臺灣各地推動了多項以大學生為

對象的跨科際課程，包括東海大學跨學院的「高齡化社會與產業」

課程群組、臺灣大學全球變遷中心的「氣候變遷與人類永續發展」

課程群組，以及成功大學航太系的「蘇格拉底學苑」等（SHS計畫

課程平臺，2013）。

（二）、 對內及對外科學傳播（兼談科學外交）

其次，學界和業界對科學傳播的討論日趨蓬勃，雖然在實踐

層面上仍處於摸索階段，思辨的範疇也侷限在菁英階層，但引人注

目的，卻是相關的言論開始同時出現在政治家、科學家、教育家和

媒體專家的口中，與威廉斯所描述的「共識的形成」若合符節，故

可被視為跨科際思考典範轉移的另一證據。或許也因此，著名的倫

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曾在

2008年的報導中，將史諾超過半世紀前出版的《兩個文化與科學

革命》，列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西方大眾輿論界最具影響力的

百大好書之一，再度說明了新一輩菁英企圖拉近「兩個文化」的願

景（Mortimer, 2008）。3

3   英國的The Times報系應該翻為《時報》而非《泰晤士報》才對，但後者雖
是誤譯，卻已成為多年來國內各界共同接受的專有名詞，故本文從俗，亦以

《泰晤士報》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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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可分成面向「國內」及「國際」等兩大研究與實踐區

塊，而國際性科學傳播因為是以某些特定的國際社群乃至全球受眾

為目標，和科學外交（science diplomacy）的概念自有部分重疊，

因此在考量科學的整體發展時，前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

就曾採用諸多跨科際的關鍵字眼，做了指標性的政策性談話，他

說：「今天我們所面對的許多挑戰都是國際性的問題—無論氣候

變遷或對抗疾病—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全球性的對策⋯⋯，因此

我們必須在國際性的政策制定與外交斡旋中，為科學創造新的定

位，將科學放在進步性國際議程的核心位置」（The Royal Society, 

2010: p.v）。由此可見國際性科學傳播、科學外交、跨科際整合

和軟實力（soft power）的發揮與應用等，彼此都互有關聯（蔡明

燁，2012b; Nye, 2008）。

針對布朗的發言，英國科學界的權威組織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在 2010年提出了一份紅皮書，表示「科學外交」

雖然仍是抽象、流動性的概念，卻能確立科學（science）、技術

（technology）和創新研發（innovation）在三個政策領域裡的具體

功能：第一、為國際政策目標的制訂提出相關的科學建言（亦即

科學在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science in diplomacy）；第二、促進

國際性的科學合作（亦即為科學而外交，diplomacy for science）；

第三、透過在科學領域裡的跨國合作，改善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關

係（亦即為外交而科學，science for diplomacy）（The Royal Society, 

2010, pp.v-vii）。

這也就是說，科學家和政治家同時肯定了國際性科學傳播

與科學外交的重要性，雖然兩者各有不同的出發點，但在實際運

作上卻可以找到交集，例如刻正在中東地區進行的「同步加速器

光源實驗應用計畫（Synchrotron-light for Experimental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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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簡稱SESAME）」，為來自巴林、

賽普勒斯、埃及、伊朗、以色列、約旦、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巴

勒斯坦的科學家們搭建互助合作的平臺—在其它形式的國際

協調中，要讓這幾個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中東國家放棄成見和武

力威脅，一起坐上談判桌，簡直難如登天，但是為了整個中東地

區科學發展的長遠利益，他們卻同意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

稱UNESCO）的資助之下，共同在約旦成立這個國際科學研究中

心—因此SESAME計畫可謂「為科學而外交」最為意義深遠的

寫照（Shukman, 2012）；又如臺灣政府定期派遣農耕隊與科學技術

人員到經濟開發中的邦交國去，協助當地政府改善設備、進行技術

轉移，則是所謂「為外交而科學」的例證之一（G. Rawnsley, 2000;

蔡明燁譯，2003）。

不過在此必須特別強調的是，無論為科學而外交，或者

為外交而科學，科學研究的素質與內涵都不應受到政治的汙

染而被迫妥協，因為科學一旦喪失信譽，小則被斥為政治宣傳

（propaganda），從而完全無法達到科學外交的使命，大則可能遺禍

無窮，因此科學外交方面的深入研究目前謹小慎微，猶如英國皇家

學會紅皮書，以及公共外交學者任格雷（Gary Rawnsley）所共同

坦承的，此乃尚在浮出檯面的新領域，相關學術文獻鳳毛麟角（G. 

Rawnsley, 2013），各界論述較多的還是科學傳播，因此在隨後的

篇幅中，本文將以國內外科學傳播的實際案例，透過參照比較的方

式，進一步探討臺灣與國際在科學傳播上運用跨科際思維的異同。

此外，自維多利亞時代起，英國早期的科學家與發明家便

經常透過公開演講及當眾示範的方式，向社會大眾傳達各種新知

與發現，而專家和公眾的直接對話，也成為推動並形塑 19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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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界定跨科際

科學發展的重要元素（Bowler, 2009, p.1），另外再加上全世界最

早的公共服務廣播機構—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BBC），為了致力達成教育、告知和娛樂等三大

使命，多年來在科學性廣播節目及電視紀錄片的製播上不斷創新、

突破，使英國成為科學傳播相關觀念與實務作法上的先驅，因此本

文在國際方面的立論多以英國為背景，特此說明。

二、 社會性科學議題的傳播與溝通

科學傳播層面複雜，根據科學傳播學者黃俊儒和簡妙如的歸

納，至少可從文本媒介（如電視、廣播、報章雜誌和網路等）、科

學生產者（如科學社群、技術專家）、閱聽人與社會等四個向度交

叉分析（黃俊儒、簡妙如，2010）。易言之，任何有關科學事件或

議題的新聞報導，固然都是科學傳播，不同科學社群的內部互動與

對外溝通、科學博物館為學童或大眾策劃某一科研系列的引介、政

府單位為能源決策透過多種管道向選民進行訴求，抑或環保團體向

決策者及公民社會展開的遊說行動等，都是屬於廣泛定義下之科學

傳播的一環。

如果從訊息傳遞者的角色、對象和目的做為切入點觀之，某

些科學傳播活動要求受眾具備的專業知識門檻較高，例如特定研究

領域裡的專題講座；另外也有些科傳活動和科學教育息息相關，例

如科學展覽、戶外研習營等。許多亞洲國家在科學教育方面的表

現相當出色，尤其如果以在校生「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

的評鑑指標來看的話，那麼亞洲學童的成績往往是專美於前的

（Gladwell, 2008），因此日前英國教育部決定邀請 60名來自上海的

數學教師，專程飛到英國各校去展示他們的教學方法，期能提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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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國際的接軌　13

國學童的算術能力（Gander, 2014）。

科學教育、科學普及、科學研究，以及輔助這三者而進行的

科學傳播策略與行為，當然都無比重要，畢竟良好的科學基礎是現

代社會創新發展的動力，國內的專家、學者及科教工作者們在這方

面的貢獻無庸置疑。

不過本文的焦點主要是想放在具有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

scientific issue）的傳播上面，因為「這些議題最終如何地被協商、

處理與安置，不僅是科技社會最大的挑戰，更是整體公民社會成熟

與否的核心象徵」（黃俊儒、簡妙如，2010, pp.131–132）。這個層

面上的科學傳播訴求對象最多元，格外需要跨科際的溝通技巧，從

而也最能刺激跨科際的整合與創意，但也正因如此，社會性科學議

題的傳播與溝通，不能端賴國人較嫻熟的垂直性傳播模式（例如

傳統的授課方法，或者是由權威人士透過媒介傳輸某種訊息與知

識），而這也正是臺灣較為缺乏的科學傳播產製經驗。

近年來，臺灣很努力地試圖在此層面的科傳領域尋求突破，

例如國科會自 2006年起提倡的【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結

合產、官、學的能量，致力提升全民科學素養，希望在臺灣打造出

一個欣欣向榮的科學傳播產業，進而邁向國際市場；
4
又如新聞局

（已於 2012年裁撤，部分業務已分別轉予外交部及 2013年成立的文

化部）和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於 2003年開始合作

的【綻放真臺灣】紀錄片徵案，
5
立意至少有二：第一、透過與國際

4   國科會已於2014年升格為科技部，不過本文研究過程中的所有資料及訪問
都是國科會時代的成果，故文中仍以國科會稱之。又，【臺灣科普傳播事業

催生計畫】主持團隊為：陳清河教授、關尚仁教授、羅時成教授、盧非易教

授、陳秋民教授；計畫網站：http://www.scicommtw.com/plan.asp。
5   版權專區網站：http://www.fictw.com/copyright_content.php?id=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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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界定跨科際

頻道合作拍片的方式，引進國際性的拍片視野與技術，進一步培育

國內拍攝科學紀錄片的專業人才與製作公司；第二、藉由國際頻道

的播映，讓國外的觀眾有機會觀賞與臺灣相關的科學性紀錄片題

材。

筆者在 2008年至 2010年間參與了【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

畫】底下的一個子計畫—【健康的真相：國際合作科普影片】，
6

從而有幸見證國際科學性電視市場的運作規則，接著又在 2011年

獲得外交部「臺灣學人（Taiwan Fellowship）」獎助，7
在臺灣進行

一系列的訪問，嘗試勾勒出國內科學傳播的脈絡架構，根據上述黃

俊儒和簡妙如所提出的四大研究向度（媒介、科學生產者、閱聽人

與社會），搭配文化學者威廉斯所謂社會菁英（包括政治、科學、

教育、媒體⋯⋯等專家）共識浮現的概念，將受訪對象分成六個主

軸進行深談：

1.  政府決策單位部分，以國科會、新聞局、衛生署為代表；

2.  科學生產者部分，以國家衛生研究院、新竹科學園區為代

表；

3.  科學教育及科普推廣單位，以臺中科學博物館及臺大科教

中心為代表；

4.  媒體產製部分，訪問了公共電視、大愛電視臺、國家地理

頻道臺灣分部、聯合報「新聞中的科學」專欄、《科學月

刊》及【泛科學】網站；

5.  公民社會部分，以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為代表；

6   計畫主持人：熊杰教授；共同主持人：黃新生教授；協同主持人：黃聿清講
師。

7   Taiwan Fellowship官網：http://taiwanfellowship.ncl.edu.tw/eng/index.aspx。在此
謹向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致謝，賦予我2011年在臺期間「訪問學者」的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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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國際的接軌　15

6.  此外也鎖定了多位學者專家、【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

計畫】總辦公室、（科學性）紀錄片工作者、探索頻道

（Discovery Channel）在臺工作人員等，以便從不同角度更

全面、也更細膩地去認識臺灣本土的科學傳播環境，以及

這個環境所帶給參與者的各項挑戰。
8

筆者當時並未另外進行閱聽人的訪談或問卷調查，僅對某些

節目的收視狀況做了概略性的了解，且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的分類

法並非絕對性的，例如科博館和科教中心的專業人才，除了是教育

家之外，也可被視為科學社群的成員之一；【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

生計畫】總辦公室的功能至少橫跨主軸一、三、四、六項；媒體機

構除了有產製文本的創意人才之外，也有負責廣告行銷、財務規劃

的專人；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做為一個公民團體，除了要籌資運作

（經營管理）、招募並培訓志工（科教與科普），也要策劃如何對外

宣導他們的理念（媒體產製），以求達到生態保育的目標（科學生

產）。此外，每個受訪對象也都是不同媒介文本的目標受眾。因此

每個受訪者在臺灣的科學傳播結構裡，實乃兼具多重身份。以下便

是綜合上述兩個計畫，經過整理、杷梳後的研究心得。

（一）、 理論背景與國內現況

2011年間曾出現某位自稱「王老師」的個人，在部落格中預

言末日強震，臺灣的主流媒體抓住這個小道消息後不斷製造話題，

逼得各大政府機構出面澄清，孰料卻愈描愈黑，反而引起民眾一片

恐慌，甚至傳出有長期罹患憂鬱症的老翁擔心到跳樓自殺。「王老

師」的雪球之所以會越滾越大，媒體的操作及推波助瀾是始作俑

8   在此謹向所有同意接受筆者訪問的受訪單位及個人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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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界定跨科際

者，但整個事件也更反映出臺灣社會同時欠缺科學素養和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另譯「媒體識讀」）的現象，令人憂心（黃俊儒，

2011）。

如何加強一般公民和大眾媒體的科學素養，這是國內科學教

育和科普專家正在全力以赴解決的問題，本文所關心的則是另一個

面向，亦即如何提升科技社會，尤其是科學社群的媒體素養—

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期望每個媒體從業人員都變成科學家，或者

每位科學家都能熟稔傳播理念和技巧，因為這是不切實際的目標。

相反的，唯有當我們能夠認識並接受不同角色自有不同的立場和侷

限時，我們才有可能為「科學素養」和「媒體素養」的接軌，建立

較為可行的管道，從而使公民社會得能對具有科學向度的重大議題

（如核四爭議、基因複製技術對於道德倫理的挑戰等），做出決策

上的貢獻，而這也是英國政府對科學傳播逐日重視的主要原因（蔡

明燁，2011b）。

正如科學傳播研究員安迪 ˙威廉斯（Andy Williams）所發現

的，多數的新聞記者並沒有擔起「科學傳播／教育者」的責任或自

我期許，他們的專業本是在報導即時性的消息，並在其中找出和大

眾社會、日常生活的關聯，以便將該訊息轉化成可吸收的文字或視

聽產品，傳達給閱聽人。由於科學家和新聞記者的動機有基本上的

差異，威廉斯認為科學家對大眾媒體所呈現的科學品質可能永遠不

會滿意，因此提升科學家的媒體素養，鼓勵科學家和大眾直接對

話，便有促進科學傳播效能的實質意義（Corbyn, 2010）。

一般所謂的媒體素養具有四個重要面向：接近使用媒體

的能力（access）、對文本的分析能力（analysis）、評估能力

（evaluate），以及產製媒體內容的能力（production）。而要提高科

學家在社會性科學議題中所扮演的傳播角色，最迫切需要的，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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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強他們對文本的分析與評估能力上，幫助有意願的科學家去發

掘社會議題中的科學面向，以及他們專業研究領域裡的社會關懷，

理解為什麼社會上的非專業人士，會突然對某種科學問題產生興

趣？其間的社會／文化／政治爭議或隱憂何在？從人性的角度回頭

去檢視他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科學知識，這樣當科學家在面對公眾或

媒體時，才能夠更精準地知道如何從自身科學專業的角度，去陳

述、分析相關的社會議題。

以 英 國 為 例， 當 諾 貝 爾 生 理 及 醫 學 獎（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得主奈爾斯（Paul Nurse）在 2010年底接

任皇家學會會長之後，他開始大力鼓吹科學傳播，積極鼓勵英國科

學家學習和外界溝通的技巧，甚至親自現身說法，為BBC的招牌

科學節目系列【地平線】（Horizon），製作了一個探討科學與社會

關係的專題，從氣候科學在國際政治與美國社會引發的爭議切入，

試圖了解為什麼現代人對科學及科學家的信任度似乎每況愈下？又

有什麼解決方案可供參考？

奈爾斯表示，氣候變遷不僅對環境生態，也對政治、經濟和

社會都有重大影響，因此氣候科學會製造出兩極化的公眾輿論，可

謂預料中事，但當無數高質量的科學證據一再向我捫揭示全球暖化

現象及環境的變遷，可是卻仍有將近二分之一的美國民眾，以及超

過三分之一的英國人，不願相信氣候科學家的研究方法，甚至質疑

他們的學術操守時，我們便不得不開始思考，為什麼氣候科學和社

會大眾之間彷彿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奈爾斯認為，這是因為氣

候變遷是在為人類將來的冒險做預測，但經濟成長卻是每個人立即

面對的切身問題，因此當政治人物或是一個社會群體選擇忽略未來

的難關，以便繼續執行既定決策並維持生活現狀時，他們自然會從

其他角度來解讀、進而挑戰科學事實，以便將他們的決定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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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界定跨科際

換句話說，科學和社會之間的差距，往往不只是科學知識，更是教

育和觀念溝通的問題（蔡明燁，2013）。9

奈爾斯的論述不僅肯定了「知識轉移」的價值，也再度證實

了科學／人文／社會之間的息息相關，以及傳播／溝通在現代社會

架構下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足見臺灣從在地出發衍生而來的「跨

科際」想法，實與英國和歐洲的國際脈動互為印證，同時從國內

現有的素材中，我們也發現臺灣並不乏願意關懷人群、走入社會的

科學與技術菁英，他們在攝影機前侃侃而談，為許多本土自製的紀

錄片增色不少，例如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系列節目中，曾以臺北

赤蛙的保育經驗製作了《阿石伯的蓮花田》專題，引起很大的迴

響，不僅在第 15屆東京地球環境映像祭入圍決選，也被新聞局選

為【臺灣紀錄片系列】之一，配上中、英、法、西語字幕，透過外

館流通，達到了國際性（科學）傳播的目的。
10

《阿石伯的蓮花田》講述了 1999年間，木柵動物園的保育專家

在臺北三芝阿石伯的蓮花田裡發現了瀕臨絕種的臺北赤蛙，趕緊和

農委會取得共識，撥款成立一個臺北赤蛙的復育專案，但花了很長

的時間，卻一直無法跟阿石伯溝通，後來找到了慈心基金會同意協

助，慢慢地才了解阿石伯並不是不清楚農藥對環境的污染，以及對

自己身體的危害，但是如果不用農藥，蓮花葉被蟲子吃光光，他的

蓮花就賣不出去了！

找到了問題的癥結以後，慈心基金會決定動員所屬的有機商

店，只要阿石伯不灑農藥，就可以在店裡賣他的蓮花，這才說動了

9   Horizon, season 47, episode 10: Science under Attack (documentary), BBC2, 24 
January 2011, dir. Emma Jay.

10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第268集：阿石伯的蓮花田》（Uncle Stone’s Lotus 
Farm），【臺灣紀錄片系列】（DVD），2004，編導採訪：王晴玲、朱孝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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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石伯同意改變耕作習慣，木柵動物園的保育專家也才有機會一方

面推展臺北赤蛙的復育工作，一方面採取天敵制衡的辦法來處理蟲

害，同時在這期間更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志工，自願去阿石伯的蓮

花田幫他除草，於是經過了四年的努力，到了 2003年間，三芝地

區臺北赤蛙的成蛙至少已達 120隻，幼蛙 35隻，到了 2004年，赤

蛙保育的重點除了儘量維持原棲地的環境風貌外，也在木柵動物園

開闢了溼地生態教學園區，引進臺北赤蛙，並和大屯溪畔的農民合

作，開闢無農藥的溼地，希望能夠幫臺北赤蛙打造更多適合的生存

空間。這個臺北赤蛙復育成功的案例，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亞洲典範的參考檔案。

此一經驗讓保育專案的原始推手林華慶組長獲得很深的啟

示，他在紀錄片中反省道，自己的心裡原來只看到臺北赤蛙，未曾

考慮過「人」的元素，可是從慈心基金會李逢棋輔導員與阿石伯的

互動中，他發現李先生不只關心土地上的生物、這塊土地的健康，

也很關心阿石伯這個人，而這種對人的關懷，可能便是像他這種專

業背景的人員過去所欠缺的視野，唯有當生態專家在保護濱危生物

之際，也能注意解決人所面對的問題時，才有可能真正達到所謂的

永續性—正因《阿石伯的蓮花田》忠實反映出了林組長「科學

VS.人文」的心路歷程，這支科學性紀錄片才擁有了動人的力量，

並能讓觀眾對畫面上所呈現各種保育工作的高度專業性產生興趣，

進而感到肅然起敬（蔡明燁，2012c; M.Y. Rawnsley, 2012a）。

除了《阿石伯的蓮花田》以外，其它還有許多影視作品，如

探討海洋環境保育問題的《產房》，
11
又如以 14段科學／文史／環

境生態工作者的故事串連而成，試圖重新找回人與環境共存之道

11   《公共電視紀錄觀點：產房》（Squid Daddy’s Delivery Room），【臺灣紀錄片
系列】（DVD），2007，導演：柯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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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爾摩沙的指環：與大自然的對話】系列，
12
或者以國際合製

模式，遠赴中國東北、南北韓交界停戰區、日本、香港及臺灣本島

拍攝的《返家八千里：黑面琵鷺》，
13
以及完整介紹臺灣地質活動的

【大愛映象：發現臺灣大地奧秘】系列等，
14
這些紀錄片的品質與科

學家在片中的表現皆可圈可點。然而由此我們卻也發現了臺灣自製

的科學性紀錄片，以及比較樂於（或者說比較有機會）透過媒體和

大眾對話、溝通的研究人員、科學專家，多半集中在有關環境保

護、生態保育、自然科學的領域，甚至 2013年出乎意料打破國內

票房紀錄的《看見臺灣》，也是屬於同類型題材的影片。
15

在臺灣當前的科學傳播網絡中，致力生態保育的社群之所以

一枝獨秀，一方面很可能是因為自然環境與生活經驗直接相關，很

多長期以此為嗜好（如喜愛賞鳥）的人士，即使沒有科學背景，也

能自成專家；此外 1980年代期間，環保意識在國內抬頭，適逢寶

島正開始走向民主化，環保團體很快成為市民社會的活躍份子，而

經過了多年的努力，不僅環境保護的大原則已經成為許多臺灣民眾

的共識之一，以永續生態為宗旨的各類組織，也已經在長年的實際

操作中，建立出比較多元的社會網絡，並累積起較為豐富的跨科際

溝通經驗所致（Grano, 2014）。因此，當我們想要更大幅度地提升

科學傳播在臺灣的效能時，重點便是在如何於其他的學科領域中，

複製環保社群相對成功的跨界取徑。

12   【福爾摩沙的指環：與大自然的對話】（Natural Formosa）：《誕生》、《挑
戰》及《和諧》（3 DVD），2011–2013，導演：劉嵩、謝欣志。

13   《返家八千里：黑面琵鷺》（Bird without Borders）（DVD），2009，導演：
Dean Johnson／公共電視。

14   【大愛映象：發現臺灣大地奧秘】（Discover）：《山起山落蓬萊島》、《岩
石的秘密》、《阿里山山脈》、《火山的故事》及《海底地形》（5 DVD），
2010，導演：大愛電視紀錄片製作團隊。

15   《看見臺灣》（Beyond Beauty: Taiwan from above），2013，導演：齊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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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地說，臺灣早有一批充滿了理想與抱負的理工知識份

子，他們在 1970年艱辛創辦了《科學月刊》，成為國內最早的科普

刊物之一，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份雜誌竟能在臺灣從戒嚴到解嚴劇

烈的時代變動中，持續了 40多年而不輟，足見除了環保生態的社

群之外，國內另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科學專家堅具科學播種的信念。

但也正如資深記者暨新聞學者林照真所描述的，經營《科學月刊》

的心路歷程，一直是理工科知識份子心中最內斂的情感，然而他們

既不擅感性抒情，也未曾停下腳步整理自身豐富的故事，反思自己

投身科學專業的熱情和經驗，究竟與其它社群有何連結性（林照

真，2010），因此在現今紛至沓來的各種社會性科學議題中，實有

必要建立更寬廣的平臺，引導不同專業、背景與立場的科學菁英學

習與媒體／公眾對話，以期早日在臺灣實現科學素養與媒體素養兼

具的公民社會。

那麼這個溝通平臺如立建立？又如何協助、充實科學家的媒

體素養呢？英國的做法有不少值得借鏡之處。

（二）、 網狀科學傳播網絡：英國實務作法

關心國內科學傳播發展的朋友們經常會問一個問題：科學傳

播應該由科學家還是傳播／媒體人來主導比較好？

只不過這個問題並沒有二元對立的明確答案，因為如前所

述，科學傳播層面複雜，必須要先評估傳播的目的何在？採用何種

媒介？對象是誰？這樣才比較能夠對症下藥。例如當教導科學知識

是主要的目的時，或許科學家／教育家應該扮演主導的角色；但如

果傳播的目的是要啟發大眾興趣或想像力，採用的媒介又是敘事結

構較為繁複的電視節目或紀錄片時，那麼所謂術業有專攻，由媒體

專業人才主導，或許更能發揮創意，達到吸引閱聽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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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稍後將會進一步解釋BBC和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

及其它所謂知識生產機構（knowledge institution）互助合作的模

式，藉此突顯科學家與媒體人之間如何達到良性互動，產製出一系

列接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知性視聽素材與科學性紀錄片。但在此

之前，我想先從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的概念來比較、分析

臺灣和英國科學傳播網絡的異同，因為國內有志促進跨科際思維教

育，以及從事科學傳播的參與者們面對的困境，多是一種結構上的

挑戰，而非見識不足或技不如人的問題。

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把現代社會看成是一種複雜

的網絡結構，無論是人力、金錢、訊息或資源的流通等，都必須

仰賴網絡內部的傳輸，以及網絡和網絡間的連結與互動（Latour, 

1987）。我認為不妨將科學傳播的網絡想像成一張地鐵圖，每一個

相關單位都是一個站點，資源豐富、在各種輸入及輸出的流動中扮

演樞紐角色者，便是轉運站，轉運站越多，地鐵網絡的分佈自然越

細密，轉運站少的地鐵圖則難免顯得比較稀疏，線路的動向較為單

一。

臺灣的科學傳播網絡圖中，最大的轉運站是國科會（今稱科

技部），其它的機構無論是有意識地進行科學傳播，或者是在未曾

察覺的狀況下從事與科傳相關的業務（如已裁撤的新聞局、衛生

署、國家衛生研究院、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等，便都不自認本身工

作與科學傳播有何關聯，但卻都在不同的層面上，對國內的科傳實

踐有著不等的貢獻），多半只能看成是網絡中的一個站點，或小規

模的交換站而已，於是在這樣的線性布局之下，我們發覺雖然國內

已有相對活絡的科學傳播活動，且也有令人欣慰的成績，但所涵蓋

的學科面向畢竟較為單薄（多在環保、生態、自然科學的領域），

難以觸及到更多其它專業的有心人，因為我們現有的科學傳播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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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通達到他們的站點。

相對的，英國的科學傳播網絡圖裡就有較多的轉運站，包括

皇家學會、BBC、開放大學、國家級的學術贊助單位，以及專注在

生物醫學領域的威爾康信託（Wellcome Trust）等，他們各都自成

一套科學傳播網，環環相扣、互通有無，因此英國的科學傳播網絡

也就得以涵蓋比臺灣更多的專業面向，產製出形式與目標受眾都更

加多元化的文本媒介，並觸及到更多的社群，從而促進更豐富的跨

科際腦力激盪，搭建跨界、跨領域的網狀式對話平臺。

以專為增進人類和動物健康為宗旨的威爾康信託為例，這是

一個由私人—亨利 ˙威爾康（Henry Wellcome）—在 1930年代

成立的慈善機構，現在已發展為全球性的基金會，除了贊助各種

大型的生物醫學研究計畫之外，也格外重視科學傳播活動，尤其鼓

勵創新構思的傳播形式，因此不僅贊助拍片、支持各種與生醫界相

關的特展在博物館及特殊展場舉行，同時在世界各角落遍地開花的

「科技咖啡館（Science Café／ Café Scientifique）」，也是由威爾康

信託贊助而發起的運動（Mackie, 2011; Arnold and Olsen, 2003）。

「科技咖啡館」的構想其實相當簡單，但在拉近不同科學社群

和社會大眾的距離，以及幫助科學家走入人群、學習對外溝通上，

卻是經濟實惠的有效管道，基本上是要長期建立一種非正式的聚

會，讓具有科學背景的專家能夠和非專業人士直接互動，地點可以

設在校園內或咖啡廳，每個人點杯飲料，先聽聽專家介紹本身的專

業，或者就某一個具有社會性的科學議題／具有科學面向的社會

議題，發表感想，接著由現場參與者們隨意提問。原則上任何一

個有心人都可以設立「科技咖啡館」，只要找到適合的場地、有意

願的受眾，以及一批學有專精又勇於對外發言的科、技人才—

無論是生涯剛起步的研究生，或者是德高望重的前輩都一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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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就可以開始推展這種具有彈性的、友善的對話平臺（Grand, 

2012）。16
就筆者個人在英國參與過的「科技咖啡館」而言，有

以學生為對象的，也有以平民百姓為主體的，討論過程大多相當

踴躍，全程約在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之間，有人談論過「愛的科

學」，從心理學、化學、生物學和文學來看愛情是什麼，引起高中

生的熱烈迴響；另外我也聽過「誰需要科學傳播？」，以及「量子

宇宙：為什麼每件該發生的事都會發生？」，
17
即使聽得一知半解，

卻仍增長了不少見聞，而更重要的是，「科技咖啡館」為平時習於

只和同業或同儕交談的科學專家，提供了一個較無壓力與負擔的場

所，練習與外界對話、溝通，自有加強科學家的媒體素養與社會大

眾科學素養的雙重意義。

此外自 2009年起，威爾康信託也開始每年籌辦文學獎—

「威爾康好書獎（Wellcome Book Prize）」，目的在刺激社會大眾對

醫藥和文學的興趣及辯論，彰顯探索人類健康、精神安寧與生活福

祉的作品。
18
過去幾屆得獎的書籍包括吉莉絲（Andrea Gillies）的

回憶錄《守護者》（Keeper），紀載了她照顧罹患失智症的婆婆過

程的點點滴滴（Gillies, rpt 2010）；史克魯特（Rebecca Skloot）的

報導文學《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揭露了美國社會潛在已久的種族歧視問題，也突顯了

科學界的傲慢（Skloot, 2010;賴盈滿譯，2011a）；拉普蘭（Alice 

16   Café Scientifique官網：http://www.cafescientifique.org/。
17   這個題目來自英國2012年一本出人意表的暢銷書—《量子宇宙》（The 

Quantum Universe: Everything that Can Happen Does Happen）。本書由兩位
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天文／物理學教授聯合執筆，
其中考克斯（Brian Cox）是科普電視界快速崛起的明星，另一位共同作者
佛爾秀（Jeff Forshaw）是相對論的專家，這場「科技咖啡館」便是由佛爾
秀現身說法，用簡單的語言解釋自然定律背後美麗而複雜的概念。

18   威爾康好書獎官網：http://www.wellcomebookprize.or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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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lante）與眾不同的偵探小說《肢解記憶》（Turn of Mind），

由一位失智患者的片段記憶來鋪陳謀殺事件（LaPlante, rpt 2012;

謝家貞譯，2013）；以及萊特（Thomas Wright）的《血液循環》

（Circulation），追溯了英國科學家哈維（William Harvey）的生

平，以及他最後如何證實了血液循環的理論（Wright, 2013）。

「威爾康好書獎」之所以值得一提，和我想闡述的網狀跨科際

傳播模式與科學傳播網絡有兩點相關：第一、本文學獎的設置與籌

辦過程本身就具有跨科際科學傳播的功能，因為不僅提倡（生醫）

科學相關的文學創作與閱讀，將一股新興的科普活力注入了出版市

場，也有促進公眾認知與社會參與的效益，例如成為各大小讀書會

的書單選項，甚至為「科技咖啡館」提供潛在的討論話題；第二、

從英國整體的科學傳播網絡來看，此一文學獎項和皇家學會的「科

學書籍獎（Royal Society Winton Prize for Science Books）」彼此截

長補短，可謂相得益彰。
19

持平而論，威爾康信託自有其學科領域上的側重與限制，且

它提倡的終究只是多種科／文書寫的形式之一，相較之下，皇家

學會的「科學書籍獎」更強調科學內容，例如 2012年的入圍名

單就包括丹麥女記者富蘭克（Lone Frank）的《美麗基因》（My 

Beautiful Genome），探索DNA研究上可以學到及學不到的東西

（Frank, rpt 2012）；美國記者葛雷易克（James Gleick）曾三度獲

頒普立茲獎（The Pulitzer Prize），以《資訊：一段歷史、一個理

論、一股洪流》（The Information）入圍，追溯從遠古到現代，

人類試圖達到更快速、更有效且更容易取得之傳播途徑的種種努

力（Gleick, rpt 2012;賴盈滿譯，2011b）；哈佛大學實驗心理學教

19   皇家學會科學書籍獎官網：http://royalsociety.org/awards/scienc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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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品克（Steven Pinker），代表作《人性中的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融合心理學、神經科學、政治學和經濟

學，探討各種形式的暴力事件如何在長時間內大量減少（Pinker, 

rpt 2012）；美國自由作家兼記者佛爾（Joshua Foer），在《與愛因

斯坦月下漫遊》（Moonwalking with Einstein）書中探索記憶的藝

術與科學（Foer, rpt 2012）；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教授葛林（Brian 

Greene），作品《被隱藏的真實》（Hidden Reality），透過量子

理論、線性理論、膨脹理論和其他理論來探討平行宇宙的可能

性（Greene, rpt 2012）；以及史丹佛大學生物學家沃爾夫（Nathan 

Wolfe），以《病毒風暴》（The Viral Storm）檢視過去一萬年來，

人類和其他物種的頻繁接觸如何改變並增加病毒的危害，但醫學和

科學的進步又如何降低潛在的威脅（Wolfe, rpt 2012）。頒獎揭曉由

葛雷易克奪魁。

從以上的簡介中，將「威爾康好書獎」與皇家學會的「科學

書籍獎」兩相對照，便可看出就科學傳播而言，要如何權衡科學內

容的比重，是一個沒有絕對值的問題，也因此（相對上）較重視

文學價值的「威爾康好書獎」，以及（相對上）更看重科學精神的

「科學書籍獎」能同時並存，使科／文創作的取材、形式、書寫手

法都更顯活潑多元，便是英國科學傳播網具有多個轉運站所建立的

一大優勢。

而在英國的科學傳播網絡中，能見度最高的轉運站首推

BBC，它本身資源之豐富固然為許多傳播機構望塵莫及，但更重要

的是，BBC和其它的知識生產機構建立了多種合作管道，更使其

科學／知性傳播的效益以倍數的方式快速激增、向外擴散。

舉例來說，BBC和英國學術贊助單位藝術人文研究委員會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簡稱AHRC）攜手合作，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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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選出十位新時代的思想家，把他們的創新研究和先進思考介紹

給社會大眾，讓獲獎的學者們有機會和BBC發展他們的節目構想

（但是否製播節目的決定權，最終仍掌握在BBC手上），此外，這

些獲獎者也定期被邀請到不同的廣播與電視節目接受訪問。例如

2013年的獲獎人之一狄倫（Sarah Dillon），研究計畫【科學家讀些

什麼？】，目的在了解小說對科學家的日常工作究竟有何影響，結

果發現有些科學家認為讀小說能幫他們寫出比較好的研究報告，

或使他們對社會議題及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質性研究，產生較高

的同理心，另外也有科學家坦承從小說虛構的科學家角色裡深受

啟發，或從科幻小說裡獲得某些實驗靈感；另一位獲獎人哈爾汀

（Christopher Harding），從印度和日本的實證資料中，檢驗宗教和

心理學的關係，特別是冥想、靜坐在心理治療上的應用；國際政治

學家史坦菲爾德（Rebecca Steinfeld），則把研究焦點放在以色列的

生殖學政治上，探討猶太人對避孕和體外人工受精的態度，以及背

後的各種政治與政策意涵（Reisz, 2013, p.16）。

這些獲獎者首先會在BBC Radio 3的【晚波】（Night Waves）

系列節目中分別發表他們的論點，並在該電臺每年十月舉辦的

「自由思想節（Free Thinking Festival of Ideas）」活動裡，與現場

觀眾做即席問答，問答的內容剪輯過後，又將成為【晚波】系列

節目的特別單元，讓更多的聽眾能夠分享討論，並製成網路廣播

（podcast）任由下載。此外獲獎人們也有機會在BBC把他們的構想

製成小短片，然後和BBC討論將之發展成電視節目的可行性。

由此可見，BBC的傳播策略是全面性地運用所屬的傳播平

臺，尤其因為電視製作曠日費時、工程浩大，相對上廣播節目的

機動性更高，因此它有很大一部分的科學傳播產製，都是透過廣

播節目與網路廣播的形式來完成，例如除了【晚波】系列節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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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BBC World Service的【發現】（Discovery），是以調查報導的

型態來探索最新科學及研究的相關熱門話題；BBC Radio 4的【科

學人生】（The Life Scientific）專訪科學界的菁英，從一對一的深談

中，分享科學家的生活情狀與工作心得；【或多或少：數據背後】

（More or Less: Behind the Stats）邀請專家分析各種新聞及重大社

會議題所公布的數據，幫助聽眾進一步理解這些數據背後的意義；

【BBC科學內部】（BBC Inside Science）透過座談的方式，呈現不

同科學領域刻正面臨的挑戰與爭議，意圖揭露科學研究的演進，及

其如何改變我們的文化，影響我們的生活；【與布列格浸淫在我們

的時代】（In Our Time with Melvyn Bragg）是一個風行多年、重量

級的知性談話節目，布列格是享譽英國的文化節目製作人，嚴格說

來，本系列並非科學性節目，但節目主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

所不包，舉凡有關數學、物理、化學、哲學、歷史、文學等各方面

的學術研究，都曾在此系列中獲得深入的探討。布列格在節目中習

慣性會邀請三位來賓，必都是所討論主題領域學有專精之士，節目

形式很單純，由布列格代表非專業人士，向來賓輪流發問，深入淺

出，字字珠璣；【科學七時代】（Seven Ages of Science）是一個科

學史的節目系列，共分七集，由歷史學家佳爾汀（Lisa Jardine）透

過調查、訪問、報導的手法，討論過去四百年來科學在英國的演進

歷程，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中，反映現代社會如何受到科學發展的影

響，新的研究領域如何冒出檯面，創新的研究取向又如何改變我們

的科學認知。

其它各種以健康、醫療、環境、生態、新科技⋯⋯等為題材

的廣播系列節目，更是包羅萬象，應有盡有，族繁不及備載。而如

此豐富、多樣化的科學／知性廣播節目和網路廣播，低調與高蹈兼

容並蓄，便都是各學科領域之專家學者們學習對外溝通、對話的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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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良機。

此外，在BBC的各種合作模式中，與開放大學的夥伴關係可

能說得上最悠久，也最特殊。做為一個知識生產與教學機構，「科

學」只是開放大學研究項目及學程內容其中之一，因此它與BBC

的合作不只限於科學傳播，也不只包括電視節目，但無可諱言，它

們今天所合作產製的科學性電視紀錄大片，往往成為國內外觀眾吸

睛的亮點，如《冰凍星球》（Frozen Planet）。20

開放大學成立於 1969年，宗旨是要透過遠距教學的方式，為

社會大眾提供大學程度的教育課程，和BBC公共服務廣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的精神—告知、教育、娛樂—有諸多吻

合，因此在開放大學成立之初，BBC就被寫進了它的皇家特許狀

（Royal Charter）裡，成為唯一能夠為開放大學製作並播出節目的

傳播機構。

然而隨著時代的遞嬗、傳播科技的更新，以及兩個機構本身

為因應社會需求而做的調整與變化，每次開放大學和BBC在更換

皇家特許狀時，都會一再為了兩者未來的合作細節進行充分的協商

與斡旋，因此它們的合作方式並非一成不變，例如在早期的合作關

係中，開放大學的節目通常是由老師在攝影棚內對著攝影機講課，

錄影的內容再由BBC2於清晨、深夜及週末的冷門時段播出。然

而經過了 40多年的磨合之後，兩者在 2011年訂定的最新合作協議

中，已經建立了相當成熟的合作模式，同時BBC也開始採用類似

20   Frozen Planet (2011, dir. Rachit Dalal, UK), co-produced by BBC, Discovery 
Channel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narrated by David Attenborough (the BBC version) 
and Alec Baldwin (the Discovery version). Furth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http://
www.bbc.co.uk/programmes/b00mfl7n (BBC) andhttp://www.open.edu/openlearn/
whats-on/ou-on-the-bbc-frozen-planet (Open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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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和其它的知識生產機構發展新的夥伴關係，猶如開放大學也

同樣在嘗試與其他傳播媒體（如Channel 4）合作的可能性，可見

沒有皇家特許狀的法律約束，BBC和開放大學的合作關係自有能

夠複製之處，其間有兩個特點：第一、兩者合製節目的方式是一種

諮商互動的過程；第二、注重「學習旅程（Learning Journey）」的

設計與執行。

首先，開放大學在 2002年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媒體協調的單

位The Open Media Unit，大學內的七個學院各需指派一名學術代

表，定期與The Open Media Unit保持連繫，目的在確保其能及時掌

握每個學院的研究展望和教學動態，以便依此統籌大學短、中、長

程的傳播目標和需求。

BBC和The Open Media Unit每年召開四次季度會議，從彼此的

年度規劃中討論有無既存的交集，或者有無製造交集的可能，一旦

達成初步共識，BBC便會寫出一份簡短的節目企劃初稿，交給開

放大學做內部諮商，由大學裡相關專業背景的學者專家彙整意見，

回傳給BBC。如果大學裡的某個學院同意支持某一節目企劃案，

便可透過The Open Media Unit向BBC轉交同意書，兩個單位的法

律部門再進一步協調版權、經費等諸多合作事項，包括是否委製恰

當的獨立傳播公司等。除非有特殊狀況，一般節目多比照兩者過去

習以為常的往例辦理。在開放大學與節目製作團隊的合製條約中，

開放大學會指派一名計畫經理加入製片陣容，為開放大學負責合作

過程的協調實務，此外開放大學也會指定學者專家擔任節目顧問，

參與節目編輯會議，而BBC的執行製作人與節目導演，也都會尊

重顧問在學科領域上的專業意見，雖然節目最後的編輯與播出決定

權仍取決於BBC。

其次，節目播出之後，並不表示BBC和開放大學的合作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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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因為從開放大學的立場來說，它和BBC的合作有兩個目的：

第一、達成開放大學公共服務的承諾，提供社會大眾非正式的、

彈性的學習機會；第二、啟發社會大眾對某個題目的興趣和好奇

心，從而讓某些非正式的學習者決定註冊，轉變成為大學短期或長

期的正規學員。反過來從BBC的立場觀之，和開放大學的合作不

僅有籌募資金和專業諮詢的兩大優點，且開放大學製作的延伸學

習網站，更能為節目觀眾提供完整的學習旅程，進一步協助BBC

達成公共服務的教育使命。於是在這個重疊的立基點上，兩者共

同產製的合作節目中，通常都會設計與節目相關的週邊素材，例

如某種印刷品、海報、網路遊戲或其它以網路為主的內容等，以

便讓BBC能夠引導節目觀眾及網站使用者，前往開放大學的相關

網路資源去，提高民眾對開放大學的接近使用率（M.Y. Rawnsley, 

2012b）。21

從BBC和開放大學的合作模式中，我們便可以理解先前所提

出「科學家主導VS.媒體人主導」的問題，其實並非零和賽局，當

科學家和媒體人能以完整的學習旅程為共同的目標，透過有計畫的

諮商互動達到互助合作時，科學傳播便可能坐收宏效。

三、 結語

自從科普雜誌《臺灣科學》在 1947年出版以來，22
科學傳播活

21   筆者在此需要感謝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2012年提供的研究經費，
試圖了解BBC和開放大學的合作模式，並特此感謝所有BBC與開放大學接
受筆者訪問的人士。

22   資料來自筆者在國科會的訪談紀錄 (臺北，2011年9月 )。臺灣最早的科普
刊物為何，不同作者間並無定論，例如張之傑（2008, p.3）便認為是1951
年出版的《大眾科學》。

(10)Define(2015-03-18).indd   31 2015/3/23   下午 07:04:51



32　界定跨科際

動或可說已在寶島埋下了種子，不過此類刊物在國內市場往往難以

為繼，因此 1970年正式創辦的《科學月刊》，由在美國研究理工的

留學生們主導，成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科普出版品，激發了國內理

工知識份子投入科學傳播的熱情，可謂意義重大。然而直到國科會

在 2000年將「科學傳播」正式納入該會推動的目標之後，國內的

科傳機制才算真正啟動，於是我們看到了「科學週」每年的大型展

覽（並於 2005年起擴大延長為「科學季」）、大師演講系列和展望

系列演講的安排，以及自 2006年起開始推展的【臺灣科普傳播事

業催生計畫】等（關尚仁、楊麗玲，2011），短短幾年之間，為科

學傳播在臺灣做為一個產業及研究領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礎。

科學傳播雖非公共電視和新聞局的職責，但從國際性科學傳

播的角度來看，這兩個單位卻都做出了重大貢獻。自1998年正式

成立後，公共電視以公共服務廣播為宗旨，在向國內觀眾傳達具有

科學向度的政治與社會議題上多所著力，無論是在新聞報導、電視

節目或紀錄片的產製上迭有佳作，而優質節目出國參賽、參展的機

會倍增，加上透過外館流通的潛力，也提升了國際傳播的效果。

至於做為臺灣對外窗口的新聞局（這部份業務現已轉由文化部接

手），為了擴展臺灣在國際上的文化空間和話語權，自 2003年起，

分別和探索頻道及國家地理頻道等兩個國際傳播機構合作，以臺灣

題材為焦點，並向國內業界公開徵案，每兩年製播【臺灣人物誌】

與【綻放真臺灣】紀錄片系列。無可諱言，新聞局的出發點並非

「科學」或「科學傳播」，但基於探索頻道和國家地理頻道在國際

電視市場中的定位所致，其中【臺灣人物誌】曾拍攝過幾位科學家

的故事（如昆蟲生態紀錄先驅李淳陽），【綻放真臺灣】中則探討

了諸多有關環境、生態方面的選題，增強了臺灣在國際性（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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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的能見度。

在以國科會為中心的科學傳播網絡圖裡，臺灣的科學傳播起

步雖晚，卻已締造了亮眼的成績，而公共電視、新聞局（及其它機

構如衛生署、民間環保團體等）從不同角度的加入，更豐富了臺灣

科學傳播的質量，也拓寬了實務操作的創意及視野。可見就「科

學傳播」而言，尤其是對具有科學向度的傳播議題來說，跨界、跨

領域的溝通與協調實屬必要，而教育部【科學人文跨科際】計畫在

2012年應運而生，從大學教育的根基著手，以求全面增進國內青

年學子的跨科際思維，協助科學家、媒體人、文化社會學各領域專

家的攜手合作，相信隨著計畫的逐年推展，培育國內跨科際人才，

臺灣在對內及對外科學傳播上更為傑出的表現，應是指日可待。

綜上所述，臺灣與國際在跨科際思維和科學傳播的理念與實

踐上，顯然已經有著密切的接軌，但我們也在科學傳播網絡的架構

形成中，看到了一些斷層，例如國內某些相關單位如能被提升到轉

運站的地位，並加強與其它站點的跨界合作，或許便有可能加速提

升現有科傳體系的網狀傳播效能。這種臺灣與國際的連結性，使進

一步的比較研究成為可能，也別具意義，因為一方面來自臺灣的經

驗與素材，將能更加充實此一研究題目的文化視野與實證數據，加

深並擴展這個新興的研究領域，二方面更具體且廣泛地參照其它國

際模式，也將使我們進一步看見自己的盲點，從而找到突破的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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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 is  paper  i s  to  offer  a  c r i t ica l  rev iew of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Western contex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 focus my attention on the notion of ‘Mode 

2’ knowledge production (M2KP), of which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a prominent theme. The concept per se receives a lot of criticisms 

in the area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udies, the majority 

of which concentrate on the idea of transdisciplinarity. However, 

growing bodies of publications o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studies have 

refined the concept of transdisciplinarity. Yet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on the issue of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deepen the notion of transdisciplinarity. 

This articl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irst part offers a 

reflection on the ‘Mode 2’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 discussion 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Following a critical review 

of M2KP, I then discuss how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can expand the 

studies of transdisciplinary.

Key Words: Transdisciplinarity, Mode 2, Transciplinary Education

摘　要

近 年 來， 隨 著 科 學 以 及 社 會 議 題 的 高 度 複 雜 性

（complexity），傳統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型式，已經無法解決

某些真實世界所面臨的問題。跨科際研究即在這樣的脈絡下逐漸的

受到重視。本文旨在提供一個對於跨科際研究西方理論文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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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回顧，我將焦點放在晚近和跨科際研究息息相關的重要概念上：

二號型式的知識生產（Mode 2 Knowledge Production （M2KP）），

對比於傳統以單一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Mode 1）。此概念揭

示了當今知識生產的轉向，強調知識生產的脈絡化、應用化（the 

context of application）、知識生產的反身性（reflexivity）、以及

跨科際研究（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的重要性。然而，此概

念在過去二十年來，在科學哲學、知識社會學以及科技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等領域引起極大的回應以及批

判，在這些批判聲中，跨科際性（transdisciplinarity）的概念成為

焦點，不過隨著許多跨科際學者的努力，跨科際性的概念已經被進

一步的深化，許多對於跨科際研究有所著墨的學者，著述回應這些

批評，雖然這些回應已經很大的程度拓展了跨科際研究的深度以及

廣度，但是相對少的研究重點放在跨科際教育上，在這篇文章當

中，我將指出一個具有彈性的跨科際教育制度，事實上得以強化跨

科際性的參與者政治（stakeholder politics）以及促進公共參與、互

動。

1. Introduction

大規模的技術通常來自於實驗室的實驗，但是「轉譯」

（translation）的過程是微妙的，因為實驗室的實驗是一種簡

化的裝置（simplificatory devices）：他們尋求馴化那些存在

這個狂野世界中許多變動的變數，使他們變的穩定、或者將

他們從論證中排除。

（Law & Mol, 2002）

知名的科學社會學學者，John Law以及Annemarie Mol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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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編著的書—複雜性（complexities）中，一語道破當今科學知

識的生產過程，都嘗試將複雜的現象、事件簡化、馴化為可以了

解（knowable）的概念知識，這樣的概念是根基於啟蒙之後的科學

哲學。在其著名的作品 -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中，Bauman 

（1989）重新審視了歐洲自啟蒙以來後所強調的知識理性，在他看

來啟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賦予（ambivalent endowment），他認為強

調理性為基礎的啟蒙計畫是具有化約性的特質（reductive），因為

他們嘗試使用分化（divide）、命令（order）、簡化（simplify）以

及排除等手段，將複雜的現象化約為可以被操作、分析以及了解的

單位，這樣的手法，在其看來是相當危險的，Bauman利用二次大

戰，德國第三帝國屠殺猶太人為例，對於現代性的方案，發出嘲

諷式的警告：被使用來治癒疾病的藥物，是一種現代性看似進步

的發明，但是也可被用來轉變成為折磨以及殺人的工具（Bauman, 

1987; Law & Mol, 2002），因此現代性並沒有使得歐洲社會規避

大屠殺，反而使人們採取有組織的方式，對於數百萬人進行種族

清洗。Bauman的分析、批判，和其他哲學、人類學或是科學、

技術與社會的研究對於現代性或是科學知識的批評互相呼應，如

Michel Foucault （2003, 2006）的系譜學方法，嘗試找出那些被「以

科學之名」所壓迫的知識型式；James Scott （1998）則指出國家

政策所採用的科學知識，簡化（simplify）了複雜的自然、社會關

係，這些簡化的國家政策，忽略了在地的社會脈絡、實踐（social 

practices），通常引起了相當大的災難；而Bruno Latour （1993）的

名著，不可化約性（Irreduction），反對將物（object）或是複雜的

現象，化約成為可分析的單位）。這些分析使得科學哲學界或是科

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者們開始

將關注的焦點轉向處理所謂的複雜性（complexities） （Law & Mol, 

2002），他們認為所有的現象、事件本身具有高度的複雜性，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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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約式的認識方法或是研究取徑，無法掌握事件的全貌，這樣的轉

向同時也預告了傳統學院式、單一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方式的危

機，這些學者（see Funtowicz & Ravetz, 1993; Gibbons, 1994; Ziman, 

2000）認為，傳統的知識生產方式已經無法面對以及處理許多真實

世界的複雜問題，他們認為知識生產應該更貼近真實世界的脈絡、

並且將重點放在科學知識的應用性上。

在這些研究當中，較為著名且引起相當大的批評以及討論

的當屬Michael Gibbons （1994）以及其同事所合著的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在此簡稱為TNPK）一書，此書描繪了科

學知識的生產過程開始浮現高度社會互動的特色，他們指出知識

的生產不再被侷限於傳統的科學學科中、且其生產的區位亦不僅

位於傳統的學術組織中（例如：大學或是研究機構），因此，這

樣新的知識生產系統的原則、區位、實踐等等，都是高度異質性

的（heterogeneous） （Hessels & van Lente, 2008; Lenhard, Lücking, & 

Schwechheimer, 2006），Gibbons以及他的同事們，使用了一個概念

來指涉這樣的「新」
1
的知識生產系統—Mode 2知識，以有別於傳

統以學科、大學為基礎的Mode 1知識生產系統。在Gibbons他們的

說明當中，Mode 2知識是在應用的脈絡（the context of application）

中被所謂的跨科際合作（tran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所生產出

來的（Gibbons, 1994, 3-6），而且知識的生產者的角色在合作的

過程當中，是更具反身性的（reflexive），亦就是說他們更意識到

知識生產的過程以及結果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對於Gibbons等人來說，Mode2知識的出現，並不是天真的暗

1   「新」乃暗示著科學知識的線性發展，因此TNPK經常受到批評為去歷史，
在文後將會針對這些批評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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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或是強調Mode1知識系統的消失，而是一種新的科學實踐但和

傳統的知識生產共存。自從本書的出版以來，就在科學哲學以及

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引起相當大的討論，超過 4000篇 2
（圖 1）以上

的科學期刊引用本書，這當中包含許多對於Mode 2概念的批判，

在這些批判的聲浪中，跨科際性成為討論以及備受攻擊的焦點

（Benoit Godin, 1998; Hessels & van Lente, 2008; Weingart, 1997），

不過近年來隨著跨科際理論、經驗研究的進展，許多學術性的文

章進一步的強化跨科際性的概念，也回應了許多評論者所提出的

問 題（Després, Brais, & Avellan, 2004; Horlick-Jones & Sime, 2004; 

Lawrence & Després, 2004; Petts, Owens, & Bulkeley, 2008），比較可

惜的是這些回應的文章當中，少有將焦點轉向所謂跨科際教育上，

在這樣的基礎上，本文即指出跨科際研究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透過跨科際教育，首先可以強化Mode 2 Knowledge中所強調的公

共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透過擴大公共參與、以及溝通能力

的培養，跨科際教育就不僅僅侷限在應用科學的、教學等領域，

更促進了科學理論創造，這樣的主張回應了對於Mode 2 Knowledge

的一些批評，其認為Mode 2知識僅能提供應用知識，而不能對於

知識、理論進行創造。因此，本文首先即是針對Mode 2的概念進

行批判性的回顧，並指出其和其他類似概念的差異，如 post-normal 

science （Funtowicz & Ravetz, 1993）、Finalisation science （Bohme, 

Vandendaele, & Krohn, 1976）、post-academic knowledge （Ziman, 

2000）等的差異，文章的第二部份則嘗試處理跨科際性所受到的批

評，我特別將焦點放在對於跨科際性的批評上，在這個部份，我也

同時處理了近年來跨科際研究對於這些批評的回應上；因此，第三

2 根據Scopus的資料搜尋結果（以引用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作為關
鍵字），至2014/3/23為止，4,637篇論文引用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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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強調一個具有彈性（flexibility）的跨科際教育制度，將擴大跨

科際研究人員的互動。

圖 1　1995-2014科學期刊引用 TNPK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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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copus search on March 23, 2014

2. Mode 2 Knowledge

Mode 2知識生產的概念，是由Michael Gibbons以及他的同

事（Camille Limoges、Helga Nowotny、Simon Schwartzman、Peter 

Scott以及Martin Trow），在 1994年的一本專書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中所提出的，本書是根基於瑞典研究計畫局的研究方案，

旨在為未來的大學課程、研究提出創新的觀點，根據作者們的觀

察，當代知識的生產方式、區位以及過程都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

為了掌握這樣研究的轉變，他們提出所謂的Mode 2知識作為研究

概念（以有別於傳統Mode 1知識生產），對於作者們而言，在說

明何謂Mode 2知識之前，重要的工作即是必需對與Mode 2知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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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的概念— Mode 1作出定義。基本上來說，Mode 1知識是以

學科為基礎並在認知導向的情境下被生產出來的，更精確的說，對

於TNPK的作者們來說，Mode 1知識「指涉的是一種知識生產的型

式—一個概念、方法、價值、規範的複合體—用來使得牛頓

式的知識生產方式得以擴散至其他領域的研究，並且保證他們是合

乎科學實踐的規範」（Gibbons, 1994, 2），相較於此，Mode 2知識

則是強調跨科際以及社會和經濟脈絡的角色，這樣概念的提出，是

來自於作者們觀察到知識生產的過程愈來愈具有異質性以及社會

分散（socially distributed）的趨勢，也就是說，傳統知識生產的區

位，大部份是集中於大學或學術研究單位，而且研究方法以及理論

基礎，是根基於單一學科。然而，近年來的知識的生產，不再被侷

限於這些單位、組織當中；相對地，知識的生產過程，大量的發生

在這些組織之外，而且參與者不僅僅是傳統認知上的「學者」或是

「科學家」，而是外在於這些體制外的個人與組織，形成了推動知

識生產的主要動力，在這樣的初步觀察下，Michael Gibbons以及他

的同事們，統整出了Mode 2知識生產的五個主要的特性：應用的

脈絡（context of application）、跨科際性（transdisciplinarity）、異

質性（heterogeneity）、反身性（reflexivity）及對質的控制（quality 

control）。

就應用的脈絡而言，Gibbons及其同事們認為，相較於Mode 1

知識生產遵守特定的學科規範、守則，Mode 2的知識是傾向於應

用性，也就是說對於產業、政府或是個人具有應用價值的（ibid., 

4）。然而，這樣的說法並不是說Mode 1的知識不具有應用性，而

是其知識從生產到應用之間，經常有時間及空間的落差，而這之

間的鴻溝就有賴所謂的「知識轉移」來達成（Hessels & van Lente, 

2008）；對於Mode 2概念來說，這樣的落差是不存在的，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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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是直接在應用的脈絡中發生的，更重要的是，知識的生產，

是一個不斷協商、討論並達成共識的過程，而且所有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都盡可能的參與進此一過程，因此，知識的生產是

擴散到整個社會的。第二個Mode 2特性，使其可以和Mode 1區別

的是所謂的跨科際性，簡單來說，所謂的跨科際性指的是知識生產

過程，結合不同的理論及實用的方法，以解決特定問題，這個特性

使得跨科際和所謂的界科際（inter-disciplinary）的概念，得以被區

分出來，後者是將不同領域的專家以及學者結合在一起，並以解決

問題為目標，而跨科際強調科際間的互動，較界科際更具有動態的

特性，而且針對不同的問題，結合不同的理論以及方法。因此，跨

科際經常針對不同的問題，先提出下列問題：何種方法需被使用？

處理問題需要引進何種理論？而且跨科際強調這些問題，必須由參

與者透過不斷的協商與討論，最後達成共識，由此可知，此共識是

動態的（dynamic），隨著時間、空間以及問題的需要而改變，因

此，最後的解決方案是超越任何單一學科的（Gibbons, 1994）。

除了上述對於跨科際性的簡單介紹外，對於TNPK的作者而

言，跨科際具備有四項特色（ibid., 5-6）。首先，跨科際發展出獨

特但是與時俱進（evolving）的架構，來引導問題的解決方式。但

是值得注意的是，此架構是在應用的脈絡中被生產出來的，也就是

說，此架構並非先被發展出來，然後再應用於解決不同的問題，而

是隨著問題的發展而改變的。然而，作者們並不否認單一學科知識

的重要性，但是一旦這些不同的知識被整合進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

時，就會有許多具有創意性的方法被發明，或是創新的理論被生產

出來；第二，最後的解決方案被提出時，實際上包括了各種經驗資

料以及理論的觀點在裡頭，因此，跨科際的方法對於知識的發展，

是具有實質貢獻的，這樣的知識型式，並不僅限於學科的知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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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某些應用性的知識亦可在合作的過程中被創造出來。因此，

「跨科際的知識，發展出獨特的理論結構、研究方法以及實踐的模

式，雖然他們並無法被放置在主流的學科知識地圖上。」（ibid., 

5）；第三，Mode 1知識的生產是透過傳統學科組織的管道進行溝

通；相對於此，跨科際研究的結果（或是解決方案的提出）是來自

於所有參與者，透過不斷的協商、溝通而產生的，因此，研究的成

果以及產出，是有別於傳統以學科為導向的成果。同時，研究的成

果並非是透過傳統的方式來傳遞：如學術期刊的出版，而是在跨科

際合作的過程中，就已經透過彼此的溝通、協商而達成。第四，跨

科際性是動態的（dynamic）的，一個研究的成果或是問題解決方

式的提出，都會成為下一個知識生產的基礎，而且，下一輪知識的

生產過程會朝向何種方向，是具有不確定性以及不可預測性的，甚

至有可能需要Mode 1知識型式的介入的。

第三個關於Mode 2的特性為所謂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以

及多元性。所謂的異質性必需分幾個意義來加以說明，首先知識生

產的區位不再限於傳統的大學或是實驗室；因此，研究人員的組

成，是隨著時間以及問題的改變而發生變動；更甚者，這些參與研

究的人員，彼此溝通和互動的方式亦是多元的，不再限於面對面的

溝通，或是正式的課堂講習，而是許多非正式的社交活動，都有可

能促進知識的生產。據此，Mode 2的一個重要的特色，是缺乏制

度化的中央統籌單位，研究團隊的結構以及組成都是具有高度的彈

性（flexibility）以及機動性。對於Gibbons他們來說，第四個Mode 

2的特性是所謂的社會責任以及反身性（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reflexivity），誠如本文一開始所論及的，近來年隨著科學哲學以及

SSK的發展，研究者或者是社會大眾開始意識到，科學知識並非獨

立於社會而存在，許多科學知識對於人類社會以及行為，都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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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間接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指稱科學知識的結果，成為了政治角

力的所在地，許多利害關係人開始意識到不同的科學知識，會對於

其切身的利益造成重大的影響。因此，Mode 2的知識發展，參與

研究的個人、團隊，從一開始即對於研究結果的社會影響具有高度

敏感性，這樣的敏感性亦是來自於Mode 2知識的第一個特性：應

用、解決問題為導向。

構 成 最 後 一 個Mode 2的 特 性 是「 質 的 控 制 」（Quality 

Control），在Mode 1知識系統中，個別的研究成果的品質是透過

同儕審查（peer-review）的方式來進行的。在Mode 2的概念中，不

單單僅有同儕審查，許多質性的標準必需被加入評估的標準之中，

因此，對於Gibbons及其同事們來說，「好的科學」（good science）

或是「好的知識」的度量標準，愈來愈難制定。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這並意謂著Mode 2的研究的評估標準很低，而是因為問題和

事件的複雜性提高，評估研究的過程，所必需考量的標準以及指標

就相形複雜。簡單來說，透過上述五個特性使得Mode 2知識系統

得以和Mode 1知識區分出來（如表 1）。

表 1　Mode 1以及 Mode 2知識生產系統的差異

Mode 1 Mode 2

Academic context
Disciplinary
Homogeneity
Autonomy
Traditional quality
    control (peer review)

Context of application
Transdisciplinary
Heterogeneity
Reflexivity/social accountability
Novel quality control

 Source：（Hessels & van Lent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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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de 2知識以及其他另類知識系統

Mode 2知識的概念，對於當前知識生產方法的轉變提出觀察

以及診斷，然而這本書的相關概念，例如反身性以及強調應用性、

公共參與等，呼應了一些學者（Bohme et al., 1976; H. Etzkowitz, 

2003; Henry Etzkowitz & Leydesdorff, 2000; Funtowicz & Ravetz, 

1993; Slaughter & Rhoades, 2004; Ziman, 2000）所提出的觀點，這些

概念本身同樣指認出當今科學知識的生產方式的改變，以及嘗試去

掌握科學和社會之間關係的轉變，因此，對於Mode 2的知識的掌

握，有必要了解Mode 2和這些概念之間的異同之處。

3.1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ence）

所謂的常態科學，乃是由 Jerome Ravetz以及Silvio Funtowicz

二人所提出的，然而從Ravetz早期的作品可以看出對於Post-normal 

Science概念的發展。所謂的後常態科學即是對於孔恩（Kuhn）於

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書中的

常態科學概念，提出反省以及批判。Ravetz認為二戰後科學成為

一種「短視的以及缺乏批判的活動」（Ravetz, 1986, 419; see also 

Turnpenny, Jones, & Lorenzoni, 2011），例如：酸雨的威脅、生化武

器的泛濫、以及溫室效應等等，都源自於科學知識。而科學本身

對於這些現象表現出缺乏反省以及批判的能力。到了 1980年代中

期，這些環境以及社會議題開始獲得大眾的關注（如臭氧層破洞、

酸雨以及氣候變遷等），而且這些議題本身都具有高度複雜性、

不確定且高度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誠如Ravetz以及Funtowicz指出

的，環境議題通常「事實是不確定的、價值是有爭議的、風險高但

是需要快速的決策」（Funtowicz & Ravetz, 1993），孔恩的常態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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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已經無法處理這些高度複雜性、不確定性的問題，因為在

孔恩的模式中，這些問題都可以被化分為小規模的問題，而且可

以被快速的處理且無需挑戰既有的典範結構（Hessels & van Lente, 

2008）。於是Ravetz以及Funtowicz即提出所謂的後常態科學的概

念來說明知識的生產以及社會之間的關係。此概念本身即在於希望

科學知識的生產能夠對於政策直接介入，並產生實質影響力，而且

後常態科學也直接承認了理性科學的限制。面對環境議題的不確

定性，他們呼籲科學實踐應該具備有價值多元性。從這個觀點來

看，後常態科學和Mode 2同樣要求知識的生產應擴大「公共參與」

（public participation），亦就是將所有利害關係人都盡量納入知識

的生產過程；而科學知識的質量控管以及維持，則由這些「擴張的

同儕社區」（extended peer community）來直接呈現。

根據Hessels & van Lente（2008）的歸納，後常態科學和Mode 

2知識共享了一些特點：第一， 二個概念都觀察到了跨科際間的活

動增加，並要求評估知識生產的結果，必需增加額外的標準以及指

標。第二， 二者之間同時強調知識生產者的反身性。雖然二個概念

共享了上述的看法，但二者之間仍有許多差異之處。首先，後常態

科學將焦點放在政策上，因此，企業在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經常被忽略，除非這些企業成為利害關係人的時候，才

會被考慮進知識生產的過程，第二，由於後常態科學強調知識生產

和公共政策的連結，相較於Mode 2知識，後常態科學較不考慮產

品或是生產過程的創新。

3.2終結化科學（Finalisation Science）

終結化科學的概念主要來自於德國學者Bohme及其同事的研

究（Bohme et al., 1976），他們的研究成果，將學科的發展畫分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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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爆炸階段、典範階段以及後典範階段，而對於這些德國

學者來說，最重要的階段即是後典範階段。當一個學科理論發展

到達成熟時，他的發展方向即開始受到外在因素的牽引及影響，

此時學科的理論發展即開始受到這些外在因素的引導，此階段即

進入科學的終結化時期。這樣的說法對於科學哲學的意涵在於，

科學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發生轉變了，社會不再是被動的接受科學

知識的生產，而是主動的介入知識的生產以及擴散當中。根據

Peter Weingart （1997）、Hessels & van Lente （2008）等人的觀察，

Finalisation Science的觀點，和Mode 2一樣，強調了科學以及社會

關係的轉變，特別是強調社會在知識生產過程中，扮演的主動、

積極的角色上；然而，Weingart以及Hessels & van Lente亦同樣指

出了Mode 2和Finalisation Science之間的差異：第一，相較於Mode 

2而言，Finalisation Science具有強烈的經驗研究基礎，第二，

Finalisation概念本身，起源於作者們對於不同學科的發展而歸納出

來的。相較於Mode 2，Bohme他們研究嚴格的區分了不同科學研

究進展。第三，Mode 2概念認為知識生產系統的轉變，是由外在

因素所驅動（如全球化、議題的複雜性等），而導致新的研究生產

過程出現。然而，Finalisation Science則認為，新的知識生產過程

的轉變，是來自於學科內部的發展，而非外在的因素；第四，對於

提出 Finalisation Science的學者而言，此概念不僅僅是描述了他們

觀察的結果，而是更具體的提出對於政策的建言，他們認為現今的

知識，需要科學以及社會共同協作，而且必需設定一些條件，以控

制這樣的知識生產的品質。

3.3三螺旋（Triple Helix）

所謂的三螺旋概念，即指出在全球化下的知識發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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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政府以及產業界間的關係日趨緊密，企業開始認為大

學以及政府研發單位能夠為他們在全球化高度競爭的環境下，提

供有用的知識；同樣的，對於大學本身而言，他們也希望能夠拓

展他們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於是所謂的產學合作的口號開始大

量出現（H. Etzkowitz, 1998; H. Etzkowitz & Leydesdorff, 1998）。這

樣的緊密關係也意謂著科技和社會、公領域及私領域、大學和產

業之間的界線不斷的模糊。對於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來說，傳

統線性的科學生產方式以及組織，已經被一個混血的（hybrid）以

及彈性的組織所取代，這個新的組織型式整合了市場的需求以及

科技的創新。在這個概念底下，大學現在被賦與一個教學及研究

外的第三個任務（Third mission）：促進產業成長（H. Etzkowitz & 

Leydesdorff, 1998; H. Etzkowitz, Webster, Gebhardt, & Terra, 2000）。

因此，研究的工作必需愈來愈貼近產業的需求並以應用為導向

（context of application），而且研究者也愈來愈需要具備企業家的精

神（entrepreneurship）。

三螺旋的概念強調知識生產必需在應用的脈絡下，和Mode 2

的概念分享了相同的想法，更甚者，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同樣

強調了跨科際整合的重要性，但是，除了這二個共享的觀點之外，

他們拒絕了Gibbons以及他的同事們對於Mode 1知識的看法，在他

們的觀點裡，當前的知識生產模式絕非是Mode 1或是Mode 2這樣

二分法的結構所可以掌握的，對他們來說，與其說Mode 2逐漸取

得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地位，不如說當今的知識生產系統是這

二類的混種或是整合（Henry Etzkowitz & Leydesdorff, 2000; Hessels 

& van Lent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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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小結

由上面的簡述可知，Mode 2知識系統的提出，事實上和許多

學者們的觀察非常的接近，雖然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許多差異，特別

是相較於Mode 2的概念而言，許多的研究取徑具備有相當深厚的

個案研究基礎（如 Finalisation Science），也因此Mode 2經常遭受

批評為缺乏經驗研究基礎（關於Mode 2的批評，我將於下節中詳

細討論），然而，這些研究取徑所主張的某些基礎論點和Mode 2的

一些看法相當接近，這也間接強化了Mode 2的論證：即知識生產

過程的轉變。

4.對於Mode 2概念的批評

Mode 2概念的提出，亦同時招致許多的批評，這些批評散見

於許多的期刊，跨越了科學、公共政策、教育、SSK等領域（B. 

Godin & Gingras, 2000; Benoit Godin, 1998; Hicks & Katz, 1996; Rip, 

2002; Shinn, 2002; Weingart, 1997）。這些批評相當多元且具備相當

大的差異性。而根據Hessels & van Lente （2008）的歸納，基本上

對於Mode 2的批判大致上可以劃分為三大類：針對TNPK的概念

完整性、經驗證據、理論以及其政治價值及立場。基本上來說，這

些批評當中，較常見的當屬於第一類，而第二及第三類的批批也經

常散見於學術著作當中。在以下的文章當中，我根據Hessels & van 

Lente （2008）的整理，本文回顧了這三大類的批判，然而我的焦點

將會放在Mode 2有批判最為強烈的核心概念之一—跨科際性上。

4.1 Mode 2概念的完整性？

Mode 2概念辯識出了五個當代知識生產方式的五個重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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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於Gibbons等人來說，這五個概念彼此之間彼此相互連結、

習習相關，且具備概念上的完整性。Arie Rip （2002）則認為，

Gibbons他們的確觀察到了學術生產的轉變，然而這些特性是否足

夠以指認出一個全新的知識生產模式，是有待商傕的。更重要的是

這五個概念各自都受到相當大程度的質疑，例如對於Godin （1998）

以及Weingart （1997）而言，他們都僅同意一部份TNPK一書所提

出的觀點，而強烈的懷疑其他主要的主張。針對這五個特性的批

評，我簡述如下。

4.1.1知識生產是在以應用為導向的研究中發生？

TNPK一書指出，知識的生產逐漸開始發生在以應用為導向的

研究過程（脈絡）中，這樣的知識系統並非傳統的基礎型研究，亦

非一般認知中的「應用」研究。對於大多數的評論者而言，這個

概念本身受到質疑較少，例如：Weingart （1997）即質疑所謂的應

用的脈絡（context of application）僅適用於少數的學科，如風險、

環境研究或者是與政策習習相關的學科，這個TNPK所提出的核

心主張，無法被延伸至其他的學科領域當中，因此，對於Weingart

來說，這個概念缺乏穩定性（stability）。Weingart以他對不同領

域的分析作為基礎而作出此一評論，然而正如Hessels & van Lente 

（2008）所言，這樣的批判顯然忽略掉了Gibbons及其同事們重要

的主張：即Mode 2的出現並不意謂著Mode 1知識體系的消失；不

約而同地，Godin （1998）亦認為，所有的研究（並非僅有Mode 2

知識系統）基本上都是擺盪在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之間，基礎研究

通常都是受到應用研究的激勵，同樣的所謂的應用研究或是技術研

究，亦受惠於基礎研究。因此，Godin認為，TNPK宣稱在Mode 2

的知識系統中，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界線即將消融，這樣的主張

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對於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區分，事實上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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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知識生產系統中，本來就不存在。Hessels & van Lente （2008）

反對這樣的批評，他們認為Godin的說法，並沒有挑戰TNPK一書

中的說法：即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彼此之間的互動大幅的提升。

對於這些批評，Hessels & van Lente都有適當的評價，然而他們亦

承認應用的脈絡（context of application）仍是個複雜的概念，他們

引用Stokes （1997）的分析認為，應用的脈絡應該有賴於不同學科

取徑、學科目的來加以區分其強度。

4.1.2對於異質性的批評

TNPK指出，當前知識的生產不再是集中於傳統的學術單位，

外在於這些組織外的單位，如智庫、NGO等開始扮演愈來愈重要

的角色。這樣的論點許多學者大都同意，然而要用Mode 2概括性

的說明當前知識的生產已經完全去中心化，在許多評論者的看來，

顯得有點牽強，例如，在一篇以統計資料為基礎的文章中，Godin 

and Gingras （2000）主張大學仍然在當前的知識生產中，佔領著

核心的地位，以加拿大為例，從 1980年至 1995年間，大學所出版

的學術文章，不減反增，從 75%上升到 81.9%，利用這個數據，

Godin and Gingras反駁Mode 2的主張，他們認為儘管學術的合作以

及知識的生產方式已經呈現多樣化（diversification），大學仍然在

學術生產中，扮演核心的角色。相對於Godin and Gingras，Hicks 

and Katz （1996）同樣以統計資料為基礎來發展他們對於異質化的

論點，但是不同於Godin and Gingras，Hicks and Katz的文章企圖指

出，當前的學術生產呈現高度差異化，他們利用 1981-1991由 ISI所

出版的資料庫SCI來說明英國的學術生產狀況，他們指出醫院、產

業以及非營利機構在學術期刊中發表的數量開始大幅度的增加。然

而儘管上述這些機構、組織出版的學術文章增加，在他們的分析資

料中，大學仍然在學術期刊的出版上，佔有 57.8%，而且和上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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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一樣，呈現逐年增加的情形，至於呈現衰退的單位則是研究機

構和政府單位。因此，雖然Hicks and Katz的文章說明學術生產的

多元化，但是並不能說明當今學術生產已經全然去中心化（即大學

的角色開始弱化）。

4.1.3反身性？

誠如Hessels & Lente （2008）所說明的，反身性這個TNPK的

核心概念，在過往的論辯當中，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Weingart 

（1997）指出，知識生產者會意識到他們研究對於社會的影響，大

部份是集中在與公共政策相關的研究上，例如：環境政策、風險評

估等等，至於在其他基礎學科例如高能物理、古生物學以及天文學

等，這些領域的研究者，鮮少會在作研究之初，便考慮到了他們研

究成果對社會的影響。這樣的說法對於Hessels & Lente而言，在缺

乏足夠的經驗資料之前，Weingart的論點是有問題的，他們認為正

因這個概念極少受到關注，因此很值得學術界進一步努力、論辯。

4.1.4品質控制

在Mode 2的概念中，質的控制以及跨科際是二個受到學界強

烈質疑的概念，而且這二個概念彼此之間的關係甚為緊密，也就是

說跨科際的研究如何進行品質的控管？在傳統的Mode 1知識生產

系統當中，基本上對於研究成果的評估，大都是採取所謂的同儕審

查（peer-review）的方式來進行，然而在Mode 2的知識系統當中，

根據Gibbons及其同事們的看法，無法使用傳統的同儕審查的方式

來進行，因為Mode 2的知識生產強調應用以及異質性，知識的生

產過程並不限於傳統的大學，因此所有利害關係人都必需盡可能的

整合進這個過程中，因此，要對這樣的研究成果進行評價，就必需

納入許多額外的因素，例如：社區區民、使用者等，而且除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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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之外，政治價值以及不同的倫理價值等，都必需被整合

進評估的過程中，不過這樣的主張就成為了Mode 2受到最多質疑

的地方，許多的批評認為Gibbons等人缺乏經驗資料來說明如何對

於Mode 2進行品質的控制。Godin （1998）以及Weingart （1997）對

於這樣的主張，保持著懷疑的態度。例如，Godin不認為函納其他

的社會、經濟指標進入品質控制或者是審查的過程當中，是當前學

術界或者是知識生產的重要課題。他們舉研究計畫申請研究經費為

例，基本上，許多評價研究計畫的過程，鮮少會因為研究本身加入

了關切研究的社會影響，而使得研究本身可以取得研究經費，因

為「科學的指標仍然是品質控制的重要項目」。不過Godin的批評

遭到了Hessels & Lente（2008）的反駁，他們認為當前在許多的西

方國家當中，許多研究資金的抑注，逐漸以社會的應用性或是對於

經濟發展的適切性來作為評量的指標。同樣地Weingart （1997）也

認為，利用市場的應用性來評價科學研究的結果仍然在學術界不甚

重要，同儕審查仍然是決定科學研究的重要過程，不過，Hessels & 

Lente （2008）以 IBM的研究經費給予為例，他們指出，在全球化

企業間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企業往往需要即時的、應用性強的研究

成果，因此，IBM近來鮮少願意支助基礎研究，而轉向將經費抑注

於以應用為導向的研究。總而言之，品質控制的概念仍然充滿了許

多爭論，而且亦值得進一步研究。

4.1.5跨科際性

本小節處理了當前被討論最多，甚至許多研究者將Mode 2知

識系統與其劃上等號的核心特性—跨科際性，這個Mode 2的核

心特性也是當前爭議最大，但同時也是充滿潛力的概念（Benoit 

Godin, 1998; Hessels & van Lente, 2008; Lawrence & Després, 2004; 

Weingart, 1997）。所謂的跨科際性在科學哲學、知識社會學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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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學的領域當中都引起廣泛的注意與討論，但是對於Godin 

（1998）以及Weingart （1997）等人來說，這個概念仍然是含糊、

空泛的，因為科學的發展本來就是一種多元、混血的情況，換句

話說，知識的生產從來都不是抽離其他學科而存在的，學科的發

展一定或多或少使用來自於其他學科的概念。Rip （2002）以及

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 （2000）更指出Mode 2的概念以及跨科際

都使用了科學線性發展觀來解釋知識生產的變動，Mode1或是以學

科本位為基礎的研究，皆非知識發展的原始模式，反而是Gibbons

他們所指出的跨科際性與異質性，比較接近原始知識的產出模式。

因此，正如Weingart（1997）指出的那樣「科際間的整合，從來都

不是一個新的現象 !!」，他認為許多研究計畫申請時，經常以「跨

科際」作為核心概念，然而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經常看到的是以

單一學科為基礎的模式在運作。顯然地，跨科際性是否是個新現象

是令人存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些評論都不否認現今跨科

際的合作現象，逐漸在學術研究上，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例

如，Hicks & Katz （1996）他們的研究即利用對於學術期刊出版的

數字來指出，現今跨科際整合的合作，在學術期刊的出版上有大

幅度的增加。但必需被正視的是，猶如Hessels & Lente （2008）所

指出的那樣，跨際性的概念仍然是個開放且值得進一步投入大量

研究的領域，更重要的是，隨著Mode 2概念的提出，激勵了許多

學者重燃對於跨科際性內涵的熱情，甚至許多研究者認為Gibbons

與其同事們對於跨科際際合作整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Lawrence 

& Després, 2004），因此對於跨科際性的研究、理論內涵的討論文

章，在過去十年來已經如雨後春筍般的增長，這些文章詳細的說明

了跨科際性的原則、目標以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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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什麼是跨科際？內涵、目標、實踐方法以及評估

Gibbons他們的研究，觀察到了學術研究愈來愈強調跨科際合

作，然他們對於這些跨科際性的知識內涵，缺乏一個完整的解釋，

而僅僅提出他們歸納的結果。誠如Godin以及Weingart所指出的那

般，學科間的合作從來都不是一個全新的現象。但是值得進一步深

究的問題是？如果不是一個全新的現象，為何跨科際間的合作在學

術界愈來愈蔚為風潮？是什麼樣的原因、趨力，使得人們必需進行

跨科合作？跨科際合作的特點又是什麼？如何進行？其和傳統的知

識生產的差異性又在那裡？欲回答對於這些問題，就有必要先了解

何謂跨科際性（transdisciplinarity）。

跨科際性的定義，對於不同學者而言，所得到的答案都有所

差異，但是在觀察了近年來跨科際研究的重要文獻之後，Lawrence 

& Després （2004），歸納了幾個跨科際性的內涵以及目標。首先，

跨科際性承認真實世界的複雜性（complexity），以及反對學科間

的分化，和TNPK一樣，這個概念本身也強調知識生產過程的異質

性，因此，跨科際性也具有多元、混血的本質（hybrid nature）並

且強調知識的非線性發展以及反身性。第二，跨科際性反對去脈

絡化的知識生產方式，所謂的去脈絡化即將真實世界化約成為可被

在實驗室操作的參數，而強調知識生產應該是在真實事件的脈絡中

發生的（see also Després et al., 2004; Horlick-Jones & Sime, 2004）。

第三，跨科際性非常強調溝通，也就是說，跨科際知識是以所謂

「互為主體」的方式進行溝通的（see also Lawrence & Després, 2004; 

Thompson Klein, 2004）。例如，Lawrence & Després （2004）以加拿

大魁北克市的社區再造為個案為例，說明跨科際溝通的過程，不是

僅僅將所有利害關係人集合在一起討論而言，而是一個促進彼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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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了解以及學習的過程，所有的利害關係人都必需充分的表達他們

的觀點，而這些多元衝突的觀點再進一步的被討論、批判以及反

省，最後所有的參與者透過許多次的會議、討論，逐漸忘卻他們代

表誰、為誰說話，而將心力全力集中於欲處理的問題上。第四，跨

科際研究通常具有行動導向（action-oriented）的特色，而這樣的行

動導向研究，並不單單在不同學科間創造連結，而是希望在不同的

理論、專業實踐上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此類型研究旨在提出解決

真實世界所面臨的面題，而非僅僅去指出問題。但是，如Mode 2

的概念所指出的一般，跨科際研究不應該被定位為僅能生產應用知

識（applied knowledge），事實上在行動研究的基礎上，跨科際研

究亦同樣在理論上能夠有創意性或是突破性的產出。

5.1.1  跨科際、界科際（inter-disciplinary, ID）、以及多科際

（multi-disciplinary, MD）

在經過上述這幾個對於跨科際內涵的討論後，有幾個問題必

需被討論：在實際研究操作時，如何去辯識出何謂跨科際的研究？

而其和跨科際和界科際以及多科際之間的差異又是什麼？對於這些

問題的回答，有助釐清何謂跨科際。根據Wickson等人（2006）的

說法，所謂的跨科際研究取徑，具有以下三個特點：聚焦實際問題

（problem focus）、動態演化的方法論（evolving methodology）以及

合作（collaboration）。透過這三個面向，跨科際和其他二者可以區

別出來。

所謂的聚焦實際問題，通常和Gibbons （1994）他們所認為的

Mode 2是以應用為導向的看法是類似的，這也成為跨科際研究取

徑最常見的特點。跨科際研究和傳統以學科為基礎的研究最大的差

別就是在於，它的主要目標是提出方法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真實問

題，因此概念上的問題（conceptual puzzles），並非是其研究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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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點，然而，對於多科際而言，它的首要目的並非在於提供解決之

道（solution），對於Balsiger （2004）以及Gibbons （1994）和其同

事們來說，基本上，多科際是透過主題而結合起來，其合作關係

並非奠基在解決真實世界問題。而相較於多科際，Balsiger （2004）

則指出，界科際也是以問題為導向的，但是跨科際呈現多元的合作

關係，也就是說，如果僅有科學家投入解決問題的合作過程中，那

麼這樣的合作型式，基本上是屬於界科際的範疇，相較於此，跨科

際和Gibbons他們指出的一樣，強調所有利害關係人都必需被整合

入問題導向的過程中。第二，從方法論上面來看，大部份的跨科際

研究者都同意，多科際基本上仍然維持著學科自主，例如Horlick-

Jones & Sime （2004）就認為多科際的方法論仍然奠基在科際基礎

上，也就是當各個學科整合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之間仍然沒有共同

的方法論，各個學科仍然以各自的方法論為觀點來處理問題；相較

於多科際而言，界科際強調學科的合作必需有一共享的方法論，

例如Gibbons及其同事們（Gibbons, 1994, 29）在TNPK一書中就認

為，界科際的最大特性就是擁有一個「共同的方法論」（a common 

methodology），這個方法論是所有參與的學科都同意的，且可以被

用來研究不同主題。跨科際和多科際以及界科際不同的是，在一開

始發展方法論的時候，各個不同的知識系統就滲透其中，因此有許

多跨科際研究者甚至主張，針對不同的問題，應該發展出獨特的方

法，而科際間的界限消失，是發展這個方法的必要條件。因此跨科

際和界科際最大的差異，來自於其整合了不同的知識系統以發展解

決問題的獨特方法，但是這個方法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會因應不同

的情況、脈絡而隨時發生改變，且原來整合特定知識的方法，開始

受到挑戰、質疑或是無法解決現有的情況，不同的知識系統即重新

整合成為另外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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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跨科際和界科際以及多科際最大的差異，來於合作的

形式不同。一般來說，多科際、界科際和跨科際一樣，都強調合

作，然而誠如上述所討論的，如果合作的情形僅限於科學家之間，

那麼這個合作只能說是一種界科際的研究合作，因為跨科際知識的

生產，必需將那些會被此研究所影響的人（利害關係人）盡可能

整合入研究的過程中，例如知名的跨際際研究學者Thompson-Klein 

（2004）即認為，跨科際的研究傾向於將利害關係人整合進定義問

題以及設定目標的過程中，因此在地的知識、社會實踐以及所謂

的非正式知識對於這樣的合作是相當重要的。根據這樣的定義，

Wickson等人（2006）認為即使是一個單獨的研究者，亦可進行所

謂的跨科際研究，因為他必需擁有一個重要能力：接合不同的知識

系統以及將利害關係人納入知識生產過程。

5.1.2  跨科際研究評價、質的控制

透過聚焦問題、方法論以及合作三個面向，跨科際得以和界

科際以及多科際區分開來，此說法明確的回應了Godin （1998）以

及Weingart（1997）對於跨科際性的批評，但卻沒有回答跨科際性

重要的批評：如何評估跨科際研究成果？亦就是說如何對其研究成

果進行質的控制，這是對於跨科際而言一個重要的批評以及挑戰。

由於跨科際研究取徑整合了不同的知識系統，而且強調利

害關係人必需參與知識生產的過程，因此對於許多跨科際的研究

者來說，要針對這樣的研究取徑進行評估是困難的（Klein, 2008; 

Wickson et al., 2006），然而這並不就意謂著無法對這樣的研究結果

進行檢核或是評價，例如Wickson （2006, p. 1056-1057）等人即參

考了Glassick等人在Carnegie基金會的研究評估法，提出對於跨科

際研究取徑的研究方式；而Klein則透過不同文獻的比較，整合出

七個評估跨科際研究的準則，我以Wickson （2006）等人提出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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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為主軸，綜合了Klein （2008）的七個原則，大致上將評估跨

科際研究的方法整理如下：

（1） 目標（goals）：在跨科際的研究當中，目標是所有參與者（包

括研究者們以及所有利害關係人）透過彼此之間不斷的商議以

及討論而產生，因此研究的目標是隨著研究脈絡的進行而發生

變化的。Klein在其所整理的跨科際七大原則中即指出，跨科

際研究從來都沒有一個單一的目標，要視問題脈絡以及各個合

作方式所設定的目標而定，跨科際不能用單一標準（如：出版

數量、專利等）來衡量，而是要視不同的情況以及脈絡設定目

標，例如某些合作強調理論創新，而對於另外一些合作團隊則

強調務實的應用。

（2） 廣泛的準備（Broad preparation）：在跨科際的研究中，必需有

適當且充分的研究事前準備，這包括了整合散布於不同學科當

中的文獻以及理論，以及充分的了解研究所針對的問題。

（3） 演化的方法論（Evolving methodology）：如前所討論，一個好

的跨科際研究方法論，是能夠接合（fuse）來自於不同領域的

方法，而且這個方法是隨著研究的脈絡而機動調整的；對於

Klein來說，這個方法論是透過溝通及協商而來的，且在溝通

的過程中，妥協、批評都是常見的現象。

（4） 產出：如同Gibbons及其同事們所指出的那樣，跨科際的研究

的結果，要能夠回答或是解決當前真實世界所面臨的問題。

（5） 有效的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跨科際研究強調合

作，因此有效且持續的溝通是跨科際研究的靈魂，Klein指

出，跨科際研究是在一個異質的環境裡，透過不斷的溝通及協

商達成相互了解，因此跨科際的評估，相當注重研究過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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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和相互合作學習，甚至一個組織如何有效的促進溝通亦是

評估的重點。

（6） 相互的反省：有別於單一學科，跨科際研究強調所有的參與

者、學科、利害關係人，在整個研究執行的過程當中，都能夠

聆聽以及改變自己的立場、觀點。

6.大學與跨科際研究制度化與跨科際教育

跨科際理論不斷的深化和反省回應了對於Mode 2或是跨科際

性的批評，也健全了跨科際性的理論基礎。Mode2概念的出現，洞

察了知識生產的轉變，特別是在全球環境議題以及知識經濟等高度

複雜議題出現後，要求知識生產必需回應這些問題的主張大量增

加，也就是說當知識的生產不再限於大學當中或者是群眾開始對於

知識生產具有主動發語權時，都顯示出大學有必要在研究與課程的

規畫上回應這樣的轉變，大學的角色不再是純粹的知識生產者，

更重要的是能夠將知識應用到真實的脈絡當中，也就是Gunasekara 

（2004）所稱的大學「第三角色」（third role）愈來愈重要，特別是

在今日政府對於大學的補助逐漸減少，經費自籌開始成為大學的重

要挑戰，如何以研究成果來吸引經費，就成為大學的重要課題。跨

科際研究就被視為回應這些挑戰的重要手段，而有關如何促進跨科

際研究的討論在過去幾年來有如過江之鯽，且Mode 2或是跨科際

所宣稱的知識生產的社會化，已經挑戰了傳統大學的角色，在面臨

新的知識生產型式時，大學如何回應？怎麼回應？如何刺激以學科

為本位的學科或課程進行跨科際研究或是教學？將大學課程進行改

革以回應新的知識生產？對這些問題的針砭，有必要討論一個重要

的難題：在高等教育裡將跨科際教育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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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所提及的Mode 2知識系統，跨科際研究被視為重要的

手段，用來解決真實世界所發生的複雜問題，這樣的知識系統強

調合作（collaboration）以及溝通（communication），但更重要的

是，這樣的知識系統具有高度的彈性（flexibility），可以因應真實

世界問題的改變而調整研究的方法以及研究團隊組成等等。因此，

在大學裡制度化跨科際研究，就衍生出許多矛盾狀況。Russell等

人（2008, 466-467）即警告，跨科際事實上是一種實踐的方式，而

不是一種理論或是一套制度，而且其本身高度強調彈性、異質性以

及流動性，因此將跨科際在大學裡進行制度化，事實上會限制了跨

科際的發展。他們指出了這樣的作法將有四個層面的風險。第一，

在大學裡實施跨科際教育，會打破原來的學科取徑，而採取所謂的

研究課群（mega-silos）的制度設計，大學設計課群會因應本身的

研究強項來加以規畫，在這個課群裡，我們的確可以看到跨科際的

研究多元發展，然而在課群和課群之間，則會因為制度化的結果，

課群間的合作即失去了彈性、合作以及交流，而因為大學會選擇將

資源投入在特定的課群內，而課群間的合作即失去應有的資源，某

些課群間的跨科際活動，因為失去資源的投入而消失，此外因為智

慧財產權的實施，許多的有用的知識系統被限制在課群內，因此許

多課群取得以及應用這些知識的機會和管道就被進一步的阻礙了。

第二個風險則是將跨科際制度化後，會使得新的研究問題浮現時，

研究團隊將無法回應這樣的挑戰，「研究者被限於某些主題，將變

得不具創造力以及創新能力」（ibid., 466）。當一個研究領域處於

成熟的階段時，在創新能力上，開始會遭遇所謂的「創新邊際遞

減」的效應，而且這樣的制度化的結果，導致學科缺乏彈性以及創

意，雖不致於威脅到原有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型式，但卻會防礙學

科新的知識演化。第三，制度化的結果，將會限制原本強調跨學科

連結及全面性思考的知識生產系統，例如：永續發展或是環境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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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就非常需要了解經濟、環境以及社會面的複雜關係，而且需

要一套彈性的的互動方式，來面臨這樣複雜的議題，因此將跨科際

研究制度化的結果，必然導致課程僵化以及無法快速的回應新的環

境問題。第四，許多大學選擇特定的課群以進行跨科際的研究，乃

是以能否將研究成果市場化或是能否順利取得研究資金作為考量，

但因為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許多公共的研究經費的產出，卻被私有

化，反而防礙其他相關研究的進展。公共資金、商業及大學間，實

際上存在著許多利益衝突，這不斷的削弱大學本來應該扮演的角

色，例如：審查開發或是對政府提出良心的建言等。

基於上述的風險，Russell （2008）等人認為，大學或是其他高

等教育機構必需將焦點放在跨科際的能力（capability）的建立上，

而不是單單在跨科際研究的成果上（products），他們認為將跨科

際活動制度化鮮少會取得成果，對於大學而言更重要的事乃是去建

立一套機制，去培育出更多跨科際的能力；Russell等人提出幾個

方式，例如更多提供正式以及非正式的互動機會或是獎賞機制的建

立，此外許多的跨科際能力，不見得是基於傳統知識生產系統，例

如溝通、整合、管理等能力的培養，都是建立跨科際研究的重要能

力。

雖然Russell等人認為將跨科際活動制度化的結果，將限制了

跨科際能力的發展，事實上這樣過份貶低制度所能扮演的角色，一

個講求彈性以及靈活性的制度設計實際上是應該存在的，而且這樣

的制度的建立，更是提供許多正式互動和非正式互動的平台。例

如，在大學高階課程中，建立一套具有彈性的、促進溝通、整合、

以及管理能力的彈性課程，是培養Russell等人所指出「跨科際能

力」的重要機制，而且一套具有彈性的教育制度，更擴大了對跨科

際研究問題的參與度，也是一套促進參與者進行溝通及培養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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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訓練模式，Fortuin and Bush （2010）指出，透過課程的設計，

得以培養學生的跨領域能力，進而處理以及面對複雜的環境問題，

Fortuin and Bush在荷蘭Wageningen開設碩士班跨科際課程，此課

程模組要求學生規劃以及管理捷克布拉格的公共綠地空間，課程的

實施分為八週，每週包含不同的任務以及主題規劃，除了準備階

段、田野考察以及撰寫規畫報告，雖然這看似一般的實習課程規

劃，然而 Fortuin and Bush透過所謂的「矩陣式」（matrix structure）

課程規劃，有效的促進跨領域的溝通。所謂的矩陣式即是將學生、

教師以及利害關係人進行分組，分為所謂的「專家組」以及Geo-

group，專家組乃是針對原有學生的學科背景進行分組，例如：政策

分析小組以及溝通分析小組等，這些專家組在田野考察以及資料

收集時，又被重新分配至Geo-group，透過這樣的制度設計，不同

的參與者得以面對面的交流、溝通、以及辯論，而且這樣的分組規

畫，從一開始的準備階段學生即被分到不同的Geo-group，而他們

亦在不同的專家組中研擬出不同的方法以及資料收集方法，Fortuni 

and Bush的研究指出，學生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時間的壓力以及分

組的結果，他們必需開始與來自不同文化、學科訓練的同學進行溝

通，雖然在這個過程當中，衝突（conflict）經常發生，但是卻也帶

來某些共識，最後得以將小組規畫出來的方案落實。同樣的課程設

計，也見於美國的Arizona大學的永續發展課程，Brundiers （2010）

以及他的同事們認為，學校的課程設計有必要提供學生和教師面對

真實世界問題的機會，透過服務課程、實習課程或是問題導向的課

程設計，學生、教師以及利害關係人，在面對真實世界問題時，可

以培養永續發展的關鍵能力，包括了將課堂知識、行動研究進行整

合的能力、合作、溝通的能力等。

從上述的這些案例中可以說明，將跨領域課程制度化的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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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危機，然而，透過靈活的課程設計，可以建立一個彈性的平

台，讓學生、教師以及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在問題解決為導向的學

習過程中，學習相關的跨科際能力，包含了溝通、管理、協調以及

整合等關鍵的能力（capability）。

7.結論

Gibbons及其同事們觀察了當今知識生產系統的趨勢：即知識

生產愈來愈是在應用的脈絡中被生產出來而且具備了高度的異質性

以及跨科際性，而知識的生產者也愈來愈意識到他們所生產出來的

知識對於真實社會的影響。Gibbons將他們觀察的結果，以Mode 2

的知識系統來指涉這樣新的知識生產方式。Mode 2概念的提出，

在 1990年代中後期，引起了極大的討論，許多批評指向Mode 2的

概念完整性以及Mode 2所蘊含的直線性知識生產方式，在這些批

判聲浪中，跨科際性的概念逐漸成為討論的核心。跨科際性強調應

用、溝通以及動態的研究方法（evolving research methodologies），

而且更將焦點放在整合所有利害關係人進知識生產過程中，因為根

據Gibbons及其同事們的說法，Mode2或是跨科際的知識生產不能

獨立於社會而存在，社會大眾在知識生產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愈

來愈吃重，這樣的主張背後的意涵即大學或是傳統的知識生產機

構不再擁有知識生產的壟斷權力。亦因為這些特性，大學或是高等

教育系統亦著手推動以及鼓勵跨科際研究，然而根據Russells及其

同事們的觀察，任何企圖將跨科際活動制度化的政策，都具有高度

危險性，因為跨科際性是強調彈性以及因地制宜的研究取徑，任何

企圖透過制度來推動跨科際研究，將扼殺跨科際的本質。然而如前

所述，這樣的說法過度貶低了制度的功能，事實上，透過一個靈活

以及彈性的制度設計，例如：在大學中實施跨科際教育，更能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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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ls他們所強調的跨科際能力的產出。

當前許多的研究結果，呼應了這樣的論點，例如，荷蘭的

Wageningen以及美國的Arizona大學，都嘗試對於大學課程進行改

革，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以真實世界研究個案作為切入點，雖然

學生、教師以及利害關係人，在設計及規畫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溝

通、衝突不斷發生，但卻也達成一個跨領域的研究結果以及促成解

決問題方案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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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minar on Interdisciplinarity in Universities” in 1970 was 

exceptionally productive for drawing outlines of transdisciplinarity. A 

group of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such as Heinz Heckhausen, Marcel 

Boisot, Erich Jantsch and Jean Piaget gave themselves the Herculean 

task of redefining, “a common system of axioms for a set of disciplines”

（Klein, 2004, p. 515）. They tried to do this by clarifying terms such 

as multidisciplinarity,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ransdisciplinarity to 

set up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to regroup disciplines. The problem of 

interdisciplinarity is involved not only in education but also in research 

because both of them refer to questions in terms of epistemology. They 

pointed out that the path of the studying of an object would usually 

not follow the setting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The cross disciplinary 

inquiry happens inevitably by undertaking scientific activities. The 

activity  “learning” is hence more than memorizing given information, 

which is categorized by academic disciplines. Inquiry and study are 

in this case requested, because learning also means to figure out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This insight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works 

of the German educator M. Wagenschein, namely inquiry-based learning

（in German: genetisches lernen）.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expounds 

why Wagenschein’s didactic method should be the required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for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Keywords: Transdisciplinarity, Inquiry-based learning, Martin 

Wagensch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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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跨科際思維的發展背景，我們可以知道跨科際思維在高等

教育裡的意義是在於提供現有分科教育外另一種組織統整知識的方

式。SHS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目標亦是在催化高等教育機

構內部的改變，讓高等教育機構在既有科系的知識分類之外，提供

學生一種超越現有學科分類思維的知識融通管道。這種組織知識的

管道將建立大學裡的不同學科領域專家學者合作的平臺，讓知識能

用於解決社會上的具體實務議題，也就是學用合一的跨領域知識融

通。但是這個理想需要一些在教學上的參考依循方向。本文將嘗試

說明，國內外當代學者對跨科際此一概念的認知及訴求；跨科際概

念對高等教育如在瑞士巴塞爾大學 (University of Basel)所帶來的具

體影響；以及M．瓦根舍因（Martin Wagenschein1896-1988）的範

例性教學理論對跨科際教育者有哪些參考價值。

關鍵詞：跨科際，範例教學，M．瓦根舍因

前言

本篇文章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以下將說明這撰寫這兩個部分

的企圖和考量。

定義跨科際 =限定跨科際？

在許多流行用語充斥的狀況下，推廣跨科際教育這項任務帶

給懷疑論者一個開始猶豫的理由和藉口：一方面希望跨科際教育這

個概念能被推廣得無遠弗屆，另一方面也擔心跨科際這個概念在強

力放送之後，變成一個空泛的流行用語，如「知識」、「文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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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詞彙，隨處可見，但每位使用者並不一定想知道這些詞彙背後的

意涵。本來無法不靠人而單獨存在的「知識」（Meyer-Drawe, 2008, 

p. 18-21），在當代卻像資產一般可以被拿來「管理」或「轉移」；

或是代表人類生活方式的「文化」（Helmer, 2004）也可以被拿來加

工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生活方式被化約為可被推銷、創作的產

品及商標。

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y）代表著超越現有學科藩籬的知識融

通與溝通
1
，這亦代表著，用現有學科框架下的知識統整思維是無法

去描述清楚跨科際的意涵的。沒有了既有的框架，便擔心跨科際這

個概念被無限上綱，被拿來套用在不同的情況。

為了說明當一種概念被無限上綱而導致的誇張狀況，在這

裡引用布萊C. C. Bry（1924）在他的著作「偽裝起來的宗教」

（verkappte Religion）裡面的一個段落。

即便井底蛙
2
也是在用一種新的角度來看這整個世界。

不過對他來說，所有的事物只是為了讓他的偏執狂熱

（Monomanie）獲得認同。〔⋯〕他的世界把這井底蛙眼界縮

小。在所有每一件事物裡，他都只找到針對他想法意見的證

明。事物本身無法再帶給他任何啟發或感動。他再也無法被

啟發了，縱使有些事物跟他有關，這些事物對他來說，僅

僅是通往表象世界背後的鑰匙。我們幾乎可以實驗證明這種

現象的存在，如果我們跟一個幾乎將反猶太主義當成一種偽

宗教的人，談論在我們桌上的一瓶鹽罐子；他那偏執的、渴

1   本文第二節將會加以詳述。
2   原文Hinterweltler為作者用雙關語的手法將Hinterwälder (中文：鄉巴佬 )寫為

Hinterweltler，Hinterwelt可翻譯為表象世界後的世界。Hinterwelter用來諷刺
那些號稱已經看穿表象世界掌握本質的人，在本文中翻譯為井底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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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找到認同的心靈，在沒兩句話之後，就會開始述說古代猶

太人早在腓尼基（Phönizien）賣鹽的時候就開始騙人的這個

說法，或者是在公家的製鹽廠裡面的猶太籍員工比例過高之

類的言論。他肯定再也沒有辦法，單單只看到一罐鹽。他無

法再用清醒地或用審美的角度來看這罐鹽，對他來說，這罐

鹽不可能代表一罐爭執和眼淚，或是一罐衡量真愛的標準，

或代表家裡是否乾淨清潔的指標，又或者是代表可以去除桌

巾上葡萄酒漬的清潔劑。從這鹽罐中，他只看到那個其他人

就算用他們最活躍地想像力也找不到的東西，那就是猶太人

（Bry, 1924, p. 33）。

布萊在他的書中提到許多在 20世紀初存在的群眾瘋狂現象。一些

迅速流傳卻大有問題的思想，他稱為偽裝起來的宗教，如國家社會

主義。一些念頭、思想、觀念，在當時被加以拼湊，提倡鼓吹，進

而開始流行，被拿來當成解釋許多狀況的唯一答案和解決問題的萬

靈丹和出路，成為一個封閉的理論系統。然後造成了席捲歐洲、牽

連全世界的政治運動，以及留下一些我們不樂見的影響。

這個例子點出了，即便是一種思想主張不清楚本身發展的

淵源和方向，仍然可以找到往下發展的出路，如同哈伯瑪斯（J. 

Habermas）所指出的，有些主張或規範是先被合法化才被合理化

的
3
（Habermas, 1987）。有些人們習以為常的規範，是人云亦云的

結果，而這些思想主張，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

跨科際教育的推廣是經由教育部中綱計畫的方式來進行，這

種途徑或許需要推動者自身不斷地反思：如何得知跨科際思維是帶

3   參見Habermas, J. Wie ist Legitimität durch Legalität möglich in: Kritische Justiz 
1987, S.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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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種新視野，而非一種存在大家腦裡的、集體的妄想？例如，跨

科際是否要取代現有分科制度？跨科際是否訴求發展出一門新科

學？

一個辦法，便是讓它被說明得更具體一點。讓它具體的方

法，便是找到它發展的脈絡，以及找到它可操作的部分，然後去檢

驗它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緣此，這篇文章被賦予了以下的意義。本

文在第一部分將會去追溯跨科際思維發展脈絡與高等教育的關係，

也就是扣住國內外與跨科際思潮相關的重要事件，從中去了解，當

事者為什麼要提倡跨科際的思維？跨科際代表什麼？跨科際思維應

該要帶給我們什麼改變？

若要進一步探究本文所勾勒出的跨科際理論或主張，本文所

列舉說明的事件或案例可以提供深入討論的切入點和基礎。

教學法（Didactic）不是使用說明書！

本文的第二部分，將根據前半段所闡述的跨科際思維發展脈

絡，找出在教學上的一個相對應的參考方向。在此將嘗試說明，瓦

根舍因（Martin Wagenschein）4
的範例性教學法對跨科際教育者有哪

些參考價值。

教學法（Didactic），也稱教學論，狹義來說可解釋為課程

理論，廣義來說是在處理教與學的理論和實務。康美紐斯 J. A. 

Comenius（1592–1670）在他的著作「大教育學」（Didactica magna）

稱教學法為教育的藝術。藝術與技術的差別即在於自行拿捏分寸

4   瓦根舍因 (1896-1988)是德國科學教育家，他的範例式教學可被歸類於溯源式
學習以及啟發性教學，主要強調讓學生主動探究及理解的過程，而不是被動

的接受灌輸。文章後半段將詳細介紹他的教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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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有別於一般產品，不能要求用千篇一律的方法及步驟來

產生一件藝術作品。那自由拿捏的分寸，就如同赫爾巴特（J. F. 

Herbart）所指出的，教學理論和實務之間存在著一到鴻溝，如何連

通這兩者，便是一門藝術。
5

梅爾（Hilbert Meyer, 1997）在他的學校教育導論中指出，倘

若教師指望教育研究成果能提供給教師或學生能確定達成目標的步

驟及方法，那他就忽略學生的個別性和差異性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教學（法）論能提供的是對教師教學行為所提供的解釋，以及提供

教師檢視自己教學行為的參考。在臺灣的高等院校裡，已經有教師

著手進行跨科際問題導向課程的進行，教師們嘗試採取有別於以往

分科教學習慣來設計課程以及進行教學。本文中所要說明的範例性

教學論雖然已經在德國初等教育的實務課程（Sachunterricht）裡行

之有年
6
，但是在這裡主要闡述的是原則，而非既有的課程實例。

瓦根舍因所提的範例性教學論其實包含三項原則（範例性、

探究性的以及蘇格拉底式的），而這些原則的第一項參考價值，是

在於這三項之間無強烈矛盾，讀者可能認為這應該是很基本的，但

是看到現有教學情境，各位會發現其實不然：在教學現場中總是強

調的「公平性」和「尊重差異」這兩項原則所帶來的價值衝突，在

臺灣的教育討論中屢見不鮮
7
。

所以在本文後半部，首先將就範例教學原則的發展脈絡進行

5   赫爾巴特原著；李其龍 (1991)譯。普通教育學。臺北市：五南。
6   B. Thomas (2009)對實務課程的歷史發展和現況說明中指出，瓦根舍因的範例
教學原則自1980年代在德國初等教育的實務課程裡普遍施行。

7   例如在推動十二年國教政策的過程中，教育部規劃103年75%的學生能免試
入學以利所謂的適性教育，但是另一方面卻將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放入免試入

學超額比序項目。免試入學政策僅免去入學考試，卻仍要求統一會考成績代

表著兩種原則的互相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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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在這部分將會說明此教學論是因應哪些教育政策上的問題而

產生？而範例教學論解決這個問題的策略是什麼？以這個問題為切

入點來說明此教學法之原則重點。

在說明的過程中，仍會援引已經曾經使用過的實例，一方面

讓大家能具體的了解範例性教學原則如何被拿來操作，一方面還能

讓讀者了解，此原則在既有的學校教學環境裡實行的困難性。我們

可以藉此討論，一般學校機構裡的限制條件是否在大學這個教育機

構也是無法避免的。

倘若有志於推動跨科際教育的教師對範例性教學原則產生共

鳴，或許還可以藉著範例教學原則來解釋自己的教學行為，表達出

自己的教學理念。

為什麼要跨科際？跨科際思維的發展脈絡

跨科際在高等教育機構裡的意義

跨科際（Transdiscilinary）在國內的教育文獻譯作『超學

科』，早期的相關論述可見於民國八十年六月的教師天地專論「科

際整合教育」系列文章中。黃政傑（1991）於「以科際整合促

進課程統整」一文中，介紹七個與「科際整合」相關的名詞，

從「學科」（descipline）到「超學科整合工作」（transdisciplinary 

work）。他指出，「超學科」主張「各學科知識有其共通性和一體

性」（黃政傑，1991, p. 40）。但是黃政傑的專文是探討科際整合工

作（interdisciplinary work）和課程統整的關係，對跨科際或超學科

並無太多著墨。在當時，主要是以「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作為這股思潮的核心概念
8
。

8   就時間上的順序來看，在這期刊專論的六年前，就已經有一群在臺灣想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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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y）此一概念的討論，可追溯到

1970年代（Klein, 2004, p. 515, Balsiger, 2005, p. 18-139）9
。1970年，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簡稱OECD）的一個附屬機構『教育研究

暨創新中心』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簡稱

CERI），針對『跨科際』研究以及教育上的問題舉辦國際會議進行

討論（Seminar on Interdisciplinarity in Universities）。當時這個研討

會的目標是在是在處理以下的問題：如何統整知識以及這樣的知

識統整對大學研究與教育的意義是什麼？（how to unify knowledge 

and what the many implications of such unity are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ies.）（Duguet, 1972, p. 11）

與會的科學家， 如黑克豪森 (Heinz Heckhausen)、波亞梭 ( 

Marcel Boisot) 、 陽 許 (Erich Jantsch) 和 皮 亞 傑 (Jean Piaget) 發

表自己對既有的學術分科主導教學的省思。當時亦是使用

“Interdisciplinarity”來描述在研究時需要統整不同學科領域的現

象，其目的是要從一整套學科系統當中，找出公理或通則（a 

common system of axioms for a set of disciplines）（Klein, 2004, p. 

515）。與會學者指出，既有的學科制度讓知識分裂成片段，而他

們使用了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ity、界領域 interdisciplinarity和跨

科際 transdisciplinarity等詞彙來嘗試說明，如何在高等教育的範疇

下，找出能重整（regroup）片段知識的教學及研究方法。從這個

研討會中我們可以知道，跨科際思維直接關連到教育與研究，因為

它們都牽涉到如何獲得知識的這問題。

進學科間交流合作的學者，成立了中華民國科際整合研究會。此研究會探討

許多與臺灣社會高度相關的具體議題 (梁尚勇&陳水逢，1988)。
9   雖然在1958年便有跨科際相關研究的學術出版品 (Jantsch, 1947, Luszki, 

1958)，但是本文主要針對國際會議上正式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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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主要將依據與會學者的看法來說明以下兩個問題：

1.  知識產生的過程和學科之間有何關係？

2.  有別於既有學科分類的知識統整，跨科際對大學研究與教育的意

義是什麼？

知識產生的過程和學科的關係？

這研討會從開始界定何謂科學和學科開始。會中學者們首先

將科學及學科界定為一種活動。會中討論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如何

判定兩個科學家同屬一個科學範疇或學科？當時提出四項評斷標

準：1.這兩者受過相當類似的教育；2.兩者彼此間有相當頻繁的互

動；3.他們所採取表現出的行動相當類似；4.他們屬於相同性質的

專業機構（Apostel, 1972, p. 146-147）。這四項標準並沒有在「兩

位科學家」上多做著墨，假如我們用這四項標準來看兩位演員、兩

位木匠，一位公車司機加計程車司機，我們會發現這三組人都符合

上述標準。所以這四項只能解釋，如何分學科；要解釋什麼是科學

還要另一番論述。所以我們需要來看看另一個由黑克豪森提出的解

釋，學科代表“專業的科學性探究某一特定同性質的題材“（the 

specialized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f a given homogeneous subject 

matter）而且這種探究的過程讓我們經歷一種知識的汰舊換新過程

（eliminates old knowledge and produces new knowledge）（Heckhausen 

H., 1972, p. 83）。也就是說，科學研究就是致力於藉著發現法則，

將真實世界的現象轉換為可用科學方法進行的現象（Boisot, 1972, 

p. 90-91）。黑克豪森進一步整理出七種界定學科的說法：1.根據一

門學科的研究領域（material field），例如動物學研究動物，植物

學研究植物。2.根據要取得的研究數據資料來劃學科界線，如生理

學要從活體上取得解剖學、物理學和化學資料。3.根據理論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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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和理論要解釋的對象如心理學在解釋生物與被感知的環境之

間的互動。4.根據固定的研究方法來分學科間的界線。5.分析方法

亦能被歸類成一門學科如描述或推論統計和邏輯。6.根據實際應用

的專業領域來劃學科的界線，如醫學或教育學。7.一些歷史事件或

當時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影響學科的發展；如孔恩所提的典範轉

移。

雖然用這七種說法可以幫忙我們將一門學科從其他學科區別

出來，但是同樣的這些說法也是可以拿來指出既有學科界線的不清

楚之處；如同第三項，我們可以根據既有理論來判定學科領域，

如慣性定律之於古典力學，但是庫侖定律（Coulomb's law）不但

適用於電學、引力及磁力；還可用以解釋城市之間的經濟流動現象

（economic flow between cities）（Boisot, 1972, p. 93），這代表源自

一個學科的理論或法則也可以成功地被應用在其他學科。

皮亞傑則是以另一角度切入：他先對實證主義主導學科發展

及大學組織結構的這個現象提出反思及批判。他指出，根據孔德

（A. Comte）所奠定的科學分類方式所發展的科學活動聚焦在由觀

察出的事實，並且從中找出規則，但是要到理解事實之間相互關

係，中間還有一段差距。如此降低了學科知識間的共通性，增加了

複雜性
10
。他進一步指出，從事科學研究活動之前，人的直覺會影

響研究的路徑，而這種路徑通常不會按照設定的學科來發展，跨學

科的狀況必然會發生。例如幾何圖形的認知不只是取決於物體在空

間的特性，也取決於行動者，或受到兩者同時影響，所以幾何圖形

認知不僅是遺傳心理學和認識論的問題，也跟物理和數學空間之間

有關係（Piaget, 1972, p. 127-130）。

10   因為學科根據「邏輯實證主義」 (logical positivism)被要求將所觀察到的資料
轉譯成另一套我們不熟悉的語言：數學公式 (Piaget, 1972,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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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傅柯（1994）對學科（Discipline）的解釋，我們可以知

道學科在學校機構裡只是一種不斷重複的「規訓」（Foucault, 1994, 

p. 205-234）。

這些學者的經驗分享告訴我們，倘若要進行科學研究的話，

就不能理所當然地持續按照既有分科方式來傳授及學習知識。

跨科際對大學研究與教育的意義是什麼？

在這場研討會不但從科學研究的本身來看既有分科方式的缺

點，還從社會貢獻的角度來看跨科際的必要性；會中指出，跨科際

思維是一種讓大學功能健全的方法。

陽許認為，大學應該要讓科學活動與社會創新的需求之間能

相互回饋，重新組織符合社會發展目標的科學研究（Jantsch,1972, 

p. 99）。

陽許還指出，大學的教育工作與研究發展狀況已經開始失去

交集，而且這已變成一個問題。尤其是在複雜的科技領域裡，這一

點更是明顯。陽許認為工業在當代有一個任務，它必須重新組織科

技與社會系統，使其相互配合。他認為，電機工程教育的內容沒有

顧慮到這項工業應該承擔的責任。因為負責電子科技發展的學程，

電機系或資訊系，都將焦點放在產品上，並沒有注意到這項產品在

社會上會扮演的角色（Jantsch, 1972, p. 111）。

陽許藉此說明了系統性思維，即便是我們無法窮盡所有的知

識體系；但是我們能夠避免單點或直線式的思維，尤其是在遇到問

題的時候（Jantsch, 1972, p. 99）。假設我們做了一件事，解決了今

天困擾三個人的問題，卻影響了一萬人明天的生計。那還該不該

做？下決定時的考量因素又是什麼？這都是處理問題時應該要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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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舉一個今日的例子，有多少多功能手機的擁有者，真正完全使

用到他的手機能提供的功能？（如藍芽）有多少電力和材料的消耗

是在沒有實際需求的情況下發生？再想想手機回收後的下場，我們

不禁要問，這些消耗是必須且不可避免的嗎？而且它的後續效應是

什麼？

陽許提出的系統性思維，提醒我們在解決問題時，首先要

多方面考量到影響層面，根據影響層面來做價值判斷。因此在他

的「跨科際大學的結構」（Transdisciplinary University Structure）

（Jantsch, 1972, p.104-117） 藍 圖 中， 價 值 和 意 義（Values and 

Meanings）是位在這整個思維系統裡最高層級的地方，在規範層

級（Normative Level）、實用技術層級（Pragmatic Level）以及經驗

層級（Empirical Level）之上。他駁斥了科學是不帶價值判斷的說

法，將皮亞傑的「發展」概念，用在科學發展上，指出科學發展的

價值是在建構「智慧體化」的世界（an anthropomorphic world），

將自我更新（self-renewal）視為教育的目的。（Jantsch, 1972, p. 

98）他將整個世界視為一個有機體，並認為人類身為這有機體的一

部分應該維護其發展。大學這個高等教育機構應該依循整合科學、

教育與創新的系統思維來運作（integrated systems view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Jantsch, 1972：100）。

我們可以在不同地方看到對陽許的跨科際主張的共鳴，以及

這種環保訴求對跨科際研究和教育的後續影響。

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70年代所推動的人

與生物圈計畫（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此計畫目標為站

在科學的基礎上，來改善人與地球環境的關係。這個環境教育與生

態研究計畫帶來了連鎖效應，一個具體的成效是目前全世界有 117

個國家設立生態保護區，保護區的數量高達 621個（Ma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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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phere Programme, 2013）。

瑞 士 環 境 與 生 態 研 究 學 會（Swiss Academic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ecology）便是在 1972年因應人與生物圈

計畫而成立。這個學會帶給跨科際研究以下貢獻：生態研究結果

指出，生態系統的複雜性無法用幾個單一學科研究相加的方式來

進行探究。在 2000年時，此學會成立跨科際研究網（Network for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簡稱 td-net），提供跨科際研究者一個合

作交流的平臺。2008年，此一平臺改由瑞士人文暨科學院（Swiss 

Academies of Arts and Sciences）經營。此跨科際平臺關注的研究重

點從環境以及永續議題相關研究領域，逐漸往各種不同的研究領域

延伸擴展。這個跨科際網路平臺有系統地提供閱聽者跨科際相關文

獻：它列舉許多需要涵蓋不同領域的跨科際研究計畫、論文以及專

書，在專書中提出對跨科際概念的解釋，而跨科際意涵的說明是從

上述研究成果歸納出來的。

例如，該網站的一篇研究統整分析自 1970到 2005年的跨科際

（transdisciplinary）四百多篇相關研究論文後發現，聚焦在跨科際

研究的學術期刊（transdisciplinary-focus journals）幾乎都是問題導

向的（problem-oriented）。此研究依循 Jantsch的觀點，將跨科際的

訴求定義為「連結學術及真實世界的議題」（engage with both the 

academic and life-world issues）（Kueffer et al., 2008）。

依據歸納統整的原則
11
，這個跨科際平臺的成員編撰了「跨科

際研究手冊」（Handbook of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此書對『跨

科際研究』一詞提出以下的解釋：

11   書中收錄了十九個跨科際研究案例，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推動的人與生
物圈計畫到肯亞的河川整治，德國福來堡市的社會—空間便捷性，到加拿

大魁北克的戰後社區翻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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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無法用現有學科知識來解決重大社會議題的時候，而

且這個問題本身的具體狀況是不明確的時候，我們需要跨科際研

究。跨科際研究有四項功能：1.去理解這個問題的複雜性，2.考慮

到真實世界和科學方法看待問題的差異性，3.將抽象知識和具體案

例連結在一起，4.發展出有利於大眾福祉的知識和技術。』

根據書中的十九個案例，跨科際研究過程可被分成三部份：

1.  界定問題並將其結構化。

2.  分析問題。

3.  將研究成果付諸實現。

在第一階段，整個研究計畫必須是已經有完全考量到各部份

的：首先要指出和這個議題相關的學科，以及學習和本研究問題相

似的跨科際研究，然後要考量到在真實世界的實際需求，現有科技

發展狀況以及既有法規。為了讓科學知識和實際狀況做連結，已經

被界定的問題可以因為不同的行動者的關係被再重新制定。這是在

跨科際研究過程中，首先會展現創意思考的地方，比如找了解事物

的新方式，用以連結不同的看法。

在上個階段，一個真實世界的問題被陳述為數個子問題並且

開始進行研究。這個部份則需要將釐清這些子問題之間的關聯性，

也就是研究者需要進行資訊的整合。在這個整合的過程中，研究者

可以使用不同的合作方式或整合模式，但是仍要持續修正統整出的

結果。

在統整不同研究的成果之後可產生實際的方案來回饋到實際

的生活上，以及提出後續研究的方向。為了讓研究者能夠經歷學習

過程，『將研究成果付諸實現』在進行跨科際研究的過程中就會發

生。畢竟，跨科際研究的場域是在真實世界，而非實驗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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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所帶來的影響才能被大家觀察到，或者是所學到的教訓才能

在往後派得上用場（Christian Pohl & Hirsch Hadorn, 2007, p.4-9）。

跨科際研究手冊還嘗試描述，我們的學問是如何因而處理真

實世界問題而達到學以致用的：行動者需要系統性知識（System 

knowledge）來以不同的面向及角度來描述及界定問題。現有分科

教學，便是在傳授不同學科體系所建構的系統性知識。研究者會因

其學科背景而具有一定的問題意識，根據此問題意識找到探究真實

世界問題的切入點，將真實生活上的具體問題轉換為學術研究尚可

處理的待答問題。不同學科的多元角度給同一個真實世界問題許多

不同的研究方向。當行動者面對真實世界問題需要作決策判斷的

時候，需要目標知識（Target Knowledge），如在分析既有法規政

策時。在行動者帶來實際的改變的時候，他展現的是轉化性知識

（Transformation Knowledge）。這些改變可以是具體的改善方案，

也可以是價值觀或觀念的改變（Hoffmann-Riem et al., 2008）。由此

可知，跨科際並不訴求破除現有學術分科體系，創立新科學；而是

強調大學在社會裡的意義和科學研究與真實世界的連結。

跨科際在瑞士高等院校的發展

在上一段提到的跨科際研究，看不出來跨科際和高等院校裡

的教育工作有哪些實務上的連結。順著以上學者所闡述的跨科際思

維，瑞士巴塞爾大學的人類社會與環境學碩士學程的發展過程可以

說明跨科際思維如何將研究、教育和社會影響三者連在一起的。

瑞士巴塞爾大學首先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它在 500週年和 550

週年的紀念文章中都不忘省思大學在社會上的定位和大學的實質價

值：雅斯佩斯 (Karl Jaspers)，在 1960 年巴塞爾大學 500 週年校慶演

講時，反省大學是否培養出專家，讓他們運用專門知識來維護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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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福祉。他的論述亦點出大學對跨科際的需求；他說：「儘管大學

裡有五花八門的科系，它們的加總仍然無法給我們完整的知識來處

理人類的問題。分科教育讓大學變成專科學校。要如此的教育培養

出能解決人類問題的人才，是一個錯覺。」(Kreis, 1986, pp. 6-7) 

550週年校慶之際，巴塞爾大學回顧自己如何解決公眾的問題

帶來社會貢獻。布爾格 (Paul Burger)和傑尼 (Leo Jenni)檢視巴塞爾

大學從 1986至 2010 年的發展過程，發現這個大學在進行一個組織

結構改革實驗，一個如何將學科統整和真實世界問題連結在一起的

跨學院組織結構發展實驗，這個改革的具體結果為永續發展碩士學

程（Burger & Jenni, 2010）。

這一個校級跨院課程整合計畫的發展背景可回溯到兩項重要

事件：跨科際課程的實施與人類社會與環境基金會的成立。

1986年的校長亞伯 (Werner Arber)提出跨科際課程計畫，這個

計畫是依據巴塞爾大學教師群在社區大學與老人大學裡的合作經驗

而產生。巴塞爾的教授們在社區大學裡，和對科學感興趣的一般大

眾進行了深入且帶給雙方許多收穫的對話。基於這樣的經驗，亞伯

計畫讓巴塞爾大學內全校的學生和助理助教能經由課程活動，跨到

自己陌生的科系，進行跨領域的對話。

從 1987年的冬季學期開始，大學內各科系提供全校學生與助

理助教，每週二下午兩小時的課程，讓他們去認識不同的陌生學科

領域。推動初期，執行委員會受到許多來自各院系同仁們的抱怨和

質疑。他們不理解為何要在大家所習慣的分科制度之外，還要求跨

院跨系的溝通合作。同仁質疑的態度卻因當地的一個重大環境事件

而發生轉變。

1986年 11月 1日，萊茵河旁的山德士（Sandoz ）農藥倉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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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火災事件引起巴塞爾大學校園內師生的關注。師生們體認到，在

面對這個嚴重影響當地人類，社會及環境生態的眾多問題時，顯然

無法用單一學科的研究角度來處理。結合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

學的跨領域合作在這裡顯示出它的必要性。

大學委員會的學生代表要求，巴塞爾大學必須要提出有效的

對策來消除社會大眾因這個災害所帶來的不安和疑慮。亞伯校長立

即回應這項訴求，並提出工作方案；在每個學院裡都必須開始發展

跨領域的研究和學說，每個科系都需要提供溝通能力的訓練課程以

及發展生態學相關研究。

因應上述任務，巴塞爾大學在同年 12月組成人類—社會—環

境跨領域工作小組。在這個小組裡，巴塞爾大學的教授、學生、助

理們和校外的專家一同合作。在既有大學機構外，還組織了可靈活

轉換的工作網路，並且列出在大學內所有與環境相關或跨領域的課

程，研究或學術活動清單。這些工作讓巴塞爾大學改革了管理委員

會的組織結構以及改善科系間的合作關係。

1987年開始，這場災難的所在行政轄區瑞士的巴賽爾鄉村邦

（Kanton Basel-Landschaft）的邦議會每年提供一千五百萬瑞士法

郎成立專職基金會，人類—社會—環境基金會（Stiftung Mensch-

Gesellschaft-Umwelt）應孕而生。此基金會的管理委員會成員為由巴

塞爾大學六個學院內選出 18位教授、助理及學生代表。此基金會

的發展目標是將所推動的研究計畫最終盡量整合到大學機構之內。

此基金會自 1994年到 2005年共補助了 39項研究計畫，研究範圍涵

蓋自然科學、文化、經濟、健康和環境領域。為了協助研究人員在

進行跨科際研究，在計畫推動期間，此基金會提供許多界領域研究

課程或工作坊等進修機會。界領域在此是指，藉由幾門學科間共同

合作，來分析人類和環境生態之間的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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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在人類—社會—環境基金會的扶植下，巴塞爾大學

內通過一向能整合大學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三種功能的持續發展計

畫。到 2009年，這個計畫發展為跨校內各學院的永續發展碩士學

程（Burger & Jenni, 2010）。

此學程著重在人類社會環境的可持續性發展研究，因此安排

涵蓋不同學科的實作課，學生在此學程中進行人類社會環境的可持

續性發展研究，學程安排涵蓋不同學科的以實作為導向的課程，在

環境學課程中，學生需要學到自然科學及文化和社會學在環境學的

影響和應用；在工程領域中，會介紹幾項現代工業所使用的重要材

料以及相關的社會和法律規範；在科技領域將「社會可接受的科技

創新和永續資源管理」放入課程當中。在這裡，界領域代表學科間

的學術研究合作，而跨科際代表學術界跨出大學，與實務相關人員

的合作。

根據陽許的闡述，大學教育之目的是要讓人類社會及環境進

行自我更新，我們經由巴賽爾大學的跨科際教育發展案例可以具體

的理解，自我更新會是大眾在生活上面臨重大問題時，這個問題引

發人們思考及找答案。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一個涵蓋不同學科領域知識問題的迫切

性和重要性會讓學者專家、學生和社會人士來共同處理探究。但是

這又帶來兩個問題：人一定要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嗎？臺灣人民曾

面臨不少重大複雜問題，這些公共的社會事件似乎未曾讓臺灣的哪

一所大學，整合校內及校外人力及資源。難道這些問題不夠重大、

不夠迫切嗎？倘若問題的迫切性是取決於當事人的認定，在教育的

範疇我們就需要去探究，一個人在怎麼樣的情況下才會體認到生活

中公共議題的嚴重性，而不需要等到迫在眉睫時才想到來面對？

(10)Define(2015-03-18).indd   93 2015/3/23   下午 07:04:54



94　界定跨科際

跨科際思維要從行動者對真實世界問題的探究開始

許多科學家在『教育研究暨創新中心』所舉辦的研討會中指

出，在進行徹底的科學研究時，探究的路徑是不會受既有學科框架

所控制的。

但是，要如何讓其他人，尤其是學生也有以上的洞察和體會

呢？

巴賽爾大學轉型案例中亦讓我們思考，人要在怎麼樣的情況

下會去探究生活中所面對的問題，而不需要等到迫在眉睫時才想到

來面對？

從臺灣推動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的方法策略來看，

明顯與國外案例有以下差異：上述之跨科際學程主要是從跨科際研

究開始累積經驗，從中發展高等院校的學程；而在臺灣採取的做法

則是鼓勵並輔導國內各大學教師發展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亦

即要從教學開始。

在下個章節將簡介曾在20世紀 50-6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三大

教學流派之一，由瓦根舍因所發展出的「範例教學論」
12
，又稱為

「溯源式—蘇格拉底式—範例式的教與學」（Genetisch-sokratisch-

exemplarisches Lehren und Lernen）。並且嘗試藉由闡述這個教學理

論來找出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

瓦根舍因的教學論被李其龍（1999）翻譯為範例教學論。以下

將就其發展由來和內容一一說明。

12   與之相提並論的是蘇聯贊科夫的新教學體系和布魯納的學科結構教學論。(
李其龍，1999,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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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教學原則嘗試處理的問題

在 1965年，長期在德國學校裡推動科學教育的瓦根舍因，經

由德國黑森邦廣播電臺發表「被掩蓋了的知識」（Verdunkelndes 

Wissen?） 13
（Wagenschein, 1966）。這篇演說，點出了當時德國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體制內學校教育的問題。當時學校教育部門採用

百科全書式的課程規劃，增加學科數目及內容和課程時數。瓦根舍

因提出以下幾點批判。

「揠苗助長」與「彷彿知道 /證照知識」

瓦根舍因認為，當教師過早教學生抽象的定理或者教學生科

學研究成果時，會剝奪學生自己去探究並從中歸納出知識的機會，

阻礙學生學習科學。他以揠苗助長（Vorwegnehmen）的比喻來說

明這個現象（Wagenschein, 1999, p. 11）。針對這一點，瓦根舍因引

用義大利的教育改革先鋒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對兒童需

求的詮釋：「幫助我，讓我自己來」（Wagenschein, 1999, p. 79）。

瓦根舍因指出，學生在學校為了準備考試，蒐集和背誦了很

多東西，然後很快地就遺忘了。這些被稱為知識的東西，是一些

相當受歡迎的空話，但是在處理自己生活上實務問題時卻沒多大

用處。知道這些東西反而阻擋我們去探究理解生活上真實存在的

現象（Wagenschein, 1999, p. 66）。瓦根舍因稱這些人們以為他知

道，但是自己卻未曾好好想過、確認過的資訊為「彷彿知道 /證照

知識」（Scheinwissen）（Wagenschein, 1988, p. 91）。他舉一個當時

很熱門的例子，來說明「彷彿知道 /證照知識」的存在：當時因為

13   此篇演講發表於1965年7月5日，於1966年被刊登在戰後才開始發行的
「法蘭克福人雜誌」(Frankfurter Hefte)第四期的261至2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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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人登上月球的新聞，月球離地球三十八萬四千公里成為了普通

的常識。而一位天文臺館長，趁著這股熱潮，普查參訪天文臺的民

眾，詢問他們會在月圓後會先看到上弦月還是下弦月？調查結果發

現，80%的德國民眾（上至部長下至工友）卻都不知道正確的答案

（Rudolf, 1964, p. 7）。而這個答案卻只需要自己觀察便能知道。

僵化的實驗課和學科術語

瓦根舍因指出，當時的自然科學課程提供一些繁複且讓人難

以理解的實驗，而忽略了一些在生活中經常可見的真實現象。而

且在被標準化，「說一動、做一動」的實驗過程中，鮮少讓學生

自行去發現，這個實驗和他生活中的哪個自然現象有關；實驗結

果是否符合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或者是否真的可以用到生活上

（Wagenschein, 1999, p. 52）。例如，傅柯擺的實驗（der Versuch des 

“Foucault´ schen Pendels”）是在教地球自轉單元時會出現的課程內

容，但是這如何連結到我們生活經驗當中，或者是學生要經由什麼

方式來理解，是一個問題。

據此，瓦根舍因堅持，學生需要探究及掌握的自然現象和

定理，必須要從學生自身的生活經驗切入，對瓦根舍因來說，要

讓學生「理解」，首先要讓他能對現象產生興趣（Stehen auf das 

Phänomen）（Schipperges, 1976, p. 38）。學生經由自己生活經驗開

始探究自然現象，對學生較容易一些。

另外，瓦根舍因還對科任教師在課程中使用行話、術語的現

象進行評論。專業術語的使用可讓同業間能在短時間內對方欲傳達

之重要訊息，但是當老師在課堂上使用學科術語時，學生需要先翻

譯這些術語才能消化了解課程內容。這個過程讓學生的學習變得更

複雜了。這些狀況尤其是在自然科學領域更常發生，師生可以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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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量化公式的方式來表達要教與要學的內容。瓦根舍因認為，持

續不斷地重複使用術語會讓專家失去判別口語和文字上細微差異的

敏銳度，他用的字彙量會越來越少。一旦專家習慣極度精簡的溝通

方式，便很難體會外行人為何或者是哪裡不懂他要表達的內容，

他也不會以易懂的方式讓外行人懂（Wagenschein, 1999, p. 52）。瓦

根舍因的這個看法和上個章節皮亞傑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相互呼

應。

強調形式上系統性的課綱

瓦根舍因批評當時的課程綱要所規定的教材片面強調系統，

而不研究各具體內容對學科以及學生能力培養的具體意義。他強烈

質疑，有哪一種課程教學可以讓學生可以毫無缺漏地掌握某一個學

科領域的全部知識與能力。但是以往的教學實踐中，往往可以發

現，學校常拼命地嘗試讓學生點滴不漏地學習每門學科知識。而且

一門學科越老，學科體系越堅固，結構越嚴密（李其龍，1999, p. 

4-6）。這種形式上強調系統性的課程規劃將一門學科視為範圍內

子領域相加的總和。

這種片面強調系統但實際上卻無規劃的狀況還可從以下兩個

例子中發現：

瓦 根 舍 因 批 評 由 不 同 科 目 拼 湊 而 成 的 每 日 課 表

（Kurzstunde）。這種安排將內容上無關聯的課程連在一起的方式，

他質疑這樣的課程規劃是否真的有組織有安排？對此，瓦根舍因

提出週期課程（Epochenunterricht）的概念（Wagenschein, 1988, p. 

295），週期課程代表安排學生在一段時間（數週）裡針對一個課

程主題進行密集性的學習。這段從學生對教材內容不了解到對內容

探究出一番心得的時間被稱之為一個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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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根舍因以當時高中物理課要教的波耳原子模型（Bohr’sches 

Atommodell）為例，來說明當時學校裡，因片面強調系統而指定要

教一些不清楚的教材（Unanschaulichkeit）。瓦根舍因認為，波耳

模型本身有許多讓人爭議之處，例如電子在圓周運動時會發出電磁

波，而讓電子逐漸喪失能量而脫離原軌道，波爾模型並沒有針對此

現象提出解釋。這些尚未釐清的地方，在中學物理課程經由簡化波

耳模型的方式而被略過不談。在當時，編訂課程綱要及教材是根據

百科全書式的原則，而波爾模型因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所以被

納入德國中學物理課的必要教材，但是卻是一個被簡化的，聲稱以

中學生的認知發展程度能理解的版本。

瓦根舍因建議，選定的課程內容應該是讓學生徹底探究的對

象，而不是被簡化而簡單帶過的教材。這些片段資訊的傳授反而讓

中學生以為他們學過以及知道各學科裡的重要知識，這便是之前所

提的「彷彿知道 /證照知識」（Wagenschein, 1999, p. 71）。

溯源式的、蘇格拉底式的、範例式的教學原則

瓦根舍因教學原則的目的和企圖是要讓以下三種特性能在

學生身上逐漸成形（Formatio）：1.有建設性的機智（Produktive 

Findigkeit）；2.生了根的求知慾（Enraicinment）；3.批判思考能力

（Kritisches Vermögen）（Wagenschein, 1999）。

1.  有建設性的機智（Produktive Findigkeit）首先強調學生獨立思考

的價值，尤其是在自發地體認到生活中某特定問題的重要性時，

能去釐清此問題的內容與性質並思考處理之道。對瓦根舍因來

說，這項特質並非與天俱來的天賦，而是經由教育獲得。

2.  讓求知慾開始紮根則是強調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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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批判思考能力則是應用在求證解答有效性的過程，亦即「大膽假

設，小心求證」這句話的後半段。

為了要達到這三個目標，瓦根舍因長期在自然科學領域進行

一套教學流程。

瓦根舍因在實際課堂教學時，會經由展示一個日常生活中可

見的自然現象開始，一陣沉默之後，有的學生會進行對現象的描

述。然後有時候不是老師，而是學生會提出「為什麼會這樣？」這

個問題。伴隨而來的，經常又是一片沉默。當有學生提出解釋和進

行討論時，瓦根舍因會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誰剛剛有仔細聽清楚這位同學的發言，誰理解他所說的？」

「這位同學，您剛剛所說的意思是⋯⋯」

「我們現在在討論什麼問題？」

「我們到底要（知道）什麼？我們現在進行到哪裡了？」

在他的教學中，他嘗試讓學生從對教材內容感到驚訝和好奇

開始學習；先呈現自然生活中可見的自然現象再帶科學實驗；先呈

現質性內容再教量化的資料；先從現象著手再教理論或模型；先談

發現再談發明；先讓學生不用現成工具實作再讓學生操作工具儀

器；將專業術語概念融入日常用語；先注意比較慢反應的學生而非

反應快的學生。

這教學過程裡面隱藏了三項教育與學習原則：「溯源式的、蘇

格拉底式的、範例式」的教與學。

溯源式的

如上所述，瓦根舍因在課程中不主動講解，他任由課堂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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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間歇性的沉默，等待學生自行對現象進行描述、提出疑問和解

答。這看似相當簡單的過程背後隱藏著他的一項教育企圖和需要教

師的專業訓練。

瓦根舍因在「看見與瞭解自然現象」（Naturphänomene sehen 

und verstehen）一文中指出，「溯源式」這個原則首先訴求在教師

養成過程中，教師對將來要教授的內容是否不但能「知其然」，亦

能「知其所以然」（Wagenschein, 1988, p. 310）:也就是教師自身要

探究他所要教授的每門學說理論形成的過程，例如當他要帶學生認

識地球自轉這個現象時，他需要自問，一個人要怎麼知道地球自轉

這個現象？縱使這位教師僅欲藉由傅科擺來讓學生了解地球自轉，

他自己應該先研究過傅科擺這個儀器是如何讓人將眼前所見和地球

自轉現象連結在一起的？以及在發明傅科擺之前，曾經有哪些人提

出與地球自轉相關的說法，這些人又是如何導出結論的？教師自己

的探究歷程，會幫助他去理解學生在探究過程中可能走到的地方。

試問，當一位教師自己沒有經歷過這些追根究柢的過程，在

課堂上要教的內容是被告知而來的，那他要怎麼判定學生是不是

「彷彿知道」?而且他將要憑什麼來掌握學生探究學習的狀況，又

要如何協助學生培養「有建設性的機智」?

瓦根舍因使用 genetisch這個詞彙來說明他溯源式學習的原

則，對應到他強調課程教學要達到的「紮根」（Enraicinment）目

標。不論是紮根，還是探究前因後果、來龍去脈，都代表教與學應

當是一種持續發展的歷程，而非既有的主流學說。如上一節所提到

的，在深入探究的過程中可以發現，除了觀察電、磁、力現象可推

導出庫侖定律外；庫侖定律甚至可從城市間的經濟流動現象觀察出

來。這又回應到科學探究的路徑不一定會按照設定好的學科框架來

發展。

(10)Define(2015-03-18).indd   100 2015/3/23   下午 07:04:54



跨科際思維與範例教學原則　101

蘇格拉底式的

瓦根舍因引用蘇格拉底的接生術比喻（Mäeutik）來說明他的

啟發式教學原則，瓦根舍因認為，學生需要自己來找到問題的答

案，而教師是那個協助學生經歷洞察及領悟的人（Wagenschein, 

1999, p. 75-78）。蘇格拉底的問答法旨在讓對話者從以為自己知道

的狀況到發現自己其實卻不知道。但是這種對自己無所知的體認，

並不代表當事人全然無知，而是恰如《論語．為政第二》篇所云：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情境。倘若一個人僅僅體

會到，不論如何學，反正也無法擺脫無知的命運，那他為何還要學

習？這裡的自知無所知，是具有特定前提條件下的無知，代表尚未

知道的地方。

承接之前所提的地球自轉現象，當課堂上的學生都以為知道

地球自轉的現象之後，瓦根舍因期待這時候出現以下的問題：「如

果地球自轉得那麼快，在沒有刮東風的情況下，我家院子樹上的蘋

果怎麼不會掉到西邊鄰居家的院子裡呢？」他期待這時候在學生

身上看到「建設性的困惑」（Produktive Verwirrung）（Wagenschein, 

1999, p. 94-95）。

基於蘇格拉底式的教學原則，教師的任務之一在協助學生明

瞭，針對所面臨的問題，自己知道什麼以及還不知道什麼？而當事

人知道自己還不知道的地方，才知道應該要探究什麼。

範例式的

瓦根舍因引用《論語．述而》篇中所提到的「舉一反三」來

說明，要當成範例的教材必須要讓學習者透過對此範例來掌握在某

一特定領域內普遍性以及通用性的知識或者是由此來獲得一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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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概觀（Wagenschein, 1999, p. 30）。而他認為，真正具有系統

性的教學規劃，是經由一個具代表性的範例，讓學習者找到探究一

個領域的切入點。例如在數學領域中，對質數的徹底通透的探究，

就能繼續探究公因數、公倍數、約分、通分等課題。又或者是經由

對蛔蟲的研究便能探究其宿主的生理和所在環境的狀況，蛔蟲在這

裡之所以具代表性，因為對它的觀察和分析可以引發後續一連串探

究，而學生亦可學到，以指標性對象來探究一個領域的研究方法

（Wagenschein, 1999, p. 33）。

與瓦根舍因同時代的德國教育學者卡拉夫基（W. Klafki）將範

例原則從自然科學領域擴展至社會人文領域：範例提供學生可具體

理解的對象，讓學生由此去理解被分類在不同學科的抽象原理原

則。例如經由希特勒讓威瑪共和國進入第三帝國的例子，來理解

德國歷史的發展。依循範例教學原則以及批判的訴求，卡拉夫基將

教材區分為工具性的題材（instrumentelle Themen）和潛在解放性

的題材（potenzielle emanzipantorische Themen）。後者包含生化科

技、環保、核能、戰爭衝突問題等公共議題。經由這些例子讓學生

學到學科知識之間的關聯性（朱啟華，2002, p. 77-86）。

對於習慣當時百科全書式課程編排的社會大眾，瓦根舍因特

別說明，範例式教學的方案不是簡化課程內容，而是深化學生的學

習。但是他也指出這項方案在普遍實施時，會面臨的一個重要挑

戰，是教師在態度上的轉變；因為當教師依照範例式教學原則編排

課程時，需要有勇氣留白（Mut zur Lücke）。在固定教學時數的條

件下，要讓學生就某範例主題的深入探究，勢必會占掉其他課程單

元的時間。取捨之間，牽涉到教師群的協調和教師在割捨其他單元

時的勇氣。在與其他教師協調的過程中常會直接挑戰到當事人的學

科本位觀念。這種狀況也會出現在不同學科的教師共同規劃一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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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時候。

範例教學原則的在德國學校教育界的影響、應用及限制

範例教學論在德國教育界的熱潮從 60年代末逐漸退去。瓦根

舍因的教學論看似簡單，但是卻無法在一般體制內學校落實。在當

今的學校體制內，只求學生彷彿知道 /證照知識很難不產生，光是

被標準化的評量制度就無法擺脫讓學生「彷彿知道」的狀況。而評

量制度又是學校用來控管學習品質、篩選學生和分配教育資源的主

要工具跟依據。假如人真的能把彷彿知道的這種現象完全趕出學校

外，那社會賦予學校進行篩選分配的功能要如何繼續運作呢？

另外，瓦根舍因視「週期課程」為進行範例教學的必要條

件。但是「週期課程」仍無法在體制內學校實施，不同科的課程仍

然以每堂 45分鐘的方式被填入週課表內。

以下將簡短說明，倘若大學的教育服務與研究三項功能能緊

密連結的話，這些在中等學校裡有的限制條件，在大學裡不必然會

存在。

範例教學原則與推動大學轉型的跨科際教育

在推動跨科際教育的第一步便是要強調在跨科際思維下，研

究與教育的緊密關係，這點是在傳統分科教育思維下較不被重視

的地方。傳統分科課程規劃將教學置於研究之後；分科教育的內

容是以既有研究成果為教學內容，也就是孔恩（T. Kuhn）所提的

典範，而學校這個教育機構持續不斷地在執行它的思想教化功能

（Enkulturationsfunktion）（Hegner, 2012），建立並維持傳統，告訴

學生哪些是典範。這樣的方式，讓學校可以確保在一定的時間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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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完」哪些單元，學生學到的部份以及消化得了的程度，那又

是另一個問題了。
14

大學這個機構提供教育者與中等學校不一樣的條件，它讓教

育者亦須進行研究，而皮亞傑，黑克豪森，波亞梭這些科學家指

出，在徹底探究一個現象或研究對象的時候，探究的路徑是沒有辦

法乖乖地待在既有的學科界線裡面的。

在研究的過程中，學習這個行為不只是背誦那些被分散在既

有學科框架內的資訊；為了要釐清事情的狀況，研究在這裡是非常

重要的。這樣的學習觀點也存在於這位德國教育家瓦根舍因的論述

裡，也就是他所稱的溯源式的學習。但是瓦根舍因指出，要引導學

生經歷追根究柢地學習，教育者本身要有探究學習的豐厚經驗。大

學教授本身的研究經驗，是否為追根究柢式的學習呢？

一般學科教學在課程安排上，路徑為從基礎知識開始，然後

持續進行資訊的獲取與累積。這樣的路徑安排之所以可行，是因為

有既有學科典範的支持。但是，跨科際訴求超越既有學科領域組織

方式，原本存在於某一學科內的典範要如何被其他學科專家也認

定它在自己專攻領域也是必要的、基礎的，是一個問題。通常一

個學科裡的內容被其他學科領域視為基礎知識，是因為這門學問

被當作一種實用的工具或方法。黑克豪森稱這些學問為分析工具

（analytical tool），如描述或推論統計和邏輯（Heckhausen H., 1972, 

p. 82）。

範例性教學原則提供我們實用性以外的取決標準，其中包括

14   學校完備的評鑑制度可以檢測出學生在學的學習成效，但若要長期來看自
己從學校畢業後還記得多少專有名詞，或許可以跟著電視上益智節目的參

加者回答問題，看看哪些答案是學校課本裡教過，自己卻回答不出來的；
但是，難道學校裡教的東西就只有這種用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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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種：

1.此範例能讓學生舉一反三。

2.此範例讓學生能由此掌握欲探究領域的全貌。

3.此範例讓學生找到同時探究不同領域的切入點。

跨科際思維代表在現有分科制度外的知識體系重整，這亦代

表著，傳統分科制度下的課程內容勢必要重新調整，拿捏取捨的問

題。因此，跨科際思維偏向範例式教學，較非一般百科全書式的聽

講式的知識傳授。

倘若以真實世界公共議題來做為教學內容主軸，讓跨科際學

習成果經由對真實世界複雜問題的分析描述（系統性知識）或所提

出處理方案或行動（目標知識或轉化性知識）來展現其價值，是否

能提供大學生除了為標準化評量結果而學習的另一種機會呢？

倘若跨科際教育者，願意採用範例式教學原則，那在規劃教

學內容時需要有勇氣留空白，讓學生自己來。但選定要教的內容範

例，須讓學生探究的通透。通透代表掌握這範例的特性以及它背後

蘊含的原理原則，之後才能舉一反三。並且期待這種教學經驗能回

饋到大學教師自身的研究上。這正呼應到《禮記 ·學記》：學然後

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

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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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ventional post-second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onsist of 

discipline-centered departments that generate their respective paradigms 

for dealing with specific issues. A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labour 

divisions across departments become increasingly refined, universities 

tend to lose some capability in addressing real-world issues. One 

goal of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is to free departments from their 

administrative constraints and to help them apply problem-solving 

research approaches to complex issues. One of those issues in Taiwan is 

an ageing population - it is one of the most rapidly age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re is no single discipline that could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is multi-dimensional issue. Tunghai University has adopted a 

transdisciplinary, multi-lecturer teaching method to focus on this issue 

as part of an “Ageing Society and Silver Industries Teaching Program.”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project and its framework, and then 

discuss the actual practice. We believe there are four advantages to 

our proposed method: it supports the crossing of boundarie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multiple learning modules, it  offers a platform for 

professional discourses and inspiration for curriculum and pedagogical 

innovations, it encourages interaction among faculty members and 

increases the potential for creativity, and it could demonstrate and 

encourage 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approaches must deal with challenges in term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fuzzy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working with 

existing systems. Our experience at Tunghai University is that these 

difficulties are not as challenging as they appear; therefore ou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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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serve as a positive example and reference for implementing a trans-

disciplinary program.

摘　要

傳統高等教育依照科系來劃分專業，各自形成典範處理特定

的議題；隨著專業的發展與學科分工的精細化，大學逐漸失去面對

真實世界問題的能力。跨科際的目的之一即是將系所從行政架構解

放出來，以問題解決導向的研究取徑，來回應並解決社會問題。

臺灣是全球人口老化最為快速的國家之一，高齡化社會已經成為不

得不面對的一個重大議題，然而沒有任何學科，能夠單獨地有效處

理高齡社會的多面向問題。為此，東海大學的「高齡化社會與產

業」課程群組計畫，以跨科際共時授課的方式，聚焦於高齡社會議

題的討論與分析。本文除介紹東海大學跨科際課程計畫的架構與實

踐外，也對計畫執行的過程進行了反思。總結課程計畫的經驗，

我們認為它提供了四點優勢：（一）跨越科系的界線框架，提供學

生多元的思考與學習的課程模組；（二）提供專業知識對話交流的

平臺，刺激課程與教學創新；（三）形成研究組合，提供學術創作

的契機；（四）作為一種演練展示，激發制度創新等四項重要的功

能。與此同時，跨科際課程仍面對教學與研究的兩難、知識生產屬

性不明、大學既有教育體制等挑戰。不過跨科際教學固然有其難

處，實際推動時將發現並不如想像中來得的困難。東海大學「高齡

化社會與產業」課程群組計畫的推動經驗，可以作為推動跨科際課

程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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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長久以來，當學生完成教育，進入勞動市場時，他們經常被

要求以其專業來求職。絕大部分的大學，都是以固定的「科系」為

專業的核心，分派教師與學生，並頒發註明科系的畢業證書。只有

極少數大學採取較靈活的方式，讓教師們可以自組學群，提供特定

「專業」的訓練，讓學生能夠就修習的課程，自行決定註明畢業所

依據的「科系」或者「專業」。總體而言，迄今大學系所的架構相

當穩定，並依此形塑大學課程的內容。

跨科際的教學基本上便是要突破這個傳統，將課程與專業從

系所的行政結構下解放出來，來多元化大學的授課場域。這個突破

需要有紮實的理論基礎，也需要豐富的實踐經驗，才能夠提供出另

類的教學模式。本文並非要討論跨科際的理論基礎，而是要透過一

個實際進行的教學案例來展示跨科際如何可能。本文討論東海大學

這兩年來所實施的「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群組，做為反思跨科

際課程教學的優點與缺點。當代大學經歷二次戰後幾十年來的學術

細緻分工，建立學術知識的特定生產模式，在今日已經出現其侷限

性。近來跨科際思考結合問題解決導向的研究取徑，挑戰過去的學

術典範。我們認為，跨科際提供一個研究者跳脫既有學術訓練與典

範侷限的機會，以行動來回應並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需求。在當代

社會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中，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問題正強力的衝擊世

界很多國家，臺灣更是高齡化最為快速的國家之一。我們透過整理

臺灣過去對於高齡議題的研究、以及高等教育對於相關議題的制度

上建置來評估可以達到解決這個議題的可能性。

本文將討論東海大學的團隊在透過跨科際教學的架構，以

「高齡化社會」的問題導向為目標，所規劃的課程群組的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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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例。東海大學的實際操作提供一個檢視跨科際教學的良好典

範，展示實作的優越、行政上的困難，以及此教學方式對於研究的

可能影響。東海大學過去並沒有相關的前例可循，「高齡化社會與

產業」課程計畫的推動，包含了完整的「從無到有」的建構過程，

可供未來各大學推動相關計畫的參考；東海大學的案例也因而能提

供一個全面檢視跨科際教學的意義與成果之機會，本文最後將藉此

來反思跨科際教學與研究的未來發展。

二、 「問題解決導向」為基礎的跨科際課程

（一）、當代大學知識生產模式與其侷限性

二次大戰後高等教育在各國政府積極的補助下蓬勃發展，採

取學科領域不斷分工的專業分工模式，有效率地進行知識的探索與

生產。這是一種類似於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

提到的「典範」（paradigm）與「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的概

念。Kuhn認為在一門學科走向成熟的過程中，學術社群將確立彼

此皆認同的核心命題與理論基礎，建立該專業領域的典範。然而，

典範同時也限定該學門將要處理的「謎題」（puzzles），進而提出

規範性的研究方法，規劃出學科發展的未來藍圖。研究者則經由學

術的訓練接受典範，獻身於「解謎」的工作，這構成了科學知識的

常態生產（Kuhn, 1962）。

常態科學的知識生產模式，對於一門學科的建立及發展是重

要的，它能確保該領域的品質及專業，並有效檢證知識產出的有效

性及正當性。但另一方面，解謎式的知識取徑由於過度聚焦於理論

典範想要解決的議題，經常忽視許多現實世界真正發生的現象。

這些真實世界的問題，往往受到學科長期的擱置，一直要到它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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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成學科典範能夠處理的命題描述、或者發生新典範取代舊典範的

「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時候，學術才會正式而大規模地面

對現實世界的現象與問題。例如經濟學領域中，「完全競爭市場」

的理論典範曾經長期佔據支配的地位，促成個體經濟學領域的進步

與深化，但由於完全競爭的典範不能對「公司為何存在？」這類

問題提出令人滿意的解答，因而長期忽視相關領域的研究（Coase, 

1937）。一直要到經濟學者提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

概念，並以「不完全競爭市場」修正、取代「完全競爭市場」的理

論典範後，公司企業才成為經濟學者的研究焦點，後續激發出大量

的後續研究（Williamson, 1981）。

上述經濟學的例子說明了學術對問題的興趣，乃是遵循著學

科典範的內在邏輯、而非依照現實社會的脈動，此一情形普遍存在

於所有的學科之中。隨著學科日益成熟、典範隨之更為完整，學科

內的命題與研究方法更明確地對「研究問題」做出限制，與真實

世界問題的連結也就越來越為鬆散。這意味學科分工化、精細化與

專門化的過程，將造成對現實世界片面而零碎的理解，無法掌握真

實世界的複雜性。現實和學術的脫勾分離，成為近二十年來的重

大議題；隨著當代資訊流通加速與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傳統大學

的知識生產模式，已經到了需要反思並加以改造的地步。Gibbons

等人便嘗試以兩種不同知識生產模式，來說明當前大學困境的關

鍵。他們認為自學科訓練、認知與脈絡中生產的傳統知識，只是

所謂的「第一型」（Mode 1）知識生產方式而已；他們認為在跨科

際、更為寬廣的社會與經濟的脈絡下，其實尚有「第二型」（Mode 

2）的知識存在。第二型的知識以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應用為主要

目標，透過學院之外，諸如選舉、組織、社會與非正式等溝通網路

進行知識的生產。他們認為今日的大學不僅是要繼續第一型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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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也必須尋求第二型的知識生產模式，來彌補現有的不足之處

（Gibbons et al., 1994：1-16）。他們特別強調第二型知識與「跨科

際」（transdisciplinarity）概念的連結性，引起了後續學者許多的討

論與爭議，也為今日探討跨科際學科合作的討論，開啟了先河。

（二）、 跨科際的學科合作模式

從「解謎」（puzzle-solving）到現實世界的「問題解決」

（problem-solving），大學啟動自第一型的知識生產，轉向重視第二

型的知識。為此研究者必須認清現實社會充滿著複雜與不確定性，

超出單一學科所能處理的能力。在現實上因而須與其他的學科合

作，才有可能構思出一個有效且可行的解決之道（Pohl and Hadorn, 

2008）。

然而科際間的合作與整合，包含了許多不同的互動方

式，各學科所扮演的角色不盡相同、合作程度也不同。過去

研 究 者 以multidisciplinarity, pluridisciplinarity, interdisciplinarity, 

postdisciplinarity, crossdisciplinarity, transdisciplinarity等名稱，區分

出許多不同的跨科際合作的類型（陳竹亭、唐功培，2013; Doucet 

and Janssens, 2011）。迄今學界並沒對上述詞彙做出嚴謹規範，在

定義上也尚未達成共識。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ity）此一概念的

界定，往往是經由與其他不同的互動模式相互比較的過程，確立起

其核心特質（Doucet and Janssens, 2011：2）。

與其他跨學科的合作模式相較，跨科際的模式具有兩個主

要的獨特性質。首先，研究者認為跨科際是最具規模、系統性、

學科間互動最深刻的多元整合模式（Luszki, 1958：9; Jantsch, 

1972:106-7）。Jantsch依據科際合作協調的程度，由低至高劃分出

五種不同的跨學科合作模式。在其中四種模式裡，參與學科僅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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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層級或雙層級的架構，至多由一學科扮演協調者的角色；跨科

際則是基於許多不同學科的高度合作，在構成多層級的互動關係之

後，逐步整合朝向一共同系統的方向前進，成為系統性的學科知識

體系（Jantsch, 1972:106-7）。其次，跨科際不僅強調各學門間複雜

且多元的合作模式，它也更進一步注重學門間相互作用下，所發酵

生成的「質」的變化。跨科際並不強調各學科的主體性、也不要求

特定學科的主導，它強調建構一條超越的理論進路，突破傳統上的

學科劃分，也打破學科的本位主義（陳竹亭、唐功培，2013:180-

81; Rosenfield, 1992）。

許多學者依照不同的理論觀點，為各種跨學科的合作模式，

提出了理念型（ideal type）上的各種定義，為科際間的合作與整

合，提供可能的藍圖。學科間的合作有可能固守既有的傳統學術範

疇，但更多的時候則拋棄本位主義，思考根據所要處理的問題，建

構出一個實用性的、相融的、能夠有效解決問題的知識形式，很多

時候這會偏向於第二型的知識型態。跨科際整合透過訴諸「社會問

題解決」（societal problem-solving）的號召，經由不同領域的學科

相互連結、實際面對社會問題並加以處理，藉此重新建構起學術

實踐與社會生活的連結（Doucet and Jassens, 2011; Pohl and Hadorn, 

2008; Burger and Kamber, 2003）。

但在另一方面，本文認為其實上述的說法，多少也化約了真

實世界與學術關係的複雜性。即使認識到現實世界包含的不確定

性與複雜性，並非單一學科所能化約處理，這卻不代表各學科間

若非以跨科際（trans-）的模式進行合作，就不足以解決問題。

實際上，問題最終的解決也可能只需以多領域（multi-）、跨領域

（inter-）的科際間合作模式來應對即可。因此我們主張，在實際進

行學科間的合作與整合時，可以將跨科際視為最基進、最具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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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原則，但對最終的知識產出與學科間實際上的合作關係，則應

抱持著高度開放的態度。跨科際的核心價值，並不在於科際合作類

型學上的貢獻，而是讓研究者跳脫既有學術訓練與典範的侷限，實

際以行動來回應社會問題的重要需求（Burger and Kamber, 2003：

46-48）。

（三）、 跨領域老年學的形成與高齡人才培養

隨著世界各國面臨高齡化社會的問題，各學科逐漸延伸關注

老年議題，形成了一個關注高齡或老化議題的多元研究學群，儼

然建構出一個新興的跨領域學科「老年學」（Gerontology）。老年

學的領域中參與的專業，多數包含醫學、生物學、護理學、公共衛

生、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與社會工作等學

科。根據前一節的跨領域分類，目前的「老年學」仍處於眾多學科

並陳的多領域研究議題，學者各自謹守在學科典範框限下，探索並

解決與高齡與老化相關的研究議題。在臺灣，老年學的發展較國際

為晚，且較不受重視，相關學術社群尚處於組織行程階段。以東海

大學課程為例，除社會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之外，過去十年並未有

專門開設以高齡化社會為探討議題的大學或研究所課程；其他一些

科系，例如工業設計系，雖然許多課程逐漸加入高齡化議題的探

討，但是從未有過以高齡社會與產業為主題的獨立課程。

跨領域老年學的形成是一個相當獨特的現象，某種程度是學

界回應了社會的需求，高齡化社會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相當複雜，

單是各學科單獨回應社會是不足的，需透過培養大量高齡社會所需

之各類專業人力方能解決。相較於其他世界各國，臺灣屬於最快速

老化的社會之一。早在 1993年時，臺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 7%），預估在 2018年臺灣將邁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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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社會（aged society）（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 14%）（經濟建設委員

會，2012）。同樣的高齡人口倍化成長現象，美國花了 73年，法國

花了 115年，臺灣卻在 25年內就達成。有鑑於此，教育部在 2007

年擇定三所技職專校開設老人照護科系，並開放六所學校開設老人

相關系所，同時鼓勵大專院校以「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開設

老人照護相關課程，共計有輔仁大學「老人學學分學程」及「長

期照護學程」、實踐大學「老人學學程」、中山醫學大學「周全性

老人照護團隊學程」、高雄醫學大學「高齡社會健康照護學程」、

以及臺灣大學「老人長期照護學程」等學程陸續增設（陳惠姿、

李孟芬 2008）。之後，其他學校也紛紛仿效，陸續成立相關學程，

如，中國醫藥學院「長期照護學程」、長庚大學「健康老化與照護

學程」、元智大學「老人福祉科技跨域產業」學程等，其中較特別

的是元智大學的「老人福祉科技跨域產業」學程。自老人福祉科技

（gerontechnology）的角度出發，開發出專為生理機能漸趨衰退的

高齡者的產品與服務，設計並打造舒適、健康、安全的生活環境，

拓展國內相關學程以長期照護、事業管理等為主導的現況。

上述的學分學程透過全校性、單一或數個學院整合相關的學

系、資源來成立，也強調跨領域的整合與合作，但目前尚未自跨科

際的角度探討這些學程如何達成學科間的整合，我們認為這些學程

大多僅是多領域並呈與其他系所的學程無異，一樣透過必修、選修

等方式進行。藉由開課老師的多元化，讓學生獲得多領域的知識，

真正的跨領域學習是學生獲得各專業領域知識之後，於腦中反思後

才得以形成。

2006年成立的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是臺灣第一個、也是

目前唯一的老年學研究所。該所「以整合性的教學研究為主軸，提

供老年學領域必備知識、政策思維與服務創新的課程訓練，以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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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老年學專業知識，培養具有宏觀視野、跨領域知識背景及

協調能力之專業人才，同時配合該校理念，啟發人文與社會關懷

之服務熱忱並提升國際觀與國際合作能力」（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

所）。實際做法上結合老年醫學專業醫師、老年醫學科病房實務訓

練以及老年生理、心理與社會三領域之專業師資，建立學生跨領域

學習的機制與環境。期望不同背景的醫學院與非醫學院學生與實務

工作人員，在老年所的養成訓練中，具備老年學全人健康照護與人

文關懷的知識與觀點。此外，該所教學研究重點不限於高齡人口的

「消耗者」角色及其相關問題，同時也強調高齡人口的「生產者」

角色，著重於探討高齡人口具有的各種潛力、如何擴大老年人在高

齡政策及服務中的生產性貢獻，以及這種創造性轉化需要的社會條

件。此所的成立，不但開拓了國內高齡培養的新境界（其從較廣的

角度省視高齡者的議題），也因為研究所的建立使得跨科技人才的

養成得以實踐。

綜合上述，目前國內有關老人相關領域的高齡教育可分三大

類，一類是開創新的系所、一類是以學程方式辦理、另一類則在原

來系所下加強老人相關的課程。從上述描述尚不難發現不論學分學

程的規劃或研究所設立，其教育人才的目標都希望能培養出跨領域

能力的專業人才，然而如何落實這些跨領域的教學理念，則尚待進

一步釐清，至於「各學程及研究所的成效為何？」、「是否能培養

出具高齡跨領域知能的人才？」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

進行分析。不過，一個可以確定的是，上述的教育方式都難以跳脫

過去以少數專業組成的「科系」或「學程」模式，未以問題解決的

方式來設計課程群組。本文接下來將討論東海大學的「高齡化社會

與產業課程群組」，說明我們不同於過往人才培育的思維，採取一

種直接培育跨領域、跨科際人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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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海大學「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群組

東海大學的「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群組，建基在教育部

2011年推動「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Society- Humanity-

Science，簡稱SHS計畫）的理念之下，旨在讓大學高年級學生及研

究生能連結學科專業於全球或社會上之真實問題，讓學理結合實

踐，培養跨界思維與溝通能力，解決臺灣所面臨的人口結構改變問

題。東海大學團隊認為，臺灣社會急速老化帶給臺灣極大的衝擊，

但同時也帶來的新的契機；除傳統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問題（社會照

護與安全機制的重整，包括如何落實各項醫療與安養機構的管理、

如何將有限的資源中整合應用，以及如何透過退休制度、年金與社

會保險機制維持老年人口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外，眾多的老人也帶

來新的商業需求，伴隨高齡化社會而來，銀髮產業泛指從事各種老

人福利所需產品或服務之經濟主體，包括提供老人在食品、衣著、

住宅、行動、休閒育樂、醫療保健、投資理財、保險等相關產品或

服務的產業。

在規劃本學程時我們反思了解高齡化社會所面臨問題的複雜

性、多重層次及跨領域性，考量目前國內高齡教育發展不足之處，

及未來可發展的產業契機。認為要能妥善面對未來高齡化的教育訓

練與人才培養，須規劃出具多重層次視野的學程。首先，高齡社會

的問題必須從微觀、中觀到鉅觀三個不同層次探討：微觀層次仔細

檢視高齡化社會中，不同高齡族群需求的差異性及滿足的多元性。

中觀層次則希望從高齡產業、社區營造等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發

展更真正可以有效的商業及社區運作模式。鉅觀層次則提升到整體

政策面與環境面，省思高齡社會的各種問題，及目前各級政府的各

項高齡管理機制與老人服務，用以優質老化的生活環境的政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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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進一步考量本校既有資源、學科特色，及回應高齡社會所面

臨的問題與挑戰，我們規劃出具本校特色的三大領域群組，包括：

以社會、社工學觀點的高齡化社會群組，企管 /市場為主的銀髮族

產業群組，以及結合工學院（資訊工程、工業工程）、農學院（餐

旅、食科）與創意學院（工業設計、景觀、建築）的科技與生活應

用群組，再以這三個群組規劃跨科際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本計

畫學程由高齡化社會、銀髮族產業、科技與生活應用三個面向規劃

一系列的課程，分別就微觀、中觀、鉅觀等不同層次的關鍵問題發

展相應的課程（具體課程見圖 1），並期學生經由修習此一系列課

程的過程中，理解高齡化社會問題的重要性與複雜性，也能夠結合

不同領域知識，特別是科技與人文 /社會 /管理領域知識，有效整

合能力並應用於解決高齡化社會的課題（如圖 2）。

圖 1　本課程模組三大領域課程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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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三大領域課程中不同課程之定位

為達成高齡跨科際學習的目標，除上述的三層次（微觀、中

觀到鉅觀）、三面向的群組規劃（高齡化社會、銀髮族產業、科技

與生活應用）外，更需要細緻規劃學生修習的過程及教學方式。三

大領域內的課程都包含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如圖 2，灰色字體是

基礎課程，黑色字體是進階課程），基礎課程讓同學從較廣或較高

的角度看高齡化社會與產業的問題與挑戰，強調基礎理論的學習、

思辯關鍵的問題，並做批判，用以深化同學對高齡社會問題與現象

的了解。進階課程則讓同學能結合自己科系的專長，透過與其他科

系同學的合作共同去解決高齡化社會與產業的實際問題。為了讓學

生有循序獲得豐富、完整高齡方面的知識，在修習的內容與程序

上，同時考量以下的原則：修習領域知識的廣度（希望學生在三大

領域課程中，都需選定至少一門基礎課程與一門進階課程，以確保

對「高齡化社會與產業」相關議題能有整體性的瞭解）與深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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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學生在三大領域課程中，至少需選定任一領域作為主修領域，該

主修領域需要修習至少 9學分課程，可以指引學生修課的路徑）。

課程建議學生需先修過基礎課程後，再選修相關進階課程。各群組

學科地圖，如圖 3-1、3-2、3-3所示。

三個領域課程群組的架構，提供了學生理解高齡化議題的途

徑、提供了各系所參與課程的方向。然而要落實SHS精神與跨科

際的理念，授課的模式也必須進一步加以設計。經過數次的整合討

論之後，我們決定透過跨領域教師共時授課、及問題解決導向的教

學設計與學習方式，循序漸進的培養學生領略此一主題各個領域的

專業知識，並養成辨識問題、理解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跨科際

共時授課，是學程中的每一門課都由兩個以上不同領域的老師，共

同規劃課程、共同至課堂上課，來促成跨領域知識整合的可能，包

括老師在課程中即展示跨領域的可能性及其所遇到的問題、並在學

生期末報告時以不同的專業觀點進行評論等各種方式。另外，學程

課程的教授也透過問題解決導向的教學方式，希望同學學會辨識問

題、理解問題，深刻理解跨科際參與的方式，是實際解決現今高齡

化社會的問題與挑戰所不可欠缺的部分。

最後，若與前段國內其他學分學程相較，我們與其他學程有

相類似的形成背景（都是站在學校既有的優勢領域上），然而我們

學程群組內容所涵蓋的視野及領域較為寬廣、多元，既考量高齡化

社會產生的問題，也考量了高齡化社會所帶來的契機。最重要的是

在運作上，我們學程群組規劃是站在跨科際的理念下來執行，透過

老師及同學在課堂中具體落實跨科際的互動、對話，並在問題解決

導向的方案或實作中，實際構思或產出解決高齡化社會與產業的問

題，在此過程中培養溝通合作、統整的能力，及對社會、關懷服務

有更為正面的態度，未來能力、意願投入相關領域協助解決高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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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產業中重要問題，透過上述的安排，我們相信我們的學程，

更能真正的培養出具高齡跨領域知能的人才。

圖 3-1　高齡化社會課程群組之課程地圖

圖 3-2　銀髮族產業課程群組之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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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科技與生活應用課程群組之課程地圖

四、 課程實施的主要架構，涉及跨科際議題的紀錄

一個課程群組的落實除要有詳細整體課程的規劃與研發外，

教師的投入意願與能力、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參與、課程支援體系的

建構（例如教學助理的培訓）等方面也必須加以兼顧。為順利推行

上述課程群組、並落實跨科際的理念，本計畫透過下列的四個主要

的方向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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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教師群組運作上

在學程推行之前，東海大學已經整合了校內資源，正推

動跨領域作的大型研究計畫「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GREEnS）。「高齡化社會與產業」學分學程課程群組計畫，即是

以其中子計畫四「建構優質的長青生活品質與環境之研究」的團隊

為基礎。此計畫中參與的老師對跨科際合作已有某種程度的經驗，

對彼此間的領域也有初步的了解，發展出相互合作的默契，本學程

即建基在此校內的合作平臺上，省下相當多跨科際所需要彼此認

識、相互磨合理解的時間與心力。然而課程計畫執行的過程中，為

落實跨科際教學的理念，更多深入的對話與溝通仍不可或缺。透過

定期的會議及工作坊的舉辦，讓老師更清楚SHS的精神、跨科際理

念，並透群組內、群組間的對話、溝通及案例分享來深化教師對跨

科際理念的了解。從學科典範的角度來看，上述這些經驗、會議、

工作坊逐步消融了由單一科系、單一典範主導的解決方案，教師開

始了解及欣賞其他領域關心在意的問題，及從跨科際的角度合作解

決問題的可能性，讓SHS的精神，及跨科際的理念得以落實。因

此，從上述的經驗，我們認為：參與教師們過去的跨領域的經驗會

影響跨科際課程推動的可能性。

（二）、 在單一科目運作上

在單一科目的落實上，授課老師須在開學前擬定好授課目標

與課程大綱，授課老師們需在此時建立授課科目共同的關懷、理

念，以及願景，當達成上述的共識時，授課老師比較不會因學科方

法論、認識論而陷入分歧。之後，在課程安排，多數科目採取部分

共時上課的形式，在共時上課中多採取單一老師主授（由單一領域

的老師將學科重要理念傳達給同學），其他老師參與對話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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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時上課目的期待經由不同學科教師間的對話與討論，為學生展示

跨科際的意涵，引發更多不同觀點的想像。在跨科際共時授課的實

踐中，根據我們的經驗，個案教學是一個相當有用的方法，透過各

領域老師對單一個案的學科看法，不但激發所有老師對這個案例的

全局思考，也能反映出各領域的優勢及不足之處，進而產生互補性

或整合性的觀點。同學也在老師們的對話中實際了解跨科際的運作

的可能性。此外，在單一科目的運作上，幾乎所有科目採用問題解

決導向或實作的方式進行，課程中教師會提出的高齡化社會重要議

題，或真實的高齡化社會問題讓同學進行方案設計或實作來解決這

些問題，在此過程教師須從旁協助，讓同學的方案能順利達成，整

個過程非常類似於個案教學，只是前面是一個已發生的案例，而後

者則是透過跨領域不斷持續精進的過程。最後，為了要更有效進行

跨科際教學，除事前要周延的規劃外，也建議學期初的兩、三週，

最好採取共時上課的方式進行，這可以有效縮短學生與教師間的磨

合。

（三）、 在學生學習上

基礎課程培養學生深入觀察各項社會現象及其背後原因的能

力，並通盤瞭解相關領域。進階課程的設計目的，在當學生掌握基

礎課程的學習經驗與知識的累積之後，可以更深入評估不同方案、

提出更創新而有用的想法、以及將構想付諸實現的實作能力。跨科

際課程的設計同時要兼顧深度及廣度，所以學生不但要快速了解吸

收非其主修領域的學理，尤其是當跨科際的學科非其系所所開設更

是如此。多數科目的課程設計也以問題解決及實作的方式進行，且

以跨科際的方式組成學生的合作小組，在分組合作的過程中，組員

間異質的背景也可能會造成同學溝通上的障礙，這和以往的學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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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顯著不同，可能會影響學生修課時的動機，如何讓學生有足夠的

動機及能力去修習這樣的課程也是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地方。如果

進一步將這個問題分成初期（選課階段）以及後期（修課階段），

可發現兩階段裡學生擔憂之處有所差異，在選課階段多數學生擔心

的是自己有沒有能力來修習這類跨科際的課程，或課程是否真的有

趣或有用；在修課階段，學生們的挑戰則逐漸轉成在分組運作過程

中的互動溝通與團隊學習，特別是發現問題的內涵比原初預估更加

複雜的時候。

針對這兩階段學生的動機與能力的問題，原則上都可以透過

TA（教學助理）的參與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課程計畫設計中強

調高質量TA的參與，TA透過跟課了解教師課每個單元課程的目

標，自己也進行跨科際的學習，吸收後將所學轉化之後帶領同學進

行跨科際的學習，並且持續帶領小組同學往欲進行之方案進行。但

在不同階段，TA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是不同的。在選課階段，TA必

須協助學生深入瞭解這門課要跨什麼？如何跨？並讓同學們知道

在學習過程中可能獲得足夠的支援來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在修課

階段，TA除了持續原有的角色之外，也需擔任團隊引導者或協助

者，在和小組成員持續的團隊運作中實踐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習。

要扮演這樣複雜的角色殊不容易，為協助TA能夠在一學期的

課程中扮演這兩種不同的角色，課程計畫因而規定TA們皆須修習

特別開設的「跨科際專題」的培訓課程，成為本學程的特別設計之

一。教學助理需應用在TA培訓課程內所學之跨科際知識、團體形

成與動力、跨科際溝通技巧、思考與問題解決等課程幫助同學發現

高齡問題，焦聚問題及設計各類型的方案、評估方案的可行性來完

成跨科際解決問題。上述TA的功能將作為鷹架之用，協助同學進

行學習，幫助解決同學所面對的問題及跨科際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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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典範計畫的課程記錄

自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起，跨科際課程同時執行「典範計

畫」，開始透過課堂參與觀察、錄影記錄等方式，收集「高齡化社

會與產業」課程的運作情形。此外也進一步以課堂問卷的形式，收

集學生和TA的課程參與資料。問卷經過檢視上學期回收問卷的表

現、以及期中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對問卷的內容進行相當幅度的

修改，於本學期繼續進行施測，未來將透過兩個學期的問卷與參與

觀察的紀錄，具體呈現跨科際課程共時授課的運作內容。而自 102

年度第二學期起，典範計畫展開對學生、TA與授課教師等課程參

與者的深入訪談，每次訪談約進行 1個小時。深入訪談的目的，不

僅在記錄、描述參與過去的授課修課經驗，訪談的目的也在於經由

受訪者的深入自剖，提出對於課堂過程的反思，瞭解課程推行計畫

未來必須檢討與改進的重點。在訪談過程中典範計畫除請參與計畫

的教師分享教學的經驗心得之外，也請各授課教師對「共時上課」

進行思考，提出值得注意的關鍵指標。典範計畫在期中考之後也開

始訪談學生與TA，聚焦於共時課程內的磨合，以及小組團隊形成

的過程。我們將藉由典範計畫的紀錄與整理建構系統性的論述，完

善跨科際共時課程的經驗，供未來其他院校系所參考利用。

五、 跨科際教學實踐的反思

（一）、跨科際教學的展現

根據東海大學這兩年來推動的經驗，我們發現跨科際教學在

大學內展現出至少有四種「結構性」的優點。首先，跨科際教學做

為一種課程群組或模組，它結合不同系所的教師、不同的專業在一

個課程群組內，打破專業的藩籬，提供學生多元的思考取向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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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以及多少解除教師對於專業外知識的隔閡。其中，最為明顯

的是，不同系所的教師的溝通與交流的管道與頻率增加，因此，當

更多模組出現在校園時，過去以系所為核心的教學規範的現況應該

會有所削弱。

第二，跨科際教學做為一個對話平臺，提供一個教學創新的

場域，有利於專業間的知識交流與對話，將跨領域的思考或研究展

現在課堂，學生得以親身體驗到跨科際的知識對話。多位教師將不

同的知識帶入到教室，展現給學生不同的論述與分析取向。這種

跨越科系的授課方式，所引發的知識刺激會比在同一的專業內來得

強，對於目前大學教學上的困頓，以及學生對專業興趣的失落，或

許是一個解決之道。

第三，跨科際教學做為一個研究的組合，提供一個知識創作

的機會。由於跨科際的教學需要由二到三位老師來一同授課，當他

們在開始設計課程，準備教材，以及實際授課時的交流，也提供出

一個知識創新的來源。教師們除了將專業提供給學生，同時也提供

給其他的教師，當這些課程以「問題解決」為出發點時，這些專業

的交流，是一個創新的機會。

第四，跨科際教學做為一種展示，成為制度上的啟示。過往

的大學以學院、學系來行政單位，強調專業的先決條件，其實本身

就建立起系所之間的藩籬，不利於解決當前的問題。近年來，學校

強調以教師的專業表現來提供獎賞與升等的條件，更加固化學系間

的隔閡，讓教師難以走出學門，與其他學系合作。跨科際教學在學

校的運作某種程度提供「合法性」給教師來進行跨越學系的交流。

若跨科際教學可以在大學內展開，教師在研究、教學、與行動上都

可以有另類的選擇，其實就已擴大教師在大學系統內的思考與行動

範圍。

(10)Define(2015-03-18).indd   130 2015/3/23   下午 07:04:56



跨科際課程教學的實踐與反思　131

（二）、 教學與研究的兩難

對多數教師來說，投入跨科際教學是一件不容易的抉擇。原

先在其專業領域所面臨教學及研究的壓力，並不會因為投入跨科際

教學而減輕，在投入跨科際教學之後勢必花更多的心力在新知識的

內化與整合、共時授課教師間的溝通、教師社群互動，以及對不同

領域學生在學習上所需的額外輔導。更進一步地說，跨科際的「教

學」與「研究」的兩項元素上，對大多數參與的教師都有著明顯不

同的意義。

以教學來說，在本課程群組的推動經驗中，根據我們收集的

訪談資料，多數老師能接受的上限，是在各自系所安排好的專業課

程之外，每學期額外「貢獻」一門跨領域課程，這是老師們認為的

一種平衡狀態，在認同跨科際學習，也認同高齡化社會與產業是未

來重要問題的情況下，老師們願意投入部分的時間，在原有專業領

域的教學之外嘗試一種小幅度的創新，如果未來這些創新獲得某種

正向的回饋，老師們有可能把創新的幅度跨得更大一些，反之則會

逐步「回歸」正軌。對多數有教學熱忱的老師來說，如此的額外教

學負擔是可以接受的，也能夠在過程中和社群中的老師、學生、

TA有良好的互動而有正面的感受。

以研究來說，狀況則和教學有所不同。對教師來說，在專業

領域中持續鑽研，在現有的學術評價系統中是比較容易獲得肯定

的，且持續累積的經驗與成果能夠讓未來的研究更加得心應手。相

反的，跨科際的研究雖然探討是重要的議題，但相關理論知識相

對不完整的情況下，往往需要投入很長的時間才能開始有初步的

成果，所謂「隔行如隔山」，要跨出原有的專業結合其他領域的知

識，常會面臨到許多原先無法預期的困難與挑戰。另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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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表或研究計畫的申請過程中，無論從理論思維的角度、研究方

法的選取到研究成果的應用，與現存的審查制度常常出現扞格。常

出現因論文內容跨科際，而不能確定該交給哪些學者專家審查、或

者發生送到不同領域進行審查，而產生截然不同評價、影響到論文

能否出版的情況。這是因為除了不同專業的專家有不同的知識體系

之外，原有不同專業中對於什麼是「好的研究」也有不同的標準與

原則。相較於教學，教師們投入跨領域研究的心理障礙更高，也需

要有更完整的支持體系，例如社群中老師們有更高品質的互動與交

流、原有研究審查機制的調整，或相關主管機關投入更多資源且有

強烈的宣示，才能夠讓教師們能夠改變原有專業導向的研究思維，

願意嘗試投入跨科際議題的研究。且相較於教學，研究領域的選擇

需要更長期持續的聚焦，想要專業與跨科際兩者齊頭並進且都能有

有好的成果，是更為困難的。

因此，在專業與跨科際的抉擇中，教師其實面對著很多的兩

難情境：就教學上專業與跨科際教學投入的選擇、在研究取向上原

有專業領域與跨科際議題的取捨，以及在整體教學與研究的平衡發

展，當我們希望老師們不要侷限於原有專業領域，開始看見真實

世界的問題時，上述的兩難都可能使得老師們雖然開始意識到有改

變的需要，有必要在教學或研究開始「跨科際」的同時，因為這些

體制上的因素而躊躇不前，這是未來跨科際教學與研究要擴大推動

時，我們必須更深入思考與改變的關鍵問題所在。

（三）、 知識生產的限制

由於外在環境的快速轉變，當前的社會處在一個高度不

確定（uncertain）的場域上，沒有單一學科能以既有典範獨自

處理紛至沓來的諸多重大議題，這使跨科際的學科整合成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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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並以「問題解決導向」的研究來回應社會問題（Pohl and 

Hadorn, 2008:431）。學科的研究者各自貢獻所長，以知識融合

（hybridization）的方法來回應問題，求得一特定的解決方案。

以真實世界問題的解決作為出發點，跨科際的學科整合有其

必要性及正當性。然而，要如何評價跨科際合作下所生產出來的

知識成果，近來仍是高度爭議的焦點議題（Doucet and Janssens, 

2011：1）。陳竹亭、唐功培在定義多領域（inter-）、跨領域

（cross-）與跨科際（trans-）的學科合作模式時，認為知識產出是

三者關鍵的差別所在。多領域與跨領域仍然保持學科的本位主義，

學科合作所產出的知識成果，或者回到原學科下成為子領域、或者

成為不同學科共同合作的新興領域。相對地，跨科際則在知識生產

上會出現「質」的變化，而產生不以單一學科或是過度殘缺的學科

組合為基礎，融通地以真實世界為核心的系統性知識（陳竹亭、唐

功培，2013：181-82）。多數的學者皆同意跨科際的學科合作能夠

達到獨特知識生產，然而對於這類知識的本質，卻有著相當不同的

看法。Burger and Kamber（2003：46-47）認為，跨科際產生的是

特殊的、與真實問題直接相關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另

外一些學者則主張，由於跨科際的模式挑戰並模糊了學科的界線，

因此它形成的是「知識的融合生產」（the hybridiz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Doucet and Janssens, 2011：1; Nicolescu, 2002：45）。

根據我們的訪談資料與課程討論的意見交流，本計畫所推動

的跨科際課程裡，參與的老師對不同學科間的知識碰撞，普遍抱持

著相當正面的態度，他們認同這激發出許多創意與看法，學生的表

現有些更是超出預期。但在另一方面，關於知新識的生產，大多數

則抱持著保留的態度。一方面許多老師指出，新的想法與創意，距

離系統性的知識仍有相當的距離，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強調實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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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也缺乏時間來沈澱、深思。今日來探究知識積累的問題，多

少有言之過早的疑慮。同時在另一方面，由於本計畫的課程以大學

部的學生為目標，因而授課上的專業程度其實是受限的，授課教師

在課程中會避免過多學科內專業概念的使用，讓來自不同院系的學

生，能夠有效掌握各學科看待與處理問題的角度，也不要求學生閱

讀學門內的經典文獻。這使得計畫裡無論在基礎課程或者是進階課

程，理論的深度並不深刻，技術性的課程專業訓練的程度也僅點到

為止。有老師便認為，或許在研究所的課程裡，採行長期、深度的

跨科際教學，才真的能夠討探討知識生產的效應。

無論是在地知識或者知識的混雜生產，都並非兩三年內就能

做出有系統的產出。但儘管有上述這些侷限，我們認為本計畫跨科

際的課程，仍為知識的生產做出了貢獻。除達到學科間的溝通、反

思既有學科典範的任務外，本次計畫為參與的各學科引入了問題解

決導向的思維，提供一種新的研究典範。以真實社會問題為核心的

任務設計，除要求引入學科外的知識與對話來加以處理，同時亦引

入價值涉入的問題，要求更多的實踐與社會責任。就一個三年的短

期計畫來說，這些是直接、立即性、值得加以肯定的成效。作為副

產品的知識生產則需要長期的醞釀，仍然有待未來的觀察。

（四）、 大學教育體制的侷限

當代高等教育的學科制度設計，體現並支持了學科專業分工

的內在邏輯，在鼓勵常態科學知識積累的同時，同時也強化傳統學

科所劃分的界線。造成的不僅是文、法、理、工等各大學院間的形

同陌路，即便是同一學院下的各系所，往往也彼此鮮少交流。本計

畫推行跨科際課程群組的課程編制，即發現若非教育部與校方的大

力支持與補助，計畫將很容易陷入舉步維艱的地步。

(10)Define(2015-03-18).indd   134 2015/3/23   下午 07:04:56



跨科際課程教學的實踐與反思　135

在既有的學術體制內，同一學科的教師共同開課授課，是相

當常見的作法，課程設計上也並不困難。課程僅要在同一學科典範

的基礎上，二至三位教師各自負責課程的一部份，按部就班地分工

完成授課的程序。這樣的作法行之有年，然而在跨科際的共時課程

裡，這樣的制度設計顯得並不充分。推行課程計畫的過程裡，我們

發現跨科際的「共時授課」，與單一學科複數教師「共同開課」，

在實際的運作過程裡有著很大的不同。跨科際的共時上課則強調不

同學科間的對話，沒有學科典範被奉為圭臬，授課教師必須高度出

席並參與課堂的討論，提出自己專業見解來回應其他學術專業的看

法，並且讓來自各領域的學生能夠在理解之餘，更進一步激起討論

的火花。這與前述共同開課在質量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與一般

單一科系的共同開課相比，顯然需要付出更多心力。這令傳統的課

程制度下學分的設計安排，不能滿足跨科際課程的需求；本計畫匯

集東海大學內具備高度教學與研究熱忱的教師群，因而使得各課程

能夠在短期間順利推行，但是若要讓課程能夠順利的運作進行，學

校方的制度性支持，是一勢不可免的重要因素。本計畫在推行之初

便意識到此一關鍵問題，因而極力爭取支持「額外的鐘點費」作為

制度上的解決方案。「額外的鐘點費」意指一門 3學分的跨科際共

時課程，校方實際支付了 4至 4.5學分的鐘點費，讓共時授課的教

師獲得實質性的津貼補助。這個議題不可避免涉及學校對跨科際教

學的支持程度與財務狀況。

推行跨科際的整合性課程，除此之外仍有不少值得思考的地

方，無論是校方或者學院、系所，許多制度皆首先以單一科系為考

量而設計；跨科際課程包含不同系所教師的涉入，和這些制度性的

支持有時會產生格格不入的現象。例如東海大學的〈教師「教學優

良獎」暨「教學傑出獎」授獎辦法〉，制度的設計基礎是以學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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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為單位，這導致由不同學院系所教師一起加入的跨科際共時課

程，即便取得傑出的成果表現，亦很難找到適切的模式來加入優良

教學的競爭。此外，跨科際課程由於教師與學生的雙重異質性，讓

期初的磨合顯得特別重要；然而當今各校選課系統上往往朝向延長

選課時間、提供學生更多選擇機會的方向前進，造成共時課程因加

退選學生不穩定而不易磨合的難處。這是未來值得我們思考、探討

制度修正的可能方向。

六、 結論：跨科際如何可能？

當代學術界的專業分工，令研究者日益受限於學科間的分界；

學科內常態知識的生產過程，預設了單一學科的運作模式。今日大

學教育的體制設計，盡可能地符合學術分工的規範，從科系到學院

的科層體制，加深了跨科際合作的行政阻礙。學科間的跨科際對

話，在學術生產裡成為非必要的工作，大學在專業課程設計中，也

鮮少將學科的對話列為課程內容的一部份。

近二十年來學者們發現，學術界的專業分工，越來越不能處

理現實世界的不確定性與複雜性，跨科際需求的呼聲開始日益高

漲。以本計畫「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為例，我們在推行初期便

發現到，即使參與計畫的教師們皆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的迫切性、

平時也在關切、蒐集相關資料，但單一學科的知識典範並不足以處

理高齡社會的相關議題，難以在大學裡開設相關課程，令跨科際的

共時課程設計，成為本課程計畫的重要嘗試。這個共識雖然是課程

計畫推動的助力，但是傳統的制度與觀念，衍生出許多實作上的困

難。

從這兩年推動課程的經驗，我們認為固然有其難處，其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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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共時授課的教師彼此熟識，固然有助於課程推

動的順利；不過如果授課教師過去涉足同一實踐領域、有共同的社

會關懷，那麼即使事前不很熟悉、教師間仍然可以有愉快的合作

經驗。事實上本計畫更發現，學術系譜上相近的科系，在討論真實

世界的社會議題時，很容易聚焦在學科典範間認識論與方法論爭議

上；相對地，例如理學院與社會學院這種不同院所的跨科際合作，

反而能因為學科間的互補效用，產生相得益彰的效應。以 102年度

上學期「高齡社區組織與社區營造」課程為例，共時授課的景觀系

黃章展老師與社工系陳琇惠老師，雖然合作前雙方並不特別熟識，

但由於過去都投身參與社區營造，對社區工作有著共同的經驗及信

念，雙方的專業領域在社區營造的工作上達到互補的功效，共時授

課得以順利進行，修課學生亦形容課程具有「一體感」之完整性。

推動跨科際共時授課的實作，儘管有許多制度與實務上的問題需要

克服及處理、需要教育部與校方的高度，但它並不是過於困難而無

法推行的一個方案。

跨科際既然跨越科系，實踐時必然涉及科際間的行政溝通的

問題，又教師依然隸屬於特定科系時，跨科際的高額行政成本是恐

怕是難以迴避、或者是需要妥善處理的。跨科際課程的推動因此需

要觀念與制度上的突破。大學若能稱許跨科際教學的優點，接著就

是打破系間的藩籬，讓教師足夠的自由度來與別的學院、學系共同

開授課程。就目前的情況，我們建議將共時課程的開設程序進行制

度化，提供適切的誘因，讓跨科際的共時課程能夠成為常態性的大

學課程，引發更多學者的興趣，藉此期望未來有更多超越單一學

科、跨越學科邊際、以解決社會問題為職志的課程開設，讓高等教

育的知識生產，能夠更容易地符合社會需求、進而為社會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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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ntal Health Measure, passed in Wales in 2010, is an 

example of progressive legislation. It is not only a leading exampl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value of trans-

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discussing the practicalities of the 

Mental Health Measure,  this chapter considers mental health as 

“discursive spaces”（Heller, 2009）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different 

stakeholders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interpret issues of mental health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conceptualisation will also help us 

explore how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meet within the framework 

constructed by the Mental Health Measure and produce positive results.

The chapter intends to answer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1） How 

did a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ntal Health Measure?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practicing trans-disciplinarity for the purposes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the enactment of laws?（2） How might the health services, the 

training system of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the communities of 

North Wales benefit from the Mental Health Measure? And（3） how 

may trans-disciplinarity enha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Mental Health 

Measure?

In conclusion, the chapter suggests additional trans-disciplinary 

training which should be offered to the nursing and medical staff, as well 

as to social workers who will work with mental health patients. Such 

training will benefit both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approaches to data. 

Moreover, they will widen the horizons of students and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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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rans-disciplinary methods, and will exercise a direct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ental health patients.

摘　要

英國威爾斯地區（Wales）在 2010年通過的「心理健康辦法

（The Mental Health Measure）」，是一項進步的立法，堪稱社區

培力及跨學門合作的典範之一。本章除了討論此一法案之外，也

試圖將心理健康理解為「論述空間（discursive spaces）」（Heller, 

2009），以探討不同背景的利害關係人如何互動，並透過不同論述

所建構起來的思考框架，進行科學及人文之間多角度的對話。

本章將從三個層面逐步探討威爾斯「心理健康辦法」的實施

與影響：第一、在現實世界的政策發展及法律執行中，跨領域合作

在實踐上面對什麼挑戰？第二、心理醫療體系、相關學術專業，以

及北威爾斯鄉村社區的民眾等，都各將如何因本辦法的執行而受

益？第三、多元文化環境對此法案有何影響？如何透過教育傳播的

方法達到心理健康服務的永續發展？

本章在結論中將會指出，面對心理疾病患者時，醫護及社工

人員應接受哪些醫療專業之外的訓練，這些訓練不僅能增進服務提

供者對科學及人文資料的處理能力，打開學生及醫師跨領域的視

野，並能直接影響、提升心理病患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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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奈莉
1
生長在威爾斯（Wales）2

海邊的一個美麗村莊— 

Penmaenmawr。她平日一邊在當地的大學兼職教書，一邊作畫，享

受海濱令人放鬆的風景。她也在本地的庇護所擔任義工，並經常與

其他志工在週末下午去喝咖啡，一起討論如何幫助長期流離失所的

遊民，改變他們的生活。

此外，42歲的奈莉也是憂鬱症及心因性暴食症的患者，在過

去 20年中不斷地進出醫院。

其實奈莉的例子並不罕見。數據顯示，在英國，百分之十的

人罹患有憂鬱症，且有高達四分之一的人口會在生命的過程中面臨

精神疾病的困擾。過去地方政府幫助這些病患的方法，主要是授權

給醫學專家，讓他們去做大部分的決定，然後地方政府再依據這些

建議立法、執行（WAG, 2010）。專家學者的建議通常包括自願或

非自願住進收容所，以及使用藥物控制病情等兩大管道，然而自從

新的「心理健康辦法（The Mental Health Measure）」通過之後，奈

莉現在對自己病情的照護已有更多的選擇。

「心理健康辦法」是威爾斯國民議會（The Welsh Assembly）在

2010年通過的新法案，與舊法案具有相同的位階，並於 2012年開

始執行。1983年及 2007年制訂的兩項「心理健康法案」，主要著重

在對病患出入醫院的強制執行，但 2010年通過的新辦法，則是以

加強對居住在社區中之患者的支持為重心。

1   為了保護病人的隱私，奈莉的名字及個人細節都有經過更動。
2   英國基於文化和語言差異分成四大族群／區塊：英格蘭（England）、蘇格蘭
（Scotland）、威爾斯及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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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的四大族群及地理區塊中，威爾斯是一個相對上比較

缺乏大眾運輸的鄉村地區，時常因為冬季的惡劣天候而阻斷交通，

因此 2010年的「心理健康辦法」以立法及行政資源強化社區照

護，格外具有實質意義。這套辦法包含四個面向：

第一、提供地方初級照護機構—即家庭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s,簡稱GP）—更多的心理健康服務。英國的醫療體系

採家庭醫師制，任何人有各種病痛，必須先去看家庭醫師，如果家

庭醫師研判病患需要更專精的診療，才會將患者轉介到適當的專科

（包括心理健康專家）去接受下一階段的次級照護。因此新的「心

理健康辦法」認為在初級照護的階段，便須賦予家庭醫師更多心理

健康服務方面的權責與功能；

第二、讓接受次級心理健康服務的患者享有「照護治療計畫

（Care and Treatment Plan）」的權利；

第三、讓已經停止接受次級照護的成年患者，也能繼續享有

心理健康服務的權利；

第四、提供應住院病人
3
與獨立的心理健康倡導者互動交流的

機會。

這四個面向的決議賦予地方健康董事會及地方政府新的法律

責任，提供病患及其家屬更適當、優質的醫療服務，且已被當成醫

療倫理，編寫進心理醫師職業規範的六大原則當中：

1.  病患及其照護者均需充分了解「照護治療計畫」的擬訂與

執行—專家應充分了解患者的病史並細心治療病患，使

病人對病況有信心並能復原。這條原則是「心理健康辦法」

3   「住院病人」是指被病情被醫生診斷認為需要住院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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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且具創造性的部份，本文稍後將做更詳細的討論。

2.  平等、尊嚴及多元化—專家應根據病患的族裔、性別、

宗教、年齡或有生理障礙與否等條件，調整病人所應接受

的恰當服務。

3.  病患及其照護者在語言及文化上的雙向溝通，對於患者是

否能獲得適切的治療十分重要—誤解及溝通不良經常造

成誤診及照護上的不當，良好的溝通才會有良好的結果。

本條原則也特別指出要盡力確保雙語（威爾斯語及英語）

醫療服務的實施。

4.  照護與治療需顧及全面性，以「人」為本—專家須細心

照顧病患做為一個「人」的整體需求，以便擬訂全面性的

相關照護、治療與支持計畫，盡力協助病患康復。

5.  「照護治療計畫」應依據病患的需要及風險做適當調整—

病況複雜的患者可能需要較仔細的照護計畫，某些病患則

需較直接、迅速的治療以達到較好的效果。

6.  照護及治療需做整合及協調—為病人提供照護及治療

時，無論是合法執業部門或志工服務部門、專業心理健康

服務單位或是其它相關機構，專業者均需了解病人將如何

在所提供的照護及治療中得到幫助，並主動與其它服務單

位協調所提供的服務。

在本章中，我會介紹從 2010到 2012年的過程中，威爾斯「心

理健康辦法」如何通過法制化的經過，以及醫療從業人員、病患與

其照護者、所屬社群之間如何進行跨領域合作，使這種全面性的心

理健康服務得以在威爾斯鄉村地區落實。

首先我將介紹科學及人文如何在此跨領域架構中，讓來自不

同背景的利益關係人進行對話及合作。我採用Mathews和W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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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evox理論，也就是說，某些源起於邊陲的念頭、個體、產品、

服務、價值觀⋯⋯等等（即所謂的 devox），一開始或許顯得異想

天開、備受歧視，但在多種文化、環境元素的交叉激盪、醞釀之

下，後來卻有可能成為主流，被大眾所接受，例如爵士樂從原先被

看成低俗、小眾的靡靡之音，到今天已成為普及美國乃至全球的自

由樂音；又如現代醫學的發展，也是各學門的不同專家，歷經了

漫長的實驗與奮鬥，終於成為造福現代社會的重要貢獻（Mathews 

and Wacker, 2002 & 2003）。而 devox要從邊緣位置走向主流，倚賴

的便是跨領域的互動機制。

其次，我將討論在真實世界裡，政策發展及法律實行的跨領

域實踐，會遭遇到哪些困難？此外，心理醫師／醫療體系、相關學

術專業，以及北威爾斯鄉村社區的民眾等，都各將如何因 2010年

「心理健康辦法」的執行而受益？

最後，我也會從不同面向說明多元文化環境如何影響本計畫

的實行，包括在教育過程中，啟發多元觀點對於本計畫長久發展的

重要性；多元觀點對提昇心理健康病患及其照護者生活品質的幫

助；以及對本地區新進的心理健康醫師而言，多元觀點也能提升

他們對個人生涯發展的滿意度。伴隨著「心理健康辦法」，威爾斯

地方政府推動了一個十年計畫—「攜手邁心理健康（Together for 

Mental Health）」，我想探討這個辦法／計畫在實踐過程中的永續

問題，以及多元環境對其造成的衝擊。

跨領域方法對「心理健康辦法」有何幫助？

在Gibbons等人所出版的《知識新產製》（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專書裡，知識的產出被分成兩大類：第一類知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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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以學術為主，針對特定社群的規範脈絡之下所提出的問題及

答案。換句話說，第一類知識是一種單一領域的知識，而第二類知

識則是透過跨領域而來。相較之下，第一類知識的特色在均質性，

第二類的特色是異質性；第一類知識垂直整合並少於變化，而第

二類知識較為複雜且多變化。從醫學的角度來說，第二類知識是

由領域較廣泛、較新穎且歧異度較高的執業醫生們，針對特定脈

絡的問題共同去努力鑽研，因此比第一類知識更為可靠且具彈性

（Gibbons et al., 1994）。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心理健康辦法」的修訂，便

是第二類知識的產出過程，因為本辦法是針對威爾斯獨特的文化、

語言、地理、以及政治結構所擬訂、修改而來，整個諮商過程都

是針對「心理健康辦法」所設計，也就是說，決策者將「心理健

康」當成一個「論述空間（discursive spaces）」（Heller, 2009），

組成了一個多重結構的暫時性組織，以便讓不同背景的利害關係

人，可以在這個跨領域的架構裡充份對話。在此辦法發展及制訂

的期間，來自威爾斯不同社區的照護者及病人共同組成一個「指

導團（Steering Groups）」，藉由他們的經驗，使來自不同層面有關

心理健康的知識，能與立法者及醫療專業人員直接交流，進而達

到增進歸屬感、幸福感與互相尊重的目的，而地方健康董事會、

家庭醫師、以及初級心理健康照護者（Primary Care Mental Health 

Workers，簡稱PCMHW，包含醫護人員）等，也都在「指導團」

的分享之下受益，刺激不同背景的醫生及專家，針對如何提昇威爾

斯地區心理健康病患的生活品質，做出具體且詳盡的討論。

此外，在推行「心理健康辦法」的過程中，許多慈善團體，

如「關心威爾斯（MindCymry）」—這是一個負責整理並解釋

「心理健康辦法」給對相關法令不熟悉者及醫療社群的組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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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深入參與、跨界合作，讓相關專業人士更加充分了解他們在此辦

法中的權力與義務，並使服務對象及照護者覺得辦法細則更淺白易

懂，明瞭自身在此間的相關權益。

在反思第一和第二類知識的利弊時，Nicolescu（2002a）曾經

指出，單一領域知識是在真空環境之中的產物，也就是說，它是一

種客觀的知識，強調知識的傳遞，從而會在知識生產、傳遞與品管

結構的權力關係中，衍生出對立的邏輯與價值。相較之下，第二類

跨領域知識是現實生活中的產物，易言之，它是客觀的外部世界與

主觀的內部世界所共同匯聚、產製而來，所以人們能夠自然而然地

理解。Nicolescu認為這是一種新的知識生產過程，整合了人類的

智慧、情意及身體感官，側重人與人間的交互影響、彼此分享，達

到符合中道、共有的邏輯。

如果我們將威爾斯 2010年「心理健康辦法」的諮詢、起草經

過繪圖示意（請見圖一），我們將更進一步發現這是一種第二類知

識的跨領域互動、產製過程：威爾斯國民議會（簡稱WAG）的議

員們首先起草一份「心理健康辦法」，交付地方健康董事會（簡稱

LHB）及地方政府（簡稱LA）討論，為了深入了解本辦法對現實

生活的影響，LHB與LA引進了心理健康相關慈善團體的介入，然

後這些慈善團體再兵分兩路，一邊針對服務對象與照護者，一邊針

對服務提供者（即PCMHW），將各主要利害關係人召集起來共同

諮詢，並組成一個「指導團」。諮商的結果須向指導團報備，並據

此修改WAG的辦法草案，修改內容又回頭接受利害關係人的共同

諮詢，以及指導團的意見，直到定案為止。接下來便是辦法試行的

過程，一方面必須確保所有的利害關係人都能接受適當的訓練，了

解新辦法，一方面也須在試行的過程中蒐集具體經驗和回饋意見，

然後反思各重要原則是否都得到了實現，以便調整、加強執行與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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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直到醫療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間的落差拉近，醫病達成共識，

「心理健康辦法」才被視為成功落實，結束立法過程，也所以本辦

法從 2010年通過，到 2012年正式推行，共花了兩年的時間。

圖一：互動式的第二類知識生產、諮詢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此一跨領域知識生產的互動模式，並不限於

「心理健康辦法」或其它法案的修定，在增進實行效益上也很有幫

助，例如本辦法的修擬期間，因為服務提供者和服務對象都共同參

與，因此可以在一個具有共識的基礎上，設計給初級健康照護者和

病人的訓練綱領。當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檢證Nicolescu（1998）所提

出的跨領域三要素—現實面、中道共有邏輯、複雜性—時，

我們將發現在「心理健康辦法」的制訂過程中，法律、醫學、精神

病學、心理學及社會工作等領域的學者專家們，都先依據各單一領

域的現實條件提出他們的見解，然後在刻意創造、具有共同目標的

跨領域空間裡經過協調、溝通，整合出一個植基在多重現實考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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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諧共識，這個共識便是Nicolescu（2002b）所說的「第三意見

T，既不是A，也不是非A」，它不同於第一類知識的對立邏輯，而

是讓不同領域，甚至原先可能互有衝突的（哲學）思想找到相同

的立足點，然後在這個新的基點上開創出一個「既不是A，也不是

非A」的新局。如果我們將「心理健康」看成是一種全面性的社會

實驗，則我們不僅需要面對「心理健康」做為一個專業學門的複雜

性，更須正視它的人性化目的，以及做為大眾健康系統中的一環，

它所面臨預算緊縮的困境，乃至人際關係的問題等。

人際關係不僅系統性地影響了「心理健康辦法」的制訂與

施行，也為原本在社區中被視為 devox的邊緣化問題，透過跨領

域的利益共享，締造心理健康服務創新的核心價值（Mathews & 

Wracker, 2003, p.73）。從原先各個單一的角度分別來看時，我們發

現飽受心理健康折磨的病人基於各種因素，往往難以取得醫療資

源，導致病情惡化，甚至造成死亡；從官僚體系的角度來說，次級

照護所造成的行政與財務負擔已經過於龐大；對家庭醫師來說，基

於系統的限制，使他們縱然知道病人需要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持及輔

導，卻也無力提供醫療範圍之外的幫助，於是醫師只能開大量的藥

物給病患使用，結果強大的副作用反而造就更多衍生的問題；而病

人也往往因為疼痛及擔心污名而覺得無助，無力改變任何既定的狀

況。

但在整個心理健康醫療系統經過改革之後，現今的情況已然

大不相同，因為 2010年「心理健康辦法」的擬訂及相關知識的生

產，使家庭醫師們能被賦權治療病情較輕的心理病患。「心理健康

辦法」最具前瞻性的做法之一，在於讓威爾斯地區的所有家庭醫

師診所，都能分配到一位深入心理健康工作者（Dedicated Mental 

Health Worker，簡稱DMHW），DMHW在社區醫療體系內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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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診所、病人、照護者、慈善團體等的互動關係如圖二所示：

DMHW會配合醫師，訓練醫護及相關人員處理心理健康方面的病

況，讓診所內的每位員工—包含櫃檯人員及家庭醫師—都能

參與處理過程。醫師們所接受的專業訓練及支持，讓他們能夠放

心將病人轉介給DMHW，而DMHW也能依照實際接觸到的病人情

況，決定自行處置患者的病況，或是在一週之內轉介給次級醫療單

位，給予更深入、專精的照護。此外，DMHW會和社服單位及慈

善團體進行密切合作，並由社服單位的專才為病人與其家屬提供所

需的照護指導及支持。社服及志工單位也會讓病人及家屬知道，在

遇到某些狀況時，地方上有哪些免費的資源可以幫助患者度過難關

（Unllais website）。這樣的多角化協同合作，可以讓患病的情形更

早被察覺，避免產生併發症及預防自殺行為，且降低各項心理健康

問題所帶來的社會成本。

圖二：深入心理健康工作者（DMHW）在威爾斯地方診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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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實踐的挑戰與契機：各利害關係人如何受益？

根據英國法律的規定，照護計畫方法（The Care Programme 

Approach，簡稱CPA）是評估次級心理健康照護的主要建置，但在

細節實施部份，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都因地制宜，

各有差異，而自從「心理健康辦法」在威爾斯通過執行之後，從

2012年起，CPA在威爾斯已被「照護治療計畫」所取代。所謂「照

護治療計畫」包括四大要點：

1.  全面評估病人的健康及社會需求（包含財務、住宿、生理

健康、教育與訓練、工作及職業、親子及照護關係、文化

及精神等各方面做為一個「人」的社會需求）。

2.  白紙黑字寫下經由社區心理健康團隊、家庭醫師、及照護

者所共同認可的全方位照護計畫，以便幫助病人復原。

3.  提名一個照護協調者來負責聯絡、協調並進行對病人的照

護。接受次級心理健康服務的病患有指定此照護協調者的

權利。

4.定期監督及審核病人所受到的醫療照護及社會需求。

更具體地說，2010年「心理健康辦法」對奈莉究竟代表著什

麼呢？無疑的，本計畫對奈利有著巨大影響：首先，全面評估意味

著奈莉得以自行評估自我的復原狀況，她可以依據對個人生活品質

的期待來決定復原的目標。舉例而言，奈莉希望正常工作、在週末

當志工、煮飯、獨立照顧自己以及她所飼養的一條狗，所以她把恢

復個人身體的活動機能當成復原的目標。奈莉和另一位患者葛溫不

同，葛溫希望自己能從憂鬱症的狀態，恢復到有能力照顧生病的妻

子，依照自己的興趣從事木工跟園藝，並且可以開車到 300英哩外

的地方去拜訪他的姊姊，可見葛溫所需的照護計畫和奈莉的需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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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差異。

其次，「照護治療計畫」將奈莉的生活品質納入考量，確保她

的計畫步驟清楚且能力所及，使病人在康復的過程中獲得培力，有

助她慢慢達到目標；再者，「照護治療計畫」也將奈莉所可能面臨

的風險和機會考慮進來，這樣等她一旦達到初步的目標之後，奈莉

便可以追求更進一步的復原。在這種情況下，跨領域合作的利害關

係人都能受到正面而直接的影響，包含立法者、醫護執業人員、社

群團體以及奈莉自己，不僅都能在奈莉的復原中獲得成就感，在參

與的過程中得到培力，並提高奈莉對社會的貢獻。

無可諱言，「心理健康辦法」在執行上也有一些明顯的挑戰，

比方說上述提及的全面評估方式，在現代西方醫學仍屬一種新穎的

概念，很多醫護執業人員認為會挑戰到他們的專業權威，所以並非

人人都樂意支持（WAG, 2010），此外這個辦法在跨領域的實踐上

還面對了以下幾個困境：

1.  理論上說來，病人及其照護者應儘可能參與照護及治療計

畫的發展與執行，但病人及照護者都需要經過一定程度的

訓練之後，才能真的做出對自己最適切的良好決定，並使

他們的決定能被相關利害人所共同尊重及接納。

2.  在快速變遷的現實世界裡，各地的威爾斯小鎮已有越來越

多的移民社群和高流動性的國際學生，雖然仍屬少數，卻

在不斷擴增之中，這在預算不足的情況下，使地方政府想

要針對宗教及文化差異而提供相對應的不同醫療服務，顯

得阻礙重重。

3. 「心理健康辦法」明訂要以威爾斯語和英語，提供所有相關

訓練及檔案處理的雙語服務，自然又在資源的運用上增加了一層執

行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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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想的照護及治療不僅應該具有全面性，也須注意到病人

的個體差異，然而要以每一個病人的需求為中心制定照護

計畫，卻無疑十分棘手。有關憂鬱症的各項研究已經指

出，心理病及生理病會產生一種共病（Comorbidity）的狀

況，但相關的醫護人員及 PCMHW卻不見得都能即時理解病

人的需要，輕易處理共病的情形，這顯然需要後續相關的

訓練。

5.  在某些情況下，有些利益共享者會覺得他們的意見在某些

病人的照護及治療計畫中，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執

業者的敏感性需要在計畫過程採取有效的管理，否則可能

將在無形中無端提高未來的執行風險。

6.  後續的跨領域醫病對話對「心理健康辦法」的持續成效非

常重要，因此如何保障後續對話，也是決策單位、醫療體

系、社群成員等所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

如何以跨領域模式加強「心理健康辦法」的永續性？

根據跨領域框架所制定、設計及執行的計畫，自然也需要不

同領域持續的互動和協調，才能不斷保持良好的績效，並繼續生

產、傳遞第二類知識。在此我想以實際經驗提出建言，指出訓練相

關人員跨領域溝通時可能採用的恰當工具。

在筆者所屬的威爾斯Bangor大學裡，心理醫療學門的專家原

本希望透過「心理健康辦法」指導團的成員，邀請自願參與的病人

在某些課程中演講，並讓部分患者能在線上跟學生交流，增加學生

對於相關症狀的經驗與常識。這個構想固然有其可取之處，卻也有

諸多不切實際的地方，例如鄉村地區的交通問題，缺乏資金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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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以及對病人電腦操作上的相關訓練等，都需要一一克服，更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考慮心理病患的個人權益及風險。因此為了

修正這個課程計畫，我提議使用質性資料分析軟體套件如Nvivo 9, 

Atlas.ti, Transana, or MAXQDA（Alexa & Zuell, 2000），建立病人經

驗的影片資料庫，以做為訓練新進醫護人員時的輔助材料，進而搭

建人文跟科學之間對話的橋樑。

如果我們能夠建制一個具有病人訪談譯文及病史的影片資料

庫，並將此資料庫做成具有搜尋功能的多模態語料庫（multimodal 

corpus），將能成為研究者、學生、醫療人員及病患重要的輔助教

材。如此一來，學生可以將過去研究的發現與所面對的疾病具體

化，透過現實世界的真實案例深入瞭解、揣摩，不僅能讓學生更認

識心理病及生理病的可能共病，也可以讓他們更清楚這些疾病如何

影響病人的日常生活，從而體認到自己所面對的不只是「病人」，

更是被疾病所影響的「人」。

根據我個人的研究經驗（Carrillo Masso, 2009, 2011 & 2014; 

Carrillo Masso & Foxwell, 2014），我認為Transana軟體具有三個主

要優勢：第一、Transana是開源軟體，而且相對平價，這意味著取

得Transana及客製化的過程都不致於太過昂貴，對原已稍嫌侷促的

課程計畫財務造成負擔；第二、Transana允許對同一個影片同時進

行多重的譯文編輯，能夠確保不同領域觀點的跨領域合作，並讓學

生及研究者得以積極的處理資料，在每個訪談上疊加分析及解釋，

反覆並豐富地補充原有的資料；第三、使用Transana時，可以進行

電子時戳（timestamping），並在譯文上加註標籤，這意味著大資

料群組及多模態病人資料庫可以進行完整搜尋，對研究者、教學

者、及學生而言都更容易且方便使用。

如同圖三所顯示的，Transana使用者可以同時開啟三份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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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畫面中的人物是史蒂芬 ˙富萊（Stephen Fry），富萊是英國

知名的諧星、演員、作家兼電視節目主持人，長期患有憂鬱症，

他的紀錄片【躁狂憂鬱的祕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the Manic 

Depressive）】，使之成為英國心理疾病的代表人物。換句話說，透

過Transana所建制的影片資料庫，病人可以訴說他的病史，醫生可

以分享他們的見解，研究者也可以分享他們依此方法搜集到的知

識，這樣不僅能夠確保除了高知名度的患者（像富萊）會被注意之

外，如奈莉這樣的病人也可以在過程中受到傾聽，同時當「攜手邁

向心理健康」的十年計畫結束之後，「心理健康辦法」亦能保持跨

領域性，對社會大眾發揮正面的影響。

圖 3: Transana使用者介面的截圖，有三份譯文同時開啟。

此外，為了培養Bangor大學未來心理健康專業在初級及次級

照護方面的人才，我建議除了醫護方面的專業知識之外，也應考慮

以下幾個途徑：

1.  地方健康單位應考慮招募一個慈善團體出面整合相關資料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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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2.  這個慈善團體出面領導之後，也可邀請其它慈善機構共同參與。

3.  受邀的慈善團體應針對資料庫的建制共同招募收集資料的志工。

4.  志工們應共同討論當地社群資料收集的最佳方法。

5.  將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類存檔。

6.  來自Bangor大學的志工學生接著將資料做成備份，確保符合

Transana的格式、大小、及檔名。

7.  將這些資料建立成資料庫。

8.  由大學講師協調資料譯文的進行，以確保每一個影像資料都至少

有一個與Transana相容的譯文以供後續使用。

9.  這些資料再由相關的學校單位進行驗收，根據適當的標籤組

（Tagset）編輯入課程大綱。

10.  最後再規劃針對這些教材對新進員工及學生的學習過程進行回

顧。

以上的建檔過程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解決協調的問題，並促進

精神病學、醫學與人文、社會學、人類學、職業治療、醫學統計、

心理學、電腦語言、以及哲學與醫學之間進一步的跨領域研究，為

心理健康病人的內在生活提供難以估計的洞見。

綜上所述，筆者相信 2010年的威爾斯「心理健康辦法」，提供

了我們對跨領域結構與互動進一步的透視，不過本辦法從 2012年

實行至今，期限尚短，仍屬實施初期，影響力還在慢慢形成之中，

所以本章的論述充滿實驗性質，筆者在此只能期許藉由這個計畫，

能夠引起有心人對跨領域合作的關注，並在未來進行更進一步的研

究。如果這個計畫能讓奈莉及其他病人的生活更輕鬆、更豐富，並

與所屬社群及這個世界產生更多的連結，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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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modern 

world. From the transition of Little Science to Big Scienc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How to 

improve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s going to b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most societies and cultures.

Integrating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a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is inherently multidisciplina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trans-

disciplinary angle. Taking Taiwan as an example to review related 

studies,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article 

proposed ‘accurate’, ‘popular’ and ‘reflective’ as three sequential steps 

to improve science communication. The implications should benefit a 

more complete science communication model in Taiwan for the future.

摘　要

現代化的世界中，科學與技術展現出顯著的影響力。尤其是

從「小科學」到「大科學」的轉變過程，讓科學發展所牽涉的範圍

越來越大，參與的因素越來越多。因此，如何提升科學的公眾理

解，變成了大多數社會和文化所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科學傳播也

成為一項重要的工作。

科學傳播的工作同時結合了科學和傳播的知識領域，十足的

多元學科本質。本文以臺灣的狀況為例，透過研究文獻、國際趨勢

及歷史概況的回顧，從跨科際的角度來探討科學傳播所應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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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及功能。並且進一步提出「能正確」、「能普及」、「能反

思」，應該是臺灣科學傳播工作要能與時俱進的三階段進程，希望

透過這個模式的建構能夠助益於更全面之科學傳播工作的落實。

一、 前言：科學傳播牽涉什麼？

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狀態下，近二十年來，歐美學圈快速

地發展出「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這一個研究領域，

並且蓬勃發展中。這是一個集合科技社會研究（STS）、傳播、科

學教育的學術綜合體，牽涉許多不同部門之間的連結。骨子裡，或

許可以直截了當地說，「科學傳播」就是隨著科技發展所引發的各

種議題，應孕而生的跨科際研究課題。

近代的人類社會中，幾乎沒有一個學門、領域、組織、建

制、生活型態可以置外於科學及科技的影響，因此科學傳播所牽涉

範圍也就比以往增廣許多。這範圍究竟可以多廣呢？ 2012年發生

在義大利的一個科學判例，為科學傳播的範疇提供了一個很有創造

力的想像。

2012年十月，在義大利發生一則震撼全球科學界的判決。當

時有 6位地震專家及 1名政府官員，因未事先對義大利拉奎拉市

2009年傷亡慘重的大地震提出足夠的警告，被法院依過失殺人罪

判處 6年徒刑，並被要求支付 900多萬歐元（約臺幣 3億 4千萬元）

賠償金。這項判決初期當然引起全世界科學家的一片譁然，但是當

還原整起事件過程後，卻發現事實可能不單純。原來這起事件起

因在 2009年初，拉奎拉城微震連連，當時一位地方實驗室的技術

人員根據地面放射性氡氣排放量，自行預測會有大地震發生，而

引發當地居民的恐慌。因此義大利民防局要求「重大風險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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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risks committee）委託科學專家前往調查應對。於是幾位組

團前往的科學家，在簡單的會議之後就迅速定調這現象只是「地殼

能量正常的釋放」，並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誰知在這記者會的過

程中，科學家們不發一語（科學家或許覺得這沒什麼好說），全交

由一位民防局的官員代為發言。依據相關報導的描述，當現場有記

者直接提問：「那我們應該坐在家享用一杯酒，還是繼續擔心地震

呢？」，這位亟欲交差的官員竟輕浮地回答：「當然，當然，而且

要喝Montepulciano doc，這很重要。」1
隔天許多報紙新聞標題就變

成「科學家要大家放心在家喝紅酒」，不料六天後，當地就發生了

芮氏規模 6.3的強震，造成重大死傷。

我們可以想像秉持科學專業，並恪守沈默是金的科學家，卻

因此而鋃鐺入獄嗎？後來在部分專業國外媒體的深度討論中，包括

BBC2
及Scientific American3

等都認為，義大利法庭所譴責的並不是

「科學家無法精確地預測地震」，而是「科學家拙劣的溝通科學技

巧」
4
。這起事件無關乎科學家對於地震的預測能力，而是在於他們

對於「溝通科學」的陳述失準。

誰可以想像，在這個年代中，科學家拙於溝通竟會被判刑？

但這卻是科技時代中，一個典型科技、社會及媒體互動的案例。此

事件中，當時記者的提問陷阱、官員的配合演出、科學家的拙於表

達、媒體的渲染報導，共同導致了這項判例。「媒體」先是製造了

一個口語陷阱，因而參與在整起科技社會事件的「形成過程」；然

1   參 見http://rogerpielkejr.blogspot.tw/2012/10/mischaracterizations-of-laquila-lawsuit.
html.

2   BBC http://www.bbc.co.uk/news/magazine-20097554.
3   Scientific American http://ppt.cc/aMxw.
4   Scientific American的報導副標題就指出：a judgment not against science, but 

against a failur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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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將這些訊息披露給民眾，同時也參與在這一個事件的「傳播過

程」。不論是第一階段的「型塑」，或是第二階段的「傳播」，都

證明了科技社會問題已經沒有辦法與「媒體」脫勾，「媒體」甚至

可以左右整起科技事件的脈絡及發展。

這個案例似乎宣判，過去科學家用一枝筆、一張紙、簡單器

材做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代的科學不僅會跟媒體發生關係，

也可能與政治、經濟、法律、倫理有更綿密的互動，也因此需要更

多跨科際觀點的集思廣益。「科學傳播」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且重

要的例子，我們需要更清楚地瞭解科學傳播究竟需要累積哪些跨科

際內涵，才足以協助我們的社會更清明地面對科技社會的衝擊。

二、 國際趨勢的省思

北京清華大學STS中心的劉兵（2007）曾經寫過一篇短文，題

為「超級女聲與科學傳播」，當時正值湖南衛視「超級女聲」節目

在中國大紅大紫的時候。文章大意在說：「許多科學普及的從業者

雖然戮力於許多科學知識的推廣，卻也同時固守著過時的傳統觀念

作清高狀，不屑於公眾的實際需求，擺出一個『高雅』的說教姿

態，有效地讓自己和自己的工作遠離了公眾。」文末更補上一句

「到現在還不知道、不了解、不關心甚至鄙視超級女聲的人，可以

說是就沒有資格從事什麼公眾科學傳播的工作」。

到底該如何界定科學傳播的範疇呢？如果在相對保守的中

國，都已經開始在思考「科學普及」與「流行文化」之間的關係，

就可以預見科學傳播的內涵及邊界都已經跟過去有很大的不同。這

些跨科際的思維及元素的融入，也可以從近代西方科學傳播運動的

各種演進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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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論述發展

「科學傳播」是近二十年，在歐美學圈中快速成長的一個學術

領域，相關研究的取向已經從過去強調單方向科學知識授予的「科

學普及」（science popularization）觀點，慢慢地轉向強調科學與公

眾雙向互動的「公眾對話」或是「公眾科學參與」的想法。

這一波觀點的革新，主要源自於 1985年，英國皇家學會一

份很著名的博德曼報告（Bodmer Report）（Royal society, 1985）。

在這一份報告中，第一次將公眾對於科學知識的缺乏加以「問題

化」，讓大家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個需要集思廣益並共謀解決之道的

重大「問題」，從此之後開啟了幾波不同特質的科學傳播運動。在

這個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幾個對於科學傳播的不同觀點，例如最早

期的欠缺模式（the deficit model），就是博德曼報告的直接反應，

主張民眾若對於科學知識不夠瞭解，會間接地影響對於科學的支

持。這個來自於科學社群的看法，源自於科學家擔心民眾如果連最

基本的科學知識都不瞭解，恐怕會影響科學研究經費的挹助，所以

極力想要透過一些教導的方式來填補這一個科學知識上的「欠缺」

（Miller, 1983）。

後來，從許多科學推廣的過程中卻發現，民眾科學知識的多

寡有時未必與科學支持度有正向相關，因此進一步衍生了「情境模

式」（the contextual model）的觀點，主張每個人在面對訊息時，並

非像是一個真空的容器，而是會基於自身的經驗、所處環境及文化

脈絡來進行推理，所以每個人對於科學的需求及瞭解都會有不同的

情境與條件（Brossard & Lewnstein, 2011）。在「情境模式」下所

指引的科學傳播策略，就會專為不同的情境及需求去發展各自的方

法，以加深民眾的印象，這樣的作法也彌補了「欠缺模式」心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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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不足。

前述兩個模式比較是從「科學知識」為中心的角度所發展出

來，隨著科技問題與民眾關係的日益複雜，也開始從跨科際角度演

繹出很不同的科學傳播策略。例如科技社會研究（STS）領域常主

張的「常民專家模式」（the lay expertise model），這個模式主張以

「常民知識」或「常民經驗」為核心，指出科學家常常對於自己所

擁有的知識有時過於確定與自信，容易忽略了真實科技使用情境中

所會遭遇的偶發或不確定因素，主張有時常民經驗所累積的知識反

而比去脈絡化的專家知識更為有效，同樣需要予以重視。這是一個

與前兩者極為不同的科學傳播觀點，融合了社會學及人類學的考察

精神，也顛覆了科學傳播過程中多數人所熟悉的主從關係。之後，

亦有「公眾參與模式」（the public engagement model）的主張，在

對等參與的精神下，主張在科技公共議題的決策上需要整合民眾的

觀點，打破過去完全由科學專家所主導的科技決策型態，並據此發

產出包括共識會議、公民陪審團、審議式民主、科學店鋪（science 

shop）⋯⋯等不同的科學傳播策略（Brossard & Lewnstein, 2011）。

這些模式的演變，可以觀察到許多「將科學民主化」

（democratizing science）的精神，也就是將科學的主導權從菁英科

學家及政治人物的手裡，透過賦權及政治參與的方式轉移給民眾，

強調把民眾帶進科學的議題中（Miller, 2001）。這些觀念上的演進

與多元，是過去科學傳播工作所不容易想像的，過程中有賴許多跨

科際觀點的參與及貢獻。

（二）、 成員背景

除了論述上的轉變之外，投入的人員背景是另一個可以觀

察科學傳播趨勢的重要線索。其中，學術刊物是一個學術研究學

(10)Define(2015-03-18).indd   167 2015/3/23   下午 07:04:58



168　界定跨科際

門成熟與否的象徵，而協助該領域重要學術刊物的成員背景特別

值得深入解析。本文以目前國際間科學傳播研究最重要的兩個學

術 期 刊， 包 括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PUS） 及Science 

Communication（SC）為例說明。

創刊於 1992年的PUS期刊，歷任的主編包括美國的 J. Durant

及B. V. Lewenstein，之後是加拿大的E. F. Einsiedel，M. Bauer則

於 2010年正式接手主編的工作。這些歷任主編的學術背景十分多

元，第一任Durant的博士學位是主修科學歷史與科學哲學，之後

擔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博物館」的館長，並且合聘於 STS

學程中；同為第一任主編的Lewenstein，則同時服務於美國康乃

爾大學的傳播系與STS學系，博士學位主修科學歷史及科學社會

學。第二任的Einsiedel則服務於加拿大的卡加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傳播學系，博士學位主修傳播學，研究興趣則環繞在

各種科技社會的議題上。第三任主編Bauer則服務於倫敦政經學院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社會心理

學研究所及方法論研究所，博士學位主修社會心理學，並且具有經

濟史的背景，發表的學術著作除了在科學傳播領域之外，更散見於

STS相關期刊。

再對照另一本著名的Science Communication期刊的發展脈絡，

該期刊的前身是創刊於 1979年的Knowledge: Creation, Diffusion, 

Utilization期刊。在 1979年原始期刊的創刊號中，編者就說明

了該期刊的主要目的是徵求對於知識的研究，特別是關於知識

如何創造、散佈、使用，以及三者間的關係等。因此這裡所指

稱的「知識」，尚不特定於是「科學知識」。之後的重大轉捩

點是在 1990年十月，當時該期刊延攬了在STS領域十分重要的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STHV）期刊的前主編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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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Follete來擔任主編（Rich, 1991）。LaFollete同樣具有科技社會研

究的背景，十分重視期刊應該要能夠面對新世界的挑戰，尤其是科

學及新興科技的發展所造成的衝擊（LaFollete, 1991）。在她的努力

下，到了 1994年正式將原期刊更名為Science Communication，時間

上比PUS晚了兩年。LaFollete（1994）在「期刊更名說明」中，開

宗明義地提到新刊名所指的「科學傳播」，所要回應的是：基於當

代新媒體傳播方式的參與其中，對於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數

學、工程、醫藥及類似的科技領域所造成的含糊、複雜、多樣及變

化等問題的挑戰。

從這些期刊主編的成員背景及期刊定位來看，可以發現含括

了科學、歷史、哲學、傳播、心理、經濟、STS等不同領域，而這

些多元的跨科際背景就重新界定了一個具有全新方向的科學傳播研

究。

三、 我們還在「科普」嗎？

不論是論述觀點或是成員背景的改變，均可以發現科學傳播

領域的成長其實是基於一些新社會問題及現象的觀察，並從跨科際

的多元觀點中所交織出來，涵蓋面且深且廣。相較於臺灣目前的情

境脈絡，我們多仍習慣以「科普」這個詞作為普遍性的使用，在

許多人員的配置上，也多還停留在認定科學普及的工作就是由「科

學家」將自己的科學理論講得淺顯而通俗，以便讓民眾可以因為對

科學多些瞭解而進一步尊敬、支持，甚至是崇拜。從內涵層次來觀

察，能夠將科學當成文化現象來進行思考與反省的觀點，則仍顯得

十分有限。

近幾年，臺灣不管是氣象預報、美國牛肉、疫苗施打、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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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核能發電等科技爭議，似乎都在說明：民眾是否有好的科學

素養，已然牽動著國家的科技政策，甚至是經濟與社會安定的重要

關鍵。這些紛紛擾擾的背後，也開始有輿論反省臺灣的科學教育是

否出了問題，所以導致社會的理盲與泛政治化，讓民眾不願用科學

的證據去思考事情。究竟臺灣的科學普及工作出了什麼問題呢？

回顧臺灣科學傳播工作的歷史，早在 1970年創辦的「科學月

刊」社，可以說是這項工作的最先驅（林照真，2010），當時這份

刊物的催生象徵著臺灣科學普及工作的萌芽及紮根，具有相當的時

代意義。從此之後，幾乎每隔十年臺灣都會有一波新興的科學推廣

運動，例如 1980年代，故鄉出版社負責人高源清先生自日本引進

《牛頓雜誌》，開了「國際中文版」刊物先聲，並以「圖先文後」

的號召風行一時（張之傑，2007），開啟了第二波的科普運動。第

三波則是 1990年代，天下文化出版社所策劃的科學人文書系，這

系列的科普叢書中，至今有關天才物理學家費因曼的自傳
5
，仍是目

前科普書籍銷售的紀錄保持者。到了 2000年代的第四波熱潮，除

了許多不同的出版社開始將所謂的「科普」作為重要的出版題材之

外，2002年遠流出版公司取得美國Scientific American版權，並取

名為《科學人》雜誌在臺灣發行，是這一波熱潮的最高峰，目前該

刊物仍是臺灣發行量最多的科普雜誌。到了 2010年代，由於數位

網絡的普及，社群媒體的發達帶起了新一波的科學傳播革命，包括

2010年所成立的「Pansci泛科學網」，將科學的傳播帶進了另一個

世代；而同時期中，國科會亦透過「臺灣科普傳播事業發展計畫」
6

這個大型推動方案，媒合學界及產業界之間的關係，推動科學傳播

的節目、新聞報導、廣播等，透過更多不同媒介的結合來推廣科

5   理查．費曼 (2005)。《別鬧了，費曼先生：科學頑童的故事》。臺北：天下。
6   計畫網址：http://www.scicommtw.com/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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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細數這四十年來科學普及教育的推動，我們可以看見各種推

動方法的進步及多樣化，但是不諱言地，我們習慣以「科普」的概

念作為對大眾進行科學傳播的想像。因此在我們所熟悉的「科普」

用語中，仍是一種針對科學所進行的「大眾化」及「普及化」過

程，背後還是微妙地隱含了「科學」尊崇與居高臨下的地位。相較

於西方所發展的諸多科學傳播觀點，我們是不是有進一步調整的空

間？近代科學及科技急速發展下所展現的驚人影響力，確實大大

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樣貌，任何想要富國強兵者，無不需要搭上科

技發展的列車。因此將科學知識對於一般民眾進行「推廣」、「宣

導」、「教化」，是某個時代片段下合情合理的選擇。但是隨著歷

史的演進，這樣的觀點也必然需要與時俱進，尤其是二十世紀後

期，在科學繼續展現威力的同時，所伴隨著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

副作用、侷限性，甚至是反作用與破壞性（例如大氣污染、環境惡

化、核能威脅、基因操控、新流行病、武器擴散⋯等）。

在西方科學發源的歐美國家中，因為跟科學打交道的日子較

久，民眾明顯地因為科學的不同面向衝擊，而在信任及支持上產生

了變化。所以英國在八零年代透過大規模「公眾科學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調查，試圖從中找回民眾對於科學的信

心及信任。美國國家科學會或是英國皇家科學會都曾經在正式的發

表中，鼓勵科學家應該主動地對民眾進行相關科學計畫的說明及溝

通。因為當權威觀點與生活經驗無法接軌，或是專家的宣稱偶而失

效時，溝通科學就不再是簡單的一句「根據」科學原理或「尊重」

科學證據就能輕易地搪塞。科學主管單位必須尋求更多與民眾互動

及說服的機會，很難只是要求民眾儘管放心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

給「科學專家」即可。相較而言，或許臺灣也需要開始學習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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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溝通科學與科學協商的過程。

隨著現代社會中科學正向效果及負向效果的交織，全世界均

已普遍地需要面對科技發展的反省聲浪。我們可能需要進一步地思

考，是否仍僅將科學的「通俗化」與「簡單化」當作是介入科技社

會的主要或唯一科學傳播路徑？

四、 科學傳播三階段論

Bauer, Allum & Miller（2007）等人曾經從比較宏觀及時序演

進的角度，將國際間科學傳播工作的推動區分成三個不同的階段，

包括 1960到 1980年代中期的「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階

段，1985至 1990中期的「公眾科學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階段，以及 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科學及社會」階段。

這些不同階段的產生，是基於不同時代脈絡下，各種社會文化背景

的轉變，也因此發展出不同的科學傳播策略。

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從原本是實驗室中個別科學家的事務，

慢慢地轉化成與一般民眾息息相關的事件，變化的主要關鍵就是現

代科學從「小科學」進入「大科學」的演進（Price, 1963; Galison, 

1992）7
。一方面是科技應用的全面化，從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向度

介入民眾的生活；另一方面是科學研究規模的龐大化，導致科學家

需要透過更多「民意」的說服來確保研究經費的挹注，因此讓科學

7   「大科學」指的是團隊式、大經濟規模的科學發展型態，「小科學」指的則
是個體式、小經濟規模的科學。此一說法是由科學史家Price於1960年代初
期提出，他從大量統計歷史之科學家人數、科學雜誌數量及科學論文數量等

變化歸納發現，大約在200年左右的光景，科學產業規模已然有了指數性的
成長，每15年左右就增加一倍。也就是說，科學已然從「小科學」型態轉
變「大科學」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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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眾之間有良好的溝通，變成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務。

對於臺灣社會的底層文化來說，「科學與科技」幾乎是一種西

方世界的舶來品。因此在面對科學的過程中，我們容易夾雜著更多

文化及民族自信心等足以影響科學傳播成效的複雜因素，因此相較

於西方學術界所發展出來的各種科學傳播模式，臺灣相對地呈現出

保守與裹足不前的樣貌。各種不同的科學傳播模式之間其實並不必

然互相排斥，甚至在大部分的傳播情境中都融合著各種不同模式的

組合（Bucchi, 2008），因此如果僅單一地採取某種簡化及線性的科

學傳播取徑，必定無法再適用於現今科學傳播的複雜處境。對於臺

灣公眾科學傳播的「教育者」及「傳播者」來說，理應到了需要全

面進行檢討的時候，除了應該吸納各種不同科學傳播模式的精神，

並積極發展相對應的推動策略之外，更應該依據臺灣的社會文化背

景來界定不同的階段性目標。

從前述相關文獻、歷史背景及實務工作的檢討，本文主張溝

通科學的工作不能再僅停留在「上而下」的單向權威授與，而必須

更積極地與一般民眾的生活結合，甚至更深入到文化的裡層，方能

全面地翻轉科學傳播的工作。綜合這些考量，本文進一步提出「能

正確」、「能普及」及「能反思」，應該要是臺灣未來推動科學傳

播的三個階段性目標，相關理由分別論述如下：

（一）、 能正確

在傳播科學的過程中維持科學的「正確性」，理應只是一個最

基本的要求，從跨科際的觀點來看，這也幾乎是最單純的一種狀

況。過去臺灣在科學普及化的各種推動工作上，多強調透過民眾對

於科學的瞭解，能夠提升國家的競爭力，甚至是改善民眾的生活，

因此十分注重科學知識在傳遞過程中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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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媒體的開放，各種訊息傳播管道的普及，科學也呈

現出許多不同的風格及表現型態，參與的人員越來越多元，相對地

科學被書寫錯誤的比例也越來越高。這樣的情形當然不是臺灣所獨

有，許多西方科學家、評論者及媒體研究人員也常常詬病媒體中所

呈現的科學訊息品質不佳（Bucchi & Mazzolini, 2003）。單就「科

學新聞」這一個項目而言，臺灣媒體就普遍地會發生包括「理論錯

誤」、「戲劇效果」、「名不符實」、「便宜行事」、「多重災難」、

「關係錯置」、「忽冷忽熱」、「不懂保留」、「官商互惠」及「忽

略過程」等不同類型的錯誤（黃俊儒，2014）。不論是本地記者自

己所編採的新聞，或是翻譯自國外的科學新聞，都常會犯下一些不

同狀況的錯誤。這些錯誤可能源自於媒體自身的「生產系統」，例

如媒體大環境式微下的惡性競爭，或是教育體制太早分流，導致媒

體人員結構普遍欠缺科學涵養。有些錯誤也可能源自於「知識特質

衝突」，例如科學與媒體原本就是兩個屬性十分衝突的文化實體，

就像科學傳播的一句名言：「科學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但是媒體在

乎的只是快門的一瞬間」，在媒體中報導科學有著許多困難克服的

處境。

科學新聞只是其中的一種，若再將這些媒體的文本擴及到其

他更為廣泛的書籍、雜誌、戲劇、影集、廣告、電影、網路論壇

等，就可以發覺錯誤的比例會更高。如果科學的教育者或傳播者

所肩負的工作是為科學講一個故事的話，前提就應該要先能說一

個「沒有誤解科學」的故事，先要能夠如實地反應科學家的想法及

觀點，才有機會再談其他。因此在這一個面向的科學傳播作法中，

「科學家」或廣義的科學工作者（可能是工程師、醫生、技術人員

等）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需要為科學知識的正確性把關，同時也幾

乎是這個面向下，最重要的科學傳播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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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普及

由於科學知識所具備的典範特質（Kuhn, 1962），讓它有著比

其他知識體系更高的認識門檻，若要縮短這個門檻，最普遍的作法

就是能夠透過一些生活化或是趣味化的題材作為媒介，用以吸引一

般民眾的關注。因此「能普及」的意思，意味著一方面能夠將科學

的知識「簡單化」，另一面能夠「有趣化」，所以「科普」這個用

詞本身，就隱含了能夠以簡單、有趣、吸引人的方式來傳達科學知

識。

把一個嚴謹甚至是嚴肅的事情說得淺顯易懂，其實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僅以「能正確」的角度來推動「科普」，很難兼顧科

學知識的平易近人，如果要顧及科學知識的平易性及趣味性，又要

確保其正確性，它必然需要在科學家之外還有其他專業人士的投

入。例如要讓科學與庶民的流行文化融合在一起，就需要讓科學不

僅出現在新聞、報紙或是博物館，可能戲劇、小說、電影、電玩、

動畫都是可以觸接的場域，甚至是更為抽象的藝術展演、音樂或是

舞臺劇等。但是這樣的融合一點都不輕鬆，我們總不能貪心地希望

一位科學家既能夠專精於嚴謹的科學研究，同時也要能夠把這些科

學元素展現成一個吸引人的藝術作品。因此這個過程中，就需要不

同領域的跨界合作，例如科學家與藝術家、教育學者、傳播學者、

社區工作者等，能夠在各種科技元素的融合中，清楚地掌握閱聽人

的習性及喜好。

過去臺灣在這方面工作的努力成果，展現在包括科學博物

館、科學展覽、科學節目、科學季、科學遊戲設計等方面，透過情

境的營造提供給民眾與科學接觸及瞭解的管道。除此之外，其實還

有許多待開發的空間值得耕耘，例如不管在歐美或是日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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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許多將科學或科技知識融合在戲劇中的例子
8
，並且都獲得了

十分成功的效果，這也是臺灣一直還沒有開發出來的樣態。Lemke

（1990）曾經指出，學習科學其實就是學習「談科學」，也就是能

夠在讀、寫、解題時以科學語言進行表達。相對於在「學校中」談

科學是談論一種有標準答案及標準條件的科學，「日常生活中」談

的科學可能沒有確切的答案及邊界，而且與生活的經驗貼近，因此

更有機會可以讓民眾自然而然地談科學，它也是「能普及」的科學

傳播階段所需要著重的一項重要工作。

（三）、 能反思

科學及科技的發展對於人類社會的衝擊很大，如果細數近

五十年來的科技發展，相信現今最困擾人類社會的問題可能不再是

科技發展得不夠快，而是我們需要開始面對許多因為科學發展所

引發的爭議（Millar, 1997; Sadler & Zeidler, 2004）。尤其是臺灣，

在一個小小的島嶼上，卻乘載著許多高耗能的產業，包括核電廠興

建、電磁波基地臺風險、工業廢水排放、不明食品添加物等，都是

因為科技高度發展下，逐漸需要面對的問題。這些爭議的發生，對

於科學傳播的工作而言，就不能再只是歌頌科學的美好與神奇，而

是必須逐步地帶領民眾去反思科技發展對於生活所產生的副作用或

是負面衝擊。

現代科學與科技的效應幾乎是無孔不入地擴及人們生活的各

種層面，要能清楚地預估科學的效果及侷限，以及對於各種部門所

產生的影響，它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勢必要整合更大的跨領域

8   例如美國「百戰天龍」中的英雄運用廣泛的物理及化學知識伸張正義，日本
「神探伽利略」中的科學辦案，韓國「大長今」中的各種食材及醫學知識，
都是十分典型及成功的科學普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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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距。例如，以一個可能正反意見都有的科技公共建設議題為例，

它可能需要有社會學的角度來解析該科技事件對於社會部門所衍生

的影響範圍，需要有經濟學的角度來核算對於經濟的衝擊，更需要

從人文的角度來評估對於文化的影響，如果要將這樣的事件評估地

更加仔細，甚至需要有歷史的觀點來以前人為鑑，甚至是哲學的觀

點來分析事件的科技本質。這樣的跨領域級距，又超越了只是「能

普及」的範圍，它需要從不同角度來評估各種利弊得失，如果僅是

獨厚於某一方的考量，反而容易造成恆久難以解決的爭議或是各執

一方的衝突。

相較於歐美科學傳播觀念的進展，臺灣對於科學傳播的主流

論述仍多緬懷於「科學教化」的功能，在呼籲民眾該擁有「不知多

少才夠」之科學知識的同時，一方面強化了科學不容挑戰的權威，

另一方面也為大眾豎立起層層難以跨越的參與門檻。對於擴大科學

的參與，以及回應科技社會的重大議題，臺灣這方面的努力尚有很

大的空間。

圖一：科學傳播三階段的跨科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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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這三種不同科學傳播階段的目標，它所需要的觀點及人

才結構就像是圖一所示。越是能夠回應近代重大科學事件及爭議的

科學傳播取徑，它所需要含括的學科領域觀點及人才，就像是一個

「倒金字塔」的結構一樣，越往上層就牽涉越多及越廣的範圍，若

只是侷限在某一種片面，必然無法針對問題有夠有效的解決。

此外，在這三階段的層次關係中，這些不同階段並非單向對

應或互斥，而是包含一種融合的貫穿性。例如就科學新聞報導而

言，如果臺灣科學新聞的製作品質先能夠掌握基本的科學正確性，

在此前提下再能夠考量閱聽人的先備知識來書寫易讀、易懂的報

導。進一步，在面對重大科技爭議時，也能夠權衡整體社會、經

濟、政治、文化與科學之間的關係，呈現具備科學反省性的新聞。

如果各種科學傳播的實踐場域，都能夠將這三個漸進式目標深刻考

量，那麼臺灣的科學傳播工作方能更趨成熟。

五、 結論：一個未來的想像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期刊具體的將主要徵稿範圍 9
區

分成下列幾個主要項目：

（一）、公眾對於科學及技術的理解與態度之調查

（二）、科學的感知

（三）、科學的通俗（popular）再現

（四）、學校中的科學

（五）、科學教育與通俗科學的歷史

（六）、科學及媒體

9   參見：http://www.uk.sagepub.com/journalsProdDesc.nav?prodId=Journal201663&ct_
p=title&crossRegio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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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學小說

（八）、科學的遊說（lobbying）

（九）、科學展覽及互動式科學中心的評量研究

（一○）、對於公眾的科學訊息服務

（一一）、反對科學的通俗異議（反科學）

（一二）、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及合適的科技

這些項目正好含括了前述「科學傳播三階段論」的各種議

題，強調正確性、普及性，更不忘對於科技的反省，而這些科學傳

播研究的跨科際格局同時也衝擊著傳統科學教育研究的質變。例如

於 2006年所創刊的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 Education期刊發刊詞

中，直接將科學及科學教育定位為一種跨文化、跨年齡、跨領域、

跨學科的一種現象，並鼓勵能將科學及科學教育還原為一種人類文

化活動的學術研究（Roth & Tobin, 2006）。該期刊徵稿說明中，強

調他們是在科學教育、科學的社會研究、公眾科學理解、科學及人

類價值及科學與素養之間提供一個橋樑，把科學教育與公眾、文化

都關連起來。

從這些重要學術刊物所立下的里程碑來看，可以發現科學傳

播領域的誕生其實是基於一些新的科技社會現象及課題，它從一些

跨科際整合色彩強烈的綜合學門中衍生出來，除了確立其獨特的學

術重要性之外，並刺激了其他傳統學門的調整及改變。這些國際

的趨勢除了說明一種觀點融通及交流的重要性之外，它也似乎在

告訴科學教育學者必需要將研究的旨趣擴展到更廣大的教室之外

（Ogawa, 2011）。

對於溝通科學的工作而言，臺灣已經十分習慣使用「科普」

這一個詞來含括所有的工作。如果考證這一個詞在臺灣社會的援

用，其實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用法（林照真，2010），當時既是

(10)Define(2015-03-18).indd   179 2015/3/23   下午 07:04:59



180　界定跨科際

「科學普及」的意思，同時也隱含著科學普及與通俗化是國家現代

化的重要任務。一個詞彙如果被大家長期使用習慣了，當它在文化

上生根，久而久之也會成為我們習慣的思考內容及方式，不僅容易

限縮大家對於科學傳播的想像，更會誤以為這只一個在科學產業外

圍的次級或邊緣工作。如果放眼現代科技社會中的公民養成過程，

「科普」的概念僅能是科學傳播中的一環不能是全部，它需要被重

新地予以檢視與改變，否則無法符合這個時代的真實需求。目前

臺灣社會最缺乏的，恐怕是大眾能夠有將「科技相關議題」感知成

「公共議題」的能力，也就是能夠意識到科技議題的重要性及切身

性，願意進行進一步的批判與反思，並且相信自己可以在裡面扮演

角色。

現代社會的科技問題何其複雜，在「科學」、「公眾」與「社

會」之間進行溝通與協調，這是一件專業與艱辛的工作，它需要被

深入的探討、論述與累積。不是一位科學家，只要同時文筆好、口

條好、面貌佳就可以勝任這工作，更不是以科學文化菁英之姿來奚

落一般民眾的科學知識匱乏，就能夠填補這一條難以跨越的對話鴻

溝。因為在一個恆常變動與衝突的科技社會中，臺灣需要的不再只

是對科學的神奇與無所不能所進行的廣告及行銷，而是需要與民眾

好好地溝通及協商科學的過程、限制、影響、價值及可能的代價。

這些年來臺灣面臨許多科技爭議，我們逐漸發現了一些案例，

看見除了利益關係人、學生及環保團體之外，開始有更多不同領域的

人士加入行動參與的行列，例如藝文界關心核電問題的自發行動
10
、

10   例如：自由時報 (2013)，〈每週一次五六運動〉。8月15日（http://www.
libertytimes.com.tw/2013/new/aug/15/today-o4.htm）；環境資訊中心 (2013)，
〈「明年一定消滅核四！」五六運動寒流中提前跨年〉。12月28日 (http://

goo.gl/MHMy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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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樂團將科技議題融入歌曲創作
11
、融合科技議題的電影創作

12
，

這些作法都讓我們看見了將科學傳播「三階段精神」逐步融入的契

機，也看見更多跨科際合作的可能。直到有一天，民眾不僅因為看

得懂報刊中的科學新知而高興，更能思考這樣的每個事件背後，自

己與國家、社會、生存、環境之間的關係及責任，這應該才是科學

傳播工作開花結果的一天。

11   《不核作》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oNukesLongPlay/info；
12   今日新聞 (2014)，〈「陳玉勳大讚《白米炸彈客》拍得好」〉。2月25日

(http://www.nownews.com/n/2014/02/25/1129414)。今日新聞（2014）。〈柏林
影展／《白米炸彈客》首映　觀眾叫好〉。2月12日 (http://www.nownews.
com/n/2014/02/12/111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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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文化傳播學院講師。

中國科學紀錄片發展歷程

喻　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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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science documentaries, though produced in the present 

century, could be dated back to the popular science films shot by 

Commercial Press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and their centenni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closely bound to China’s fate. They were once 

regarded as key tools for national rescue and rejuvenation, and were 

later faced with a survival crisis at the turn of century, before integrating 

into the global context of science documentary as an inevitable change 

under a harsh environment. The paper thus categorizes its centennial 

history into four stages, namely, the early period（before 1949）, the 

period of planned economy（1949-1978）, of market economy（1978-

1999） and of the new century（from 2000）. Aesthetically speaking, 

the documentary has been more or less affected or shocked by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Apart from native, simple documentaries shot by 

Commercial Press in its early period, Sun Mingjing began to actively 

introduce western theories into China. Western documentaries reappear 

in our horizon as a shock to old-fashioned narration styles after one-

sided references to Soviet Union since 1949 and China’s re-opening 

since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aper,  based  on  the  c lear  p ic ture  of  China’s  sc ience 

documentary and of special  concern to historic and ideological 

surroundings as its affecting factors, analyzes its aesthetic changes 

under  western  inf luence  and the  re la t ion  between sc ience  and 

documentary. It also makes possible suggestions for current issues of 

science documentary, with reference to well-made ones inclu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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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and the Discovery Channel. It thus hopes to stress more than the 

documentary’s form, with in-depth analysis over complicated factors 

behind it, for better explan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  popular  sc ience  f i lm、sc ience  documentary、

infotainment、scientific spirit.

摘　要

中國產生「科學紀錄片」的類型是從本世紀開始，但究其歷

史，又能往前追溯到上個世紀初商務印書館拍攝的「科教片」。在

此後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科學影片總是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

關。它曾一度被看作救國興國之利器，世紀之交卻面臨生存危機。

在今天，它「窮則思變」，逐漸匯入世界科學紀錄片的語境。本文

將科學紀錄片的百年歷程劃分為四個時期，即 1949年之前作為發

展的早期、計畫經濟時期、市場經濟時期以及新世紀以後。而在美

學上，中國科學紀錄片或多或少受到西方紀錄片的影響與振盪。除

了商務印書館最初的拍攝活動更多是本土的、樸素的，孫明經開始

有意識把西方理論介紹進來並付諸於實踐，1949年之後科教片全

面學習蘇聯，再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國門再次洞開，西方紀錄片重新

進入我們的視野，衝擊舊有的敘事模式。

本文將梳理中國科學紀錄片製作的歷史脈絡，關注特殊的歷

史和意識形態環境，考察其在西方科學紀錄片影響下的美學流變，

以及「科學」與「紀錄片」如何分分合合。提出當代科學紀錄片

存在之問題，借鑒BBC、Discovery Channel等英美成熟的科學紀錄

片，嘗試給予建設性意見。本文不囿於科學紀錄片這一形式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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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希望通過審視此類型背後複雜的因素，觸摸近一個世紀中國

的社會政治文化變遷。

關鍵字：科教片、科學紀錄片、紀實娛樂、科學精神

前言：名字嬗變—從科教片到科學紀錄片

「科學紀錄片」的名稱在中國時間並不長，大概是到了 2000

年以後方才出現。此前很長一段時間，這樣的片種被稱作「科教

片」。

上世紀 20年代，為配合教學，科學影片被製作出來。一些理

論家開始將「教育影片」從籠統的「影戲」中剝離出來，而在教

育影片中有一類是介紹科學知識的。1921年，顧肯夫撰寫的《「影

戲」雜誌發刊詞》提到「有一類影戲可以叫它教育影片」、「影戲

對於介紹科學的能力很強，看客看科學影片，好像在實驗室裡看

教員試驗一般。」1924年，周劍雲、汪熙昌的《影戲概論》講義

把影片一共細分為二十類，其中有一類稱為「科學影片」，定義為

「闡明生物變化，灌輸科學知識，借補講義之不及」，「如機器的構

造，工廠的組織，人體的解剖，植物的茁長，都可以攝成影片，灌

輸國民以科學知識。」
1

上世紀 30年代，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成立，陳立夫發表《中國

電影事業的新路線—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應負的使命》的理論文

章，號召傳播科學知識。這一時期科學影片的製作主陣營在校園。

金陵大學首當其衝提出他們要拍攝的是「科學教育片」。

因此，從一開始，科學影片是為教育教學而生，「科學」與

1   揚力、劉詠《舊中國科教電影》，《電影藝術》，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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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直是這一片種的兩個屬性。但在當時「紀錄片與科教片

之間的分野並不十分明確，其實科教片也是以紀錄片的形式拍攝

的，可以稱為科教紀錄片」
2
。

1949年以后，科教片全面學習蘇聯，擔負起解決社會生產燃

眉之急的任務，而在創作方法上日益拉大了它與紀錄片的距離。直

到上世紀 80年代，當一些年輕導演重又拾起紀錄片的手法進行科

教片的創作時，「太像紀錄片」的質疑便隨之而來。北京科影廠廠

長薛繼軍認為「傳統的節目類型劃分，科教片和紀錄片徑渭分明：

紀錄片關注的是人和事的主體存在，動態的進程記錄是其重要特

徵。科教片則不然，它排斥人和事的主體介入，由表及裡進入知識

的原理和系統，呈現的是科學與自然的規律本身。」
3

新世紀伊始，隨著BBC、Discovery Channel的紀錄片大量進入

中國，其裹挾的多元雜糅形式給了中國紀錄片的內容和形態很大衝

擊。與此同時，「科學紀錄片」（science documentary）這一稱謂也

進入我們的視野，「科學」和「紀錄」再次合二為一。

在西方紀錄片的強勢影響下，注重傳授知識的中國傳統科教

片開始紛紛變臉，敘事結構、真實再現手法、電腦虛擬、視聽感染

力等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同時，它們都不再叫自己「科教

片」，而冠以「科學紀錄片」。今天，中國頻頻與國外大廣播公司

聯合制作紀錄片，「science documentary」是我們與國際同行對接

的名詞。

從「科教片」到「科學紀錄片」，走過了近一百年的路程，名

字的微妙嬗變卻折射出時代環境的巨大變化。

2   單萬里《中國紀錄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第142頁。
3   薛繼軍《北京科影的品牌塑造》，《電視研究》，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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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科學紀錄片發展歷程

（一）、 中國早期科教片 (1918-1949)

1906年，中國綿延千年的科舉制度落下帷幕，歷史走向了一

個嶄新的方向—一大批近代學校建立，普遍設立語文，算術，

英文，自然科學等課程。一種更加體制化的全新教育方式開始在中

國的土地上孕育萌芽。

中國科學紀錄片由此發端。1917年，配合新學教育，商務印

書館
4
設立了活動影戲部，開始攝製影片。所攝影片分為教育、風

景、時事、戲劇、古劇五大類。其中，風景片包括《北京風景》、

《南京名勝》、《上海龍華》等，教育片包括《盲童教育》、《養

蠶》、《驅滅蚊蠅》等。「這『風景』片我們現在可視為社會教育

片，而『教育』片，則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科學教育片，兩者都屬

科教片範疇」
5
。到 1923年，商務印書館共攝製二十部科教片。這些

影片「在內容上往往與該館出版的教科書相呼應，而且影片的放映

常常是配合某些演講、宣傳和報告來進行。」
6

然而，這是一個大動盪的年代，這些影片在 1932年「一二八」

事件中被日本侵略軍投彈炸毀，如曇花一現般沉入影像歷史的長

河。

時間走到 20世紀 30年代，蔡元培宣導教育電影化、電影教

育化，主張利用教育電影這一工具，來救治中國民眾的愚、窮、

弱、私。1932年，蔡元培發起，陳立夫組織成立了中國教育電影

協會。這一時期，科教片主要的製作陣營轉到大學。金陵大學理學

4   1897年，夏粹芳、張元濟在上海創辦。
5   揚力、劉詠《舊中國科教電影》，《電影藝術》，2005年第6期，第69頁。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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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上海大夏大學等機構開始進行科教片的拍攝。孫明經是這一時

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正是在他的手中，科教片由芽而苗，由花而

實。

孫明經 1911年生於南京，1927年進入金陵大學理學院學習。

此時，五四的浪潮早已平息，但科學、民主之觀念卻如春雨滋潤著

年輕的心靈。1934年，孫明經畢業留校工作。四年後他創辦了中

國第一個電化教育專修科，後改為影音部，這是中國高等院校第一

個電影專業。

金陵大學與電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 1922年，農學院為了指導

不識字的農民種棉花拍攝電影，並在各地放映。1928年，在上海

的柯達公司成立教學電影部，進口了約百餘種教學影片。⋯⋯金陵

大學理學院院長魏學仁對這些影片發生極大的興趣，認為是加強

理科教學無上的利器，當時便決定購買柯達A型十六毫米放映機一

架，和柯達教學影片數本。這是中國大學之有教學影片和放映設備

的開始
7
。1936年，魏學仁還親自去日本北海道，用 16毫米彩色反

轉片記錄了日食奇觀，這是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日食》。

1934到 1948年間，金陵大學教育電影部攝製影片 112部，其

中一半以上由孫明經拍攝、編輯。根據拍攝的內容，孫明經把自己

的教育電影分為工業常識、地理風光、自然科學、國防常識、農事

等類型。這些影片「一部分記錄了三十年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成

就，起到教育國民現代科學知識的作用⋯⋯其中有的電影是在抗戰

時期拍攝的，也有宣傳抗日、鼓舞士氣的作用。如《自貢井鹽》是

在日本封鎖中國海道、海鹽奇缺的情況下拍攝的，讓國民知道即使

7   孫明經：《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小實驗》，《影音》第六卷第七八期，
1947年12月。轉引自史興慶《孫明經電影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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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海鹽，自貢的井鹽照樣可以保證供給；《防毒》講述芥子氣的

特性和防護措施；《防空》告訴觀眾在日本飛機襲擊時如何躲避。

另一類影片屬於科教片，有的記錄當時中國手工藝狀況，如《竹

器》、《漆器》；有的介紹各地特產，如《中國柑桔》、《中國桐

油》等；還有的影片是為了普及生活知識，如《醬油》、《調味品》

等」。
8

這些影片多為配合課堂教學製作，傳播卻越過了校園的圍

牆，在電影院或廣場廣泛放映，有些影片列入教育部的教育影片

庫，在全國學校輪回放映。幸運的是，這批影片大都保存了下來，

並於 2002年在中國電影資料館露面。

大學之外，國民政府的科教片製作也在同步進行。盧溝橋槍

聲響過，整個中國籠罩在一片陰霾當中。1938年，由宋美齡擔任

理事長的戰時兒童保育會于漢口成立，它的出現改變了 3萬多名難

童的命運。1939年，教育部為了海外宣傳，邀請導演潘孑農拍攝

科教片《第二代》。從晨起洗漱到上課，影片記錄了保育生一天的

生活。

1942年，陳果夫以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名義在重慶成立「中華

教育電影製片廠」，簡稱「中教」，這是中國第一個專業的教育

電影製片廠
9
。在重慶的四年，「中教」一共拍攝了 40餘部教育影

片，如《穀雨》、《重九》、《煉鋼》、《水力發電》等。

這一時期，中共也有少量的科教片攝製。1946年，共產黨接

收「滿映」，後改稱東北電影製片廠（簡稱「東影」）
10
，這是中國

8   張同道、黎煜《被遺忘的輝煌—論孫明經與金陵大學教育電影》，《北京

電影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9   「中教」抗戰後遷到南京，1949年遷到臺灣。
10   後更名為長春電影製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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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大型電影製片機構。抗戰期間，日本人曾在東

北進行細菌戰，致使某些地區鼠疫橫行，為了向群眾普及相關知

識，1948年東影拍攝了《預防鼠疫》11
。此期中共尚無大規模生產科

教片的計畫和行動。

（二）、 計畫經濟時期的科教片 (1949-1977)

1949年中國歷史發生巨變，共產黨統一中國大陸，各項生產

建設從滿目瘡痍中逐漸恢復，整個社會需要科學技術應對生產、生

活急待解決的問題。

1953年以後，三大專業的科教片製作基地先後建立起來：上海

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簡稱「上海科影」）、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

（簡稱「農影」）和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簡稱「北京科影」）。

這一時期的科教片強調為工農兵服務，內容上是與人們的生產、生

活緊密相連的實用科技。「如《根治水稻害蟲—三化螟》等四部

農業片，都是當時農業生產中的重要問題；《先進砌磚法》為配合

社會主義建設解決當時建築業的速度問題；《家庭安全用電》向廣

大人民群眾普及日常生活中的科學知識，進行常識性的教育」
12
。這

批影片類型手法單一，形象地圖解了黨和國家的政策措施。

1956年，經濟社會初步發展，社會空氣相對寬鬆，毛澤東提

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一時期誕生了地理風光

片（如《桂林山水》《蘇州園林》）、美術科教片（如《榮寶齋的木

板浮水印畫》）、物理科教片（如《回聲》）、工業科教片（如《中

國陶瓷》《武漢長江大橋是怎樣建成的》）、基礎知識科教片（如

11   該片後來被納入《民主東北》。
12   劉詠《科教片歷程反思》，《電影藝術》，198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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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睡眠》《杠杆的作用》）、觀賞性科教片（如《金魚》《春花

籠鳥》《菊花》）
13
。中國科教電影呈現出題材多樣化的局面、創作上

向美學打開一扇窗戶。

然而好景不長，1958年，中國開始了「大躍進」運動，電影

產量也出現「大躍進」，只求數量、不顧品質，僅 1958年就出品

科教片 178部。然而情節重複，表現雷同，亢奮的解說、昂揚的音

樂、戰天鬥地的場面、飽滿持久的笑容成為那一時期的經典語言。

「甚至有些影片的內容也刮起「浮誇風」，如《湖北萬斤田》、《早

稻王》等影片競相宣傳早稻畝產達萬斤。不顧科學事實的科教片，

必然給科教電影帶來嚴重的破壞」
14
。

60年代初科教片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期，科教片複由轉向

以普及科學知識為主。影片的作者重視美術效果，普遍加強與提高

了影片的藝術感染力
15
。上海科影製作的《金小蜂和紅鈴蟲》、《沒

有「外祖父」的癩蛤蟆》和《知識老人》等是這個時期代表性作

品。其中，韓韋導演的《金小蜂和紅鈴蟲》，表現科研人員利用金

小蜂和紅鈴蟲相生相剋的生活習性，防治棉花病蟲害。影片敘事流

暢，強調矛盾衝突，具有很強的戲劇性，加入一定感情色彩，趣味

盎然。運用了顯微放大攝影、逐格定時攝影，清晰展現了兩個物種

搏鬥的過程。影片在 1963年第二屆亞非電影節獲二等獎。

然而，這次創作高峰沒有持續太長時間，文化大革命拉開序

幕，整個電影界都成了重災區。在這場浩劫中，文明被摧毀，民主

科學被踐踏，國家一下子被拋入了一個逆行的歷史車道。

13   揚力、高廣元、朱建中《中國科教電影發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46-49頁。

14   趙惠康《中國科教電影歷史發展概述（1918年—1995年）》，中國藝術研究
院研究生學位論文，2002年。

15   劉詠《科教片歷程反思》，《電影藝術》，1987年11期，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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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場經濟時期的科教片（1978-1999）

1976年 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

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整個民族迫切需要在廢墟之上重建

社會主義大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向現代化方向大步邁進。1978

年 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

力」。翌年 2月，全國科教電影事業規劃會議召開，確立了科教電

影要貫徹「為四個現代化服務，為提高整個民族科學文化水準服

務」的方針
16
。

這一時期是科教電影的復蘇期，十年的壓抑帶來創作的井

噴，幾代導演同時登臨舞臺進行創作，無論是影片的數量還是品質

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涉獵多種學科，開拓出多樣的題材。包括

生命科學，如《生物進化》、《細胞重建》、《遺傳工程初探》等；

地理，如《地殼運動》、《世界屋脊的形成》、《中國冰川》等；醫

學，如《膽結石的奧秘》、《冠心病》、《預防小兒麻痹症》等；

自然動物，如《灰喜鵲》、《蜜蜂王國》等；工農業，如《地膜覆

蓋》、《中國沼氣》、《崛起的第三金屬—鈦》等。在攝影技術

上更是有了巨大突破，運用水下、井下攝影、航拍、顯微放大攝影

等現代攝影手段，拓展了影片的表現力。

與此同時中國科教片國際交流相當頻繁。不僅出席各種國際

會議，展映中國科教影片，還跨出國門拍攝影片。然而，科教電影

的黃金時代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面臨危機。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

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針，中國電影體制進入到全面改

16   李德潤《我國科教電影事業將大幅度發展》，《人民日報》1979年3月19
日，轉引自揚力、高廣元、朱建中《中國科教電影發展史》，復旦大學出

版社，2010年，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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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階段。國產影片由中影公司統購統銷改為自主發行，對於科教電

影來說，這無疑是一次嚴峻的挑戰。「新中國科教電影從誕生時起

一直是在計畫經濟體制下運轉，但又沒有列入國家公益事業的財政

專案，只是靠故事片上繳稅利的部分截留作為收購版權來支撐，國

家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向前，有商品屬性的故事電影的體制改革勢在

必行，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稅利截留，因而科教電影的生存就出現了

危機」
17
。1995年，徹底取消了科教片統購計畫任務，科教影片生產

量急劇減少，從年產 200部左右，迅速縮減為 30部。

與此同時，中國電視紀錄片崛起，紀錄電影市場開始萎縮，

科教影片漸漸走出電影院。於是，製作機構紛紛改制，農影、北京

科影併入到中央電視臺，上海科影劃歸東方電視臺，科教片開始為

電視播出而製作。儘管電視時段需要更多的內容填充，但欄目化播

出的資金投入、製作週期都顯得局促，不符合需要耗時耗力研究和

拍攝的紀錄片創作規律，科教片一度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況。

（四）、 新世紀的科學紀錄片 (2000年－ )

隨著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紀錄片發達國家的作品開始進入

中國，其中大量的是自然科技類作品。這些影片追求科學的大眾

化、教育的娛樂化，並採用工業化的製作模式，實現了同類題材紀

錄片的批量化生產。這給了中國的創作者以很大的啟示，於是他們

「窮則思變」，開始向國際標準看齊，利用自身的技術和設備進行

了探索和嘗試。

2001年，北京科影推出《發現之旅》欄目，這是中國第一檔

17   揚力、高廣元、朱建中《中國科教電影發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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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紀錄片欄目，打破傳統科教片只注重傳達科學結果的製作手

法，以真實紀錄加再現的方式讓觀眾感受追尋、探索未知世界的

嚴謹與樂趣。從追尋超新星的《深空獵星》，到破解古劍主人之謎

的《王者之劍》，再到尋找世界上最早的花的《破解討厭之謎》
18
，

帶來了觀眾對科學紀錄片的收視興趣。同年，《探索．發現》欄目

開播，宣導「娛樂化」紀錄片的理念，探尋自然界的神奇奧秘，挖

掘歷史事件背後鮮為人知的細節和人物命運。「常規節目形成了以

《北洋水師》為代表的「戰爭調查」系列；以《三星堆：消失與再

生》為代表的「考古發現」系列；以《發現大熊貓》為代表的「歷

史揭秘」系列；以《「外星人」遺址揭秘》為代表的「自然探奇」

系列」
19
。

同時，北京科影推出《宇宙與人》、《復活的軍團》、《圓明

園》等一系列大製作的科學紀錄片，重塑了科影的品牌，標誌著紀

錄片市場意識的確立，並以耳目一新的影視手法逐漸改變著人們對

於科學紀錄片的看法。

近十年，中國越來越吸引全世界的目光，隨著更多來自境

外的資金和人員進入，中國紀錄片的國際化步伐越來越大，從被

選擇、被需要到尋找境外拍攝資金，開始主動參與國際合作。

CCTV-9于 2011年開播後，迅速成長為國際紀錄片領域不容小覷的

力量。再加上新生的紀錄片頻道對於優質紀錄片的依賴，都使得

BBC成為CCTV-9首選的合作夥伴。與探索頻道的起家與發展頗為

相似，從開播當初購買BBC片庫的節目到幾乎能同步播出，再到

如今共同投資、聯合制作，CCTV-9與BBC的合作越來越深入。合

18   張力《中國科教片從「變」到「化」的行旅》，HTTP://tech.sina.com.cn/
d/2004-12-14/1751476652.shtml.

19   HTTP://www.baike.com/wiki/《探索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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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範圍已經不僅僅是關於中國的題材，更是全球性的題材。截

止 2014年 1月 16日，BBC播出的科學紀錄片中有四部是與CCTV-9

聯合制作。《改變地球的一代人》（Generation Earth）、《生命的奇

跡》（Wonders of Life）、《非洲》（Africa）和《隱藏王國》（Hidden 

Kingdoms）。

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幾年，CCTV-9與BBC的合作將會越來越深

入。在這樣的合作中，CCTV-9作為新興的紀錄片頻道可以以低於

自製節目的投資獲得高水準的紀錄大片，借此打造自己的品牌。置

身國際合作的過程中，中國導演與製片人會逐漸熟悉全球化的運作

和故事化的講述方式，並可通過「出口轉內銷」把經驗帶入了中國

紀錄片的創作中，用現代的表現手段、國際水準的品質講述中國的

故事
20
。

二、 西方紀錄片影響下的美學流變

（一）、 歐風美雨的影響

1918年，商務印書館開始科教片的拍攝之時，美國的羅伯

特 · 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還沒有拍出《北方納努克》（1922

年），法國的讓 · 班勒維（Jean Painleve）十年後才拍攝出處女作

《章魚》（1928年）。這個時期幾乎沒有西方理論自覺的引進和學

習，商務印書館的攝製活動在美學上更多是本土的、樸素的。當然

當時有少數製作者也曾觀摩過歐美影片。周劍雲、汪熙昌在《影戲

概論》中提到，「他們在上海看到過表現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科

教片，像那樣『深奧的學理』都能拍出讓觀眾看懂」，「歐洲另有

20   喻溟《CCTV9：國際聯合制作新力量》，《綜藝報》，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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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攝影機，法名『Grande Vitesse』是用以專攝科學方面的試驗影

片的，如解剖的手術，如何施刀，如何探索，及一切眼力所不及的

變化，映到銀幕是很慢很清楚，都能使人一目了然」
21
。

歐美各國的影片大規模傳到中國是三十年代。其時美國片充

斥中國市場，好萊塢八大公司先後在上海設立辦事機構輸出影片。

這一時期科教片的製作所受美學上的影響，來自好萊塢電影以及受

好萊塢影響的影戲。

此時，紀錄片與故事片並未有很大的分野，手法互通。故事

片經常借用紀實手法，紀錄片也往往故事化。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的

導演不乏故事片電影人，包括鄭正秋、田漢、洪深、孫瑜、歐陽予

倩等。故事片導演製作紀錄片是常見的，且熟悉了傳統戲曲和好萊

塢情節劇的中國觀眾更容易接受戲劇化的表達。該時期也正是好萊

塢戲劇式電影的成熟期，其結構方法、敘述技巧等，對中國電影的

創作產生了較大影響。因此科教片的拍攝十分注重故事性，強調矛

盾衝突，因果關係環環相扣，在自然流暢的「連續性剪接」中，闡

明科學道理，科學知識往往包裹在生動曲折的情節設置中。

1934年，江蘇省教育廳委託明星公司製作了《飲水衛生》。講

述在新河鎮地方，居民飲用不潔之水，疾病叢生，藥店與棺材鋪生

意興隆。鎮上小學教師李志超向每位學生髮瓶一個，灌取各家飲水

到校，用顯微鏡觀察。讓學生認識水內的傷寒菌、痢疾菌及大腸

菌。李志超更召集學生家長開會，勸導民眾開河鑿井，疏通水源。

由此，水質變好了，醫生與藥店生意清淡，棺材鋪也要關門了
22
。

此片編劇為陳立夫的兄長，時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的陳果夫。影片啟

21   揚力、劉詠《舊中國科教電影》，《電影藝術》，2005年第6期。
22   揚力、高廣元、朱建中《中國科教電影發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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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職業演員表演、情節生動活潑、採用顯微攝影、動畫等技法。

1935年，同樣由明星公司製作，黃天佐導演，孫明經編劇的

《農人之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農村電影國際比賽會上榮獲特等獎

第三名，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影片講述一位

農村知識青年在戀人的鼓勵下，成功地學會了使用機械插秧和脫

粒，並向戀人的兄嫂等人傳授操作技術。最終青年贏得戀人和父母

的贊許，村裡為他們舉行了一場熱鬧古樸的婚禮。科學寓於故事之

中，戲劇性較強，並採用大團圓結局。

真正有意識把西方理論介紹進來的是孫明經。孫明經于 1940

到 1941年赴美國考察教育電影，在紐約美國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蘇

達大學視覺教育中心，他目睹了美國紀錄電影的成就，「我感觸最

深的是紀實影片（Documentary Films）所採用的獨到的技術，和洗

印技術的新發展。」
23
回國之後孫明經創辦了《電影與播音月刊》，

在這個雜誌上他介紹了格里爾遜，刊登了格里爾遜的文章《明日紀

實電影》（Pictures Without Threaters）24
，並請英國大使館文化處的人

員講英國紀實影片。他在教學中放映《夜郵》、《漂網漁船》、《住

房問題》等英國紀錄片運動的主要影片給學生看。這是我們現在能

夠準確看到的西方理論對中國發生影響，他的特徵、觀念、方法，

都有意識向格里爾遜學習。

孫明經把科教片「置於寬闊的藝術空間，製作手法多樣，注

重美術效果。為了達到目的，他不拒絕表演、動畫這些表現方法。

23   孫明經：《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小實驗》，1948年，《電影與播音月
刊》第6卷第7、8期合刊。轉引自張同道、朱影《孫明經與格里爾遜：觀
念、理論與 實踐》，《電影藝術》2006年02期，69頁。

24   張同道、劉蘭《格里爾遜模式及其歷史影響》，《電影藝術》2008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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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防空》是一部宣傳抗戰的影片，它比較了俄、美、英、法、

意、日的飛機數量，展示了日本飛機在中國橫行的場面，也演示了

飛機上所載炸彈的威力—從 50公斤到 2000公斤，殺傷力巨大，

用字幕說明積極防空就是『用飛機防空』。本片採用動畫技術，把

數位和字幕做得生動、有力度，富於觀賞效果。這部影片的動畫製

作方法與五年後美國導演弗蘭克 · 卡普拉拍攝的《我們為何而戰》

非常相似」
25
。

然而，這種東西方電影的交流對話隨著 1949年的到來而發生

轉向，中國科學紀錄片割斷了與歐美，甚至與傳統的紐帶。

（二）、 向蘇聯老大哥學習

50年代初，中國大陸的科教片並沒有回頭借鑒三四十年代已

有的成就，而是轉而向老大哥學習，全盤接受蘇聯電影理論和創作

方式。創作人員理論上學習蘇聯日丹著的《科學普及片的技巧問

題》、蘇聯的科普作家伊林《科學家的試驗與作家的技巧》，「觀

摩了一部又一部蘇聯的科教片，如：《四季的變化》《蘋果食心蟲》

《我們的牙齒》《他們又看見了》《第一架飛機》等等」
26
。同時，也

把一套蘇聯的創作方法照搬過來，即「形象化政論」
27
。1954年 1月

12日，《人民日報》發表《進一步發展人民電影事業》的社論，指

25   張同道、黎煜《被遺忘的輝煌—論孫明經與金陵大學教育電影》，《北京

電影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26   趙惠康《中國科教電影歷史發展概述（1918年—1995年）》，中國藝術研究
院研究生學位論文，2002年。

27   「形象化的政論」最初來源於1925年列寧與盧那察爾斯基的一次談話，他
闡述新聞片要具有適當的形象，就是說，它應該是形象化的政論，而其精

神應該符合于我們優秀蘇維埃報紙所遵循的路線」。資料來自張同道、劉

蘭《格里爾遜模式及其歷史影響》，《電影藝術》，200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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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聞紀錄電影是「形象化的政論」，是報紙的兄弟。

50年代初期，正是蘇聯電影處於最僵化、最保守的時期，教

條主義、無衝突論和典型論使蘇聯電影變得蒼白、虛假、藝術形象

完全被社會學公式所代替。因此，作為對蘇聯科教片之模仿的政論

科教片，政治觀點鮮明，結構縝密，科學論證嚴謹，解說詞鏗鏘有

力，音樂高亢激昂，但是流于單向灌輸，高臺說教，形式過於嚴肅

直白。在「形象化的政論」美學宣導下，政治成為衡量作品的最高

標準，藝術性則退居其次。「形象化政論」壟斷中國紀錄片的主流

形態長達 40年之久，逐步演化為一種僵化的電影八股，其影響直

到今天依然強大。

具體到科教片的創作原則，即「四要四不要」。「四要，即：

要反映科學技術、要真實、要通俗易懂、要短小精煉；四不要，

即：不要塑造人物、不要虛構故事、不要誇張情節、不要深奧冗

長」
28
。「四要四不要」成為科教片的「八股」，「真實性」被看作紀

錄電影的生命，成為僅次於政治性的原則和標準。而戲劇性、藝術

性等表現手段退出了科教片的製作。

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後，紀錄電影工作者對紀錄電影特

性發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見：「形象化的政論」雖然非常重要，但是

不能概括紀錄電影的全部內涵。紀錄電影不僅是「報紙的兄弟」，

還應該是「藝術的姐妹」。藝術性要求得到釋放的渴望，為創作打

開了思想的禁區，又有一個相對自由的創作環境，於是產生出《頤

和園》、《杏花春雨江南》、《桂林山水》、《蘇州園林》、《西湖》

等與生產勞動毫無關系的抒情式科教片，重新撿拾起傳統文化中抒

情、寫意的成分。然而，此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些科教片很

28   趙惠康、賈磊磊：《中國科教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第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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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被批判為小資產階級情調，如曇花般一閃而過，淹沒於文化大革

命的洪流之中。

（三）、 重回國際紀錄片舞臺

改革開放後，中國科教片在與世界中斷了數十年的聯繫後，

逐漸回到世界科學紀錄片的語境中。在國際交流與拍攝過程中，中

國的創作人員接觸到了西方科學紀錄片新的美學、技術和工作方

式，內心受到不小的衝擊。農影導演趙立魁在參加了第 38屆國際

科學電影年會後寫了《涅瓦河畔劄記》，認為中國缺乏「純主觀」

的影片。張清參加了第 39屆國際科學電影年會後寫道：「會上也有

意見認為今後提供資訊的紀錄片與科教片界限很難劃分了。」
29

與此同時，中國電影界也在掀起新浪潮。1979年，張暖忻、

李陀在《電影藝術》第 3期上發表了理論文章《談電影語言的現代

化》，指出我們長期以來的電影創作「只講政治，不講藝術，只講

內容，不講形式，只講演出者的世界觀，不講藝術技巧」。所以，

他們大聲呼籲學習、借鑒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列 · 巴贊的紀實美

學，旗幟鮮明地提出返回電影本體，探求電影自身的特性。文章

一經發表，產生了振聾發聵的效果，被稱為「探索片的綱領」。巴

贊、長鏡頭、紀實美學一時間成為中國電影的熱詞。

受其影響，這一時期的科教片也紛紛探索新的電影語言。《崛

起的第三金屬—鈦》、《回聲》、《增長的代價—人口與經

濟》、《灰喜鵲》、《朱䴉》等影片在觀念、結構、表現形式等方面

塑造了科教片的新風尚，在攝影技術上也有了比較大的提升，顯微

29   揚力、高廣元、朱建中《中國科教電影發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253-2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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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放大攝影、高慢速攝影、水下攝影等技術被運用到影片拍攝

中。

《崛起的第三金屬—鈦》借用故事片創作元素，把金屬鈦當

作「巨人」形象來塑造，並採用性格刻畫的方法來揭示鈦的金屬特

性，使觀眾對「巨人」鈦的強度高、耐高溫、耐低溫、抗腐蝕、能

記憶等個性有強烈的印象
30
。《回聲》反映貴州草海的生態變遷，借

鑒紀錄片手法，正片 220多個鏡頭幾乎全是草海生態環境紀實。影

片淡化科學，強化藝術性，用大量虛的畫面表達人與自然關係的哲

理內涵。《增長的代價—人口與經濟》反映中國人口問題的嚴重

性。影片一開始，用一排排的嬰兒床與行進中的軍隊方陣畫面交叉

剪輯，比喻我國每分鐘生產一個排，每小時生產一個團，每天生

產一個軍的人口
31
。畫面生動形象，富於衝擊力。影像風格追求紀

實，攝影機擺脫了三腳架，更靈活地捕捉毛邊生活，還原生活的質

感。

這批影片在國外獲得好評，取得不少國際獎項，BBC科技部

主任麥克讚揚《崛起的第三金屬—鈦》說，中國的科學電影水

準很高
32
。在國內卻引起不少爭議。質疑的原因是這些影片「淡化

科學」、「華而不實」或「太像紀錄片了」。

徐真的三部自然類科教片《灰喜鵲》、《鴞》、《朱䴉》影片

主體意識強烈，用擬人化的手法，賦予鳥類以人的情感，構建動物

之間的敵友關係，情節充滿戲劇性，節奏張弛有度。《朱䴉》甚至

採用鳥兒自述，深情講述自己家族的故事
33
。影片在第四屆野生生

30   趙惠康《新中國科教電影的兩次高潮》，《電影藝術》，2005年第1期。
31   揚力、高廣元、朱建中《中國科教電影發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267頁。

32   同上，254頁。
33   同上，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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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影片電影工作者討論會上放映，獲得國際同行的稱讚，但同樣在

國內引起爭議。2005年，法國自然紀錄片《帝企鵝日記》用故事

化的講述方式和高超的剪輯手段，使得全片如劇情片般扣人心弦，

演繹了一部愛的史詩巨作。影片採用擬人化手法，用深情的旁白傳

遞出企鵝們的心聲，為這些南極大陸上的高貴的物種賦予了人類一

般的親情與愛情，二十一世紀的觀眾無不為之動容。而今天BBC

的自然史紀錄片《生命》、《冰凍星球》、《非洲》等，以藝術級別

的精美畫面、特別委託製作的原創配樂，其動物間生死角逐的戲劇

性捕獲了萬千觀眾。然而，在二十年前，這樣的表達還伴隨著諸多

質疑，認為動物片擬人化是違背科學，獵奇、花哨。

這些科教片的創新與隨之而來的質疑進一步引發了學術界的

爭鳴，關於科教片應該姓「科」還是姓「影」，以及科教片和紀錄

片的劃分問題，北京科影編導吳純一在《略談科教片姓「科」》中

提出：「科教片姓『科』，這是它的特性。它貴就貴在一個『科』

字上。」農影導演趙立魁在《也談科教片的「姓」》中主張科教

片應該複姓「科影」，「『科』與『影』這兩個因素分開來各自具

有獨立的廣泛意義，只有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了特有的一種藝術形

式—科教片。」
34
他針對上述科教片「華而不實」的批評，認為

「現實中存在著華而不實和單純追求形式的現象，不能把這種現象

與探索新的表現形式一起混同起來，更不應以此作為排斥不同藝

術風格的『殺手』’」35
、「華而不實自然應該批評，遺憾的是『華而

實』、『華而合理』也同樣遭到白眼。」
36
此後，很多創作人員和學

34   同上，219頁。
35   趙立魁《科教片爭鳴隨感》，《農影通訊》1982年第二期，轉引自揚力、
高廣元、朱建中《中國科教電影發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225
頁。

36   趙立魁《偏見，何時轉「正」》，《農影通訊》1983年第一期，轉引自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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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紛紛發表文章參與這場爭鳴。

姓「科」還是姓「影」，也就是科教片的科學性和藝術性的問

題。儘管論戰最終並沒有結果，但對於長久以來忽視藝術性的科

教片來說，無疑是一次理論自覺。新世紀以後，當人們面對「科學

紀錄片」的新稱謂時，不再過多的糾纏於它到底姓「科」還是姓

「影」了，而開始從合成體本身來理解它。

（四）、 西方科學紀錄大片的衝擊

進入新世紀，隨著西方紀錄片，尤其是BBC和Discovery 

Channel的紀錄片大量引進到中國，其史詩性題材、大跨度製作、

恢宏大氣的畫面、革新的拍攝技術、電影感的視覺呈現以及藝術級

的配樂，給了中國科教片的內容和形態很大衝擊。儘管探索頻道一

手打造了有線電視的知識和教育類型，但其自身並不希望把自己塑

造為教育程式師。正如美國探索網路副主席克裡斯 ·莫斯裡（Chris 

Moseley）所說，「教育不是人們被我們的品牌吸引的原因」37
。反

而，教育性被包裹在「紀實娛樂」的形式中。

「2004年，北京國際科教電影電視展評研討會評委會主席、英

國廣播公司科技部主管約翰 ·林齊說，創造者絕對不能把電視科教

影片做得像百科全書一樣。在深入淺出地傳遞科技資訊的同時，要

注重觀賞性，融入情感因素。在表現形式上則應該充分利用影視直

觀的特性，尋找觀眾的興趣點，生動地把科學知識傳給大家」
38
。

力、高廣元、朱建中《中國科教電影發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225頁。

37   Wilkie, Michael. 1995. 100 Cabooses, Twoor Three Engines. Advertising Age 66 
(13): S4.

38   金葉《科學紀錄片戲劇化趨勢的思考》，《電視研究》，2005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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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始重新審視「科教片」和「紀錄片」舊有的兩分法。

北京科影節目中心主任、《發現之旅》製片人張力呼籲：「打住，

別再爭了，什麼是科教片，什麼是紀錄片，以前已經爭了幾百回合

了，不分勝負。對觀眾來說，管它屬於什麼片種，好看就行，所以

乾脆就叫它『Discovery』」39
。

由此，中國一批科教片悄然變臉：故事片手法、情景再現、

電腦虛擬、觀看效果等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開拓出了全新的

表達方式和表現空間。製作經費也大幅攀升，製作模式日益「大

片化」。湧現了《圓明園》、《復活的軍團》、《故宮》等一大批影

片，強調戲劇衝突和視聽效果，借助於先進的虛擬技術，不遺餘力

再造歷史，在視覺上重現了盛世華章。

金鐵木導演的大型紀錄片《復活的軍團》以考古證據和歷史

研究為依託，圍繞著以下疑問展開：西北高原的秦人使用什麼樣的

武器？這些武器為何能助他們一統天下？把故事片的思維引入紀錄

片，層層揭示秦國軍隊一統天下的歷史真相。影片將大量的文物、

遺跡現場和情景再現結合起來，不僅不惜重金搬演歷史場面，讓兵

馬俑穿越時空，回到冷兵器時代，演繹用青銅劍征服其他國家，統

一中國的傳奇。此外，導演還把「人」和「事」作為著力點，用懸

念引出考古科研過程。

同樣是金鐵木導演的《圓明園》歷經 5年艱苦創作完成，當觀

眾看到已經不復存在的皇家園林在眼前栩栩如生的展開，不得不為

其曾有的輝煌歎為觀止，內心產生巨大的震盪衝擊。影片當中有一

場重頭戲「三皇聚會牡丹臺」，將實拍的牡丹花、花中的乾隆祖孫

39   張力《中國科教片從「變」到「化」的行旅》，HTTP://tech.sina.com.cn/
d/2004-12-14/17514766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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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和電腦搭建的牡丹臺天衣無縫地合成在一起，營造出一種介於

夢境和真實之間、亦真亦幻的歷史情境。

周兵導演的《故宮》全面展示了故宮從明清到現在，長達 600

多年的歷史。借助電腦成像技術，將故宮當年建造的盛況以及北京

城的位置、環境及其變遷立體地、真切地展現在觀眾面前。為故宮

修建開採石料、運輸木料的大型修築場景都採用真人演繹，頗為壯

觀，也讓觀眾體會到當時建築工人的艱辛。

這些影片都不再稱呼自己「科教片」，而是有了一個新稱謂

「科學紀錄片」。北京科影導演廖燁曾這樣解釋這個變化：「和傳統

的科教片不同，科學紀錄片不僅講述知識，還關注科學事件的發展

和人物。它的本質特徵是講故事。過去的科教片中，情節是用來調

劑枯燥的內容的。由於當時創作觀念的限制，再加上編導很少受過

紀錄片觀念的訓練，情節顯得牽強附會，是貼在知識上的。而對科

學紀錄片來說，科學內容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成為情節的一部分，講

故事是它的首要創作手段。」
40

三、 中國科學紀錄片問題與建議

（一）、 呼喚科學精神、重塑科學觀

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科學紀錄片紛紛變臉，視聽效果直追

西方大片，重新掀起收看紀錄片的熱潮，一定程度上對國產紀錄片

發揮了拯救力量。然而，拂開眼花繚亂的表像，冷靜下來比較中西

科學紀錄片，還是能找出差異所在。

長期以來，中國的科教片往往過於強調科學技術的應用，實

40   廖燁《科普影視節目創作的一個難點》，《電視研究》，199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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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主義至上，而最能體現科學精髓的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恰恰被忽

略了。這跟我們民族功利的科學觀息息相關。

鴉片戰爭以來，我們驚歎於洋人的堅船利炮，洋務派開始師

夷長技以制夷，看中的是它的技術層面，帶有很強的功利性，而

拋棄了其科學精神。「五四」時期，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

學）被請進中國。然而，「五四」旗手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

中說：「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

一切的黑暗。」要求人們以能包治百病的「科學」代替宗教。「於

是『科學』也就成了新的宗教，這樣的『科學』是真正的科學嗎？

顯然不是。科學不是讓人頂禮膜拜的神明，不是乾綱獨斷的聖者，

不是包治百病的良醫。對科學的價值失去正確的判斷，只能是一種

庸俗化的科學觀」
41
；「中國早期的啟蒙思想家對西方科學的考察，

始終離不開中國如何求生存的目的，這不是其個人的過錯，而是時

代的需求。但另一方面，由於這種功利的需求，他們在探索西方科

學精神的真諦時，往往又忽視科學尋求智慧、追求真理的層面⋯⋯

科學一旦失去精神傳統，就只能沿著技術傳統這條軌跡滑向它的極

端，這就是科學的庸俗化」
42
。

1949年以後，科教片創作結合當時中國的國情，直接為工農

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服務，以提供解決生產、生活中急切需要解決的

技術問題為目的。科學作為一種改造社會的萬能工具，強調科學知

識的實用性，以技術代科學，重技術輕科學。而長達十年的「文化

大革命」中，民主與科學被踐踏，科學家從一開始就是被「革命」

的對象，是在這場浩劫中受到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磨難最多的群體。

41   項鍔《科學精神的失落：近代中國科學觀的庸俗化傾向》，《深圳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8月。

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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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後，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學得

以「撥亂反正」，重新獲得空前重視，成為實現現代化的法寶。然

而，我們對科學的認知仍然是功利的、實用的。

在此基礎上，我們的紀錄片體現出強烈的科學主義價值觀，

人文主義缺位。所謂「科學主義」（Scientism），是指伴隨著西方

自然科學突飛猛進的發展，生產力迅速提高，人們產生了征服自

然、改造自然的信念，並且對科學技術產生了崇拜，甚至把科學當

成了宗教。法國哲學家孔德的實證主義認為，能證明的才是科學，

只有科學才是人類發展的唯一動力。科學主義把科學當成了提供解

決個人、社會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從而忽視了科學技術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其實，科學是一面雙刃劍，今天人類社會正面臨的很多

問題，如核能的運用、轉基因食品、生命的克隆、全球變暖等等，

無一不是科技發展的結果，也正是科學紀錄片不容回避的重大議

題。

2008年，BBC與中國聯合制作紀錄片《美麗中國》（Wild 

China），展現了中國野生動植物和自然人文景觀不為世人所知的

魅力，也深入揭示出人類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的生態問題。在如詩如

畫的美景後突然出現城市的污染，觀眾會因為視覺上的不適應而被

迫思考：這是什麼造成的？用對比與暗示手法，畫面之間隱含責問

和批評，不僅是對中國人，也是對整個人類的不合理行為的拷問；

不僅傳達科學知識，更宣揚了「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和諧」的價值

觀念。借他山之石，為影片注入人文價值，以人為本，省思科學，

才是今天的科學紀錄片應努力的方向。

此外，我們的科學紀錄片習慣於只拍定論，注重表現科學的

結果，而不注重展示科學探索的過程。因為定論往往被看作是最保

險、最可靠，最不會出錯的。然而可錯性恰恰是科學知識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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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定論或許明天就會被推翻。Discovery Channel曾做過一期紀

錄片《2012啟示錄 · 世界末日》，開頭採取瑪雅日曆轉盤的預言：

在西元 2012年 12月 21號，將有一顆外太空流星撞擊地球毀滅世

界，同時世界各地核子發生爆炸，地球將陷入滅頂之災。這一預言

能否成為現實？影片中四位科學家針對不斷的末日立論來論證，究

竟是誰或者什麼事情會導致末日來臨呢？火山大爆發？瘟疫還是疾

病？行星撞擊地球？彗星大毀滅？魔鬼？全球變暖？還是核子戰爭

呢？通過得出肯定或否定答案然後再立新論的對抗方式，給觀眾一

個不斷立論不斷推翻的過程，抽絲剝繭地將觀眾引向 2012年 12月

21日是否成為末日的終極問題。然而，影片結束仍然不是一個最

終的定論，專家認為 2012不太可能有什麼大事發生，但是地球隨

時隨地都處在危險當中⋯⋯

這才更能夠表現出科學的本性，「正如波普爾所認為的那樣，

一種知識只有當它具有可否證性，才是真正的科學知識，這是因

為，一種知識只要有所斷定、包含有經驗的內容，它就始終存在被

無限多樣性和無限發展著的經驗事實否證的可能性。科學知識一

旦被否證，並不是完全被拋棄，而是成為新知識產生的墊腳石。所

以，科學知識被經驗否證不是壞事，相反卻為科學知識的發展提供

了契機」
43
。

（二）、 期待科學家的深度參與

中國的科教片從三十年代開始就由一群科學家參與製作。金

陵大學理學院院長魏學仁是我國現代著名物理學家，芝加哥大學光

學、熱學博士。孫明經在金陵大學學習七年，先後讀化工、機電和

43   馬來平《關於當代中國科學觀的重建問題》，《山東大學學報》，2006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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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專業。1935年，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聯合金陵大學理學院、農

學院、中央電影攝影場合作攝製《農人之春》。電影劇本的寫作由

農學院和理學院的科學家來完成，集中了農理科學家共同智慧，保

證了農學、自然科學資訊的準確、嚴謹。整個拍攝過程也由兩位中

國一流的農學教授協助。
44

1949年以後，科教電影的拍攝團隊來自不同的領域，很大

部分創作人員並無科學背景，不懂科學技術，於是我們便向蘇聯

學習，啟用科學顧問制度。「1954年國家成立了『科學電影委員

會』，當年的主任是茅以升，副主任是丁西林。1960年，文化部和

中國科協又成立了『科學技術電影委員會』。許多著名的科學家如

華羅庚、錢學森、裴文中、賈蘭坡、吳汝康等，不但說明制定科教

電影的規劃和選題，有的還直接參加科教電影的拍攝」
45
；「新時期

中國科教電影重新恢復科學顧問制度，每部影片都有科學顧問或技

術指導，對影片的科學內容負責。即使是那些內容比較通俗、沒有

科學顧問的科教影片，在成片前也務必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審看」
46
。

科學顧問保證了中國的科教片在內容上是嚴謹的。

例如 2001年的影片《宇宙與人》用極為嚴謹的方法解釋宇宙

物質的本質，它用令人信服的鏡頭語言剖析宇宙物質，探索宇宙物

質的本質和它所為何物。其科學性和嚴謹性在於其製作背後的專家

團隊：影片是由中國科學院何祚庥、吳心智等六位院士、專家擔任

顧問。這不僅充分保證了影片內容的科學性，也極具權威性。

44   孫建三《中國第一部國際獲獎的電影〈農人之春〉》，《電影藝術》2004年
第2期，第99頁，轉引自萬彬彬《科學紀錄片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
社，2011年，第15頁。

45   趙惠康《新中國科教電影的兩次高潮》，《電影藝術》，2005年第1期。
46   趙惠康、賈磊磊《中國科教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第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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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的科學家往往藏在幕後，頂多作為嘉賓接受採

訪，很難成為節目的主創，甚至站到臺前主持節目。中國科協程東

紅在一次關於「加強公眾科學素質建設」的研討會上道出了其中的

關鍵：「從科學家而言：一是不願講。擔心做科技傳播工作會佔用

自己的課題研究時間，影響出科研成果；二是不敢講。怕見媒體，

擔心自己的學術觀點被曲解，從而誤導公眾，影響個人形象。」
47

而《中國科學傳播報告（2010—2011）》顯示，公眾認為科學家在

完成科研教學等本職工作之外，最重要的責任首先是「向公眾傳播

科學」，這一比例達到 92.4%48
。

在這方面，BBC的科學紀錄片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借鑒。

BBC科學紀錄片的製作團隊囊括了自然科學等領域的權威專家、

學者，他們讓BBC的紀錄片充滿權威性與可信度。這些歷史學家

和科學家們不僅僅是顧問角色，而是他們結合自己的學科親自撰稿

並主持，以他們的思想、風格特色來建構影片，片名也灌上他們的

名字。比如David Attenborough’s Life等等，構成了獨具特色的「學

者紀錄片」（authored documentary）。

BBC自然史部和科技部就像是科學家俱樂部。進入到這些部

門的就是一群專業的科學家、業餘的影片製作者。在英國，科學界

和BBC的人才移動是經常的。世界知名的自然史學家、生物學家

大衛 · 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1952年加入BBC，60年來他

走遍世界最蠻荒的地方，以勇敢的冒險精神和對科學探索孜孜不

倦的熱情，製作了許多令人驚歎的珍貴紀錄片：《生命的進化》、

47   程東紅：《科技工作者與大眾傳媒應共同做好科技傳播》，人民網2012年2
月15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GB/6925686.html.

48   向志強：《〈中國科學傳播報告 (2010—2011) >發佈公眾期望專家傳播科
學知識〉,新華網2011年5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1-
05/27/c_1214649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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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私生活》、《藍色星球》和《生命》等。因此大衛 ·艾登堡的

名字總是出現在自然史大片的片頭和DVD封面上。他的聲音呈現

在節目中，代表了品質與卓越的指標，低沉的音色幾乎成了BBC

的代名詞。

在BBC的自然科學團隊中，還有很多這樣的權威學者，如美

國數學家雅各 · 布羅諾夫斯基（Jacob Bronowski）。他協助BBC攝

製了反映人類科學進步歷程的紀錄片《人類的攀升》，講述科學在

人類文明背景下的進化，以及二者如何相互影響，內容廣博、激動

人心。羅伯特 · 溫斯頓（Robert Winston）是英國著名的婦產科醫

生，也是英國最早進行人工授精的先驅者之一。他曾經編寫主持的

BBC紀錄片包括著名的《人體漫遊》、《孿生子的秘密生活》等科

學紀錄片，其權威性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同。年輕帥氣的布賴恩 ·考

克斯（Brian Cox）是一位元粒子物理學家，曼徹斯特大學高能物

理學教授，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也是瑞士歐洲粒子物理實驗室大型

強子對撞機的六大參與者之一。但他的成名卻是由於近年來常常出

現在是BBC科普節目中。在《太陽系的奇跡》中，他深入淺出的

講述把觀者輕輕地拉進無垠的宇宙空間。

正是有這麼多傑出的專家加盟，才使得BBC「學者紀錄片」

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蘊和嚴謹的理性思辨，在眾多紀錄片製作機構中

保持了一枝獨秀的聲譽。BBC Worldwide大中華區總經理張國禮講

到：「在英國有一個說法，如果你拿不了諾貝爾獎，就到BBC去工

作吧！」
49

因此，中國科學紀錄片需要培養自己的科學家，讓他們主動

49   CCTV9紀錄國際聯合攝製專案看片會2013年8月14日中華世紀壇藝術影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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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紀錄片的創作，成為科學紀錄片的靈魂。

（三）、 製作面向國際市場的科學紀錄片

中國的科學紀錄片，單單從數量看稱得上大國，但在市場化

方面卻極度疲軟。不管是早期配合教育的影片還是後來為社會主義

建設服務的影片都不曾經歷過市場化生存。而在併入電視臺作為欄

目播出後，製作費用低，時間週期短，多數節目僅僅是應付播出，

市場動力微弱，資本運作不暢，產業鏈不完整，這些都極大地制約

著科學紀錄片的發展。

新世紀以來，西方紀錄片大量引進，尤其是那些史詩性的、

時空跨度空前的藍籌紀錄片（blue-chip documentary），以高額投

資、頂級團隊專業製作與趨於完美的視聽藝術感染力，爭取到了最

大化的受眾群，從而獲得巨大回報。高度工業化的西方紀錄片進入

中國市場，從節目輸入、音像市場到頻道介入，嚴重挑戰了國產紀

錄片的生存空間，但也迫使中國的紀錄片製作者不得不以巨大的變

革謀求發展。

近年來的中國科學紀錄片製作經費也大幅攀升，製作日益

「大片化」。大型的搬演場面所涉及到的佈景、燈光、演員、服

裝、道具等都成本不菲，而按秒計費的CGI技術更是資本創造的奇

跡。大投入必然要求大回報，但目前中國科學紀錄大片存在投資回

報比懸殊的問題。情況最好的是《圓明園》，除了院線放映，還將

電視首播權預售給了中央電視臺進行二次銷售，國內收入加起來共

600萬元的利潤。同時，它還被賣給了美國國家地理頻道，通過其

電視網銷售到 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終通過國際管道的銷售才算

收回成本，略有盈餘。然而，《圓明園》並不是中國電視體制的常

態生產，大部分的常規科學節目仍然在低水準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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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探索頻道第一次出現在美國有線電視系統僅僅百

萬的使用者中時，作為一個投資不足的電視新貴，在競爭強烈

的有線電視市場中努力推出自己的新概念。探索傳播公司的有

線頻道運營收入首先來自面向觀眾的壹次銷售，即頻道訂購費

（Distribution）；其次是面向廣告主的二次銷售，即廣告收益。訂

購費保證頻道正常運營，而廣告收入則體現為盈利。當時紀錄片是

一個因為不獲利而近乎消失了的類型，近三十年過去了，探索傳播

公司成功地突破市場壁壘，從一個專業化頻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

的紀實節目生產公司，擴張到全世界 224個國家和地區，通過 197

個全球電視網傳播紀實娛樂內容。其實，探索頻道對科技、自然、

旅行、歷史等非虛構內容的完全依賴，意味著它鎖定了較窄的受眾

群，為什麼受眾如此之窄而單個產品成本投入如此之高（探索一個

小時的製作費高達百萬美元），經濟收益卻如此之豐呢？其盈利的

關鍵就在於獨特的增值模式—盡可能地佔領寬廣的地域市場，

重複銷售，規模經濟，從而達到長尾效應。

探索給我們的啟示是：紀錄片畢竟是一種利基產品，具有相

對狹窄的觀眾群，只有建立獨特的增值模式—全國乃至全球市

場多次銷售，攤薄成本，才能獲得再生產的雄厚資金，實現一種良

性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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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warming and its impact are cross-disciplinary issues 

that involv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risk assessment, decision 

making,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ower game. Facing the pressing 

issue of global warming and its impacts, three types of reaction 

are often observed: believer, denier, and ignorant. Even expert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view and interpret this serious problem differently. 

Politicians, who hold the key to tackling the greatest human challenge 

ever faced, need to be knowledgeable about this issu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global warming problem,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disputes, and to provide a personal view on 

necessary measures that Taiwan should take to minimize the global 

warming impacts both globally and locally.

摘　要

全球暖化與衝擊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全球

暖化不只是一個極端複雜的科學問題，造成的衝擊影響層面是災

害、生態、公共衛生問題，面對全球暖化並降低衝擊所必須採取的

調適與減緩機制，則是經濟、社會、政治與國際外交問題。全球暖

化的層面如此多元、如此複雜，卻又迫在眉睫。面對如此複雜且急

迫的問題，一般人不是出現兩極化的反應（如，毫無保留的相信與

排斥），就是因為太複雜無法理解而置之不理。專家學者也因領域

與觀點不同，有不同的詮釋。全球暖化帶來的是跨世代且全面性的

衝擊，為政者是否理解全球暖化的內涵，是否具前瞻思維而提出並

落實具體可行的調適與減緩政策，降低全球暖化對臺灣與全球的衝

(10)Define(2015-03-18).indd   220 2015/3/23   下午 07:05:00



氣候變遷的理與盲　221

擊，更是關鍵。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世界各國，臺灣朝野與社會

大眾對於全球暖化的關注與實際行動，遠遠不及。本文企圖以淺顯

易懂的方式，介紹全球暖化議題的背景、現況與爭議，希望有助於

釐清全球暖化相關的複雜且具爭議性的問題，並從個人觀點提出臺

灣應採取的具體作為。

一、 引子

談到跨界（領域）研究或議題，應該沒有任何一個議題會

比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更多元與複雜。面對如此複雜且急迫的

問題，一般人不是出現兩極化的反應（如，毫無保留的相信與排

斥），就是因為太複雜無法理解而置之不理。專家學者也因領域與

觀點不同，有不同的詮釋。全球暖化帶來的是跨世代且全面性的衝

擊，為政者是否理解全球暖化的內涵，是否具前瞻思維而提出並落

實具體可行的調適與減緩政策，降低全球暖化對臺灣與全球的衝

擊，更是關鍵。相對於世界各國，臺灣朝野與社會大眾對於全球暖

化的關注與實際行動，遠遠不及。本文企圖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

紹全球暖化議題的背景、現況與爭議，希望有助於釐清全球暖化相

關的複雜且具爭議性的問題。

二、 理

2013年秋天到 2014年春天這段期間，將在人類抗暖化歷史留

下難以抹滅的痕跡。2013年 9月 30日，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

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發佈第五份氣候變遷評估報告（AR5）第一冊（WGI）–科學依據

（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再次確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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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化是無庸置疑（unequivocal）的現象，最近的三個十年比 1850

年以來每個十年都溫暖；在北半球，1983-2012年可能（likely，

機率大於 66%）是近 1400年來最暖的 30年；人為影響極可能

（extremely likely，機率大於 95%1
）是導致二十世紀中葉以來觀測到

的暖化現象的主因。

這些現象都與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大量排放溫室氣體

（如，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有關。溫室氣體具有暖化地

球的作用，是宇宙間自然存在的現象。在不受人為干擾情況下，經

過自然調節，地球放射出去的紅外線平衡吸收的太陽輻射，決定了

地球的溫度。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大量燃燒化石燃料持續排放二

氧化碳，砍伐森林降低了大地吸附二氧化碳的能力，地球大氣中

的二氧化碳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 280ppm逐漸上升至 2014年 5月的

400ppm2
。過去 80萬年，冰河期與間冰期數次更迭，二氧化碳濃度

變動都在 180-300ppm之間。上一次 400ppm發生於約三百萬年前 3
，

也是地球的自然變動造成的。人類在短短一百多年讓二氧化碳濃度

陡增了 40%，回復到三百萬年前的濃度，遠比已知的自然變動快了

許多。人類的農業、商業與工業活動，也導致甲烷與氧化亞氮濃度

快速上升至近數十萬年來前所未有的高峰。

人類排放溫室氣體的路徑很多，包括燃燒化石燃料、工業

製程、農作物生產、砍伐森林、土地開發等。方於 2014年 4月中

1   IPCC報告對於“可能”、“極端可能”等都賦予明確的機率定義。參見
Guidance Note for Lead Authors of the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n Consistent 
Treatment of Uncertainties，http://www.ipcc.ch/pdf/supporting-material/uncertainty-
guidance-note.pdf.

2   Trends in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http://www.esrl.noaa.gov/gmd/ccgg/trends/
3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energy/2013/05/130510-earth-co2-

milestone-4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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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的 IPCC報告第三冊—減緩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PCC AR5–WGIII）指出，溫室氣體

排放以化石燃料為最大宗，在 2010年所占比例已經高達 65%，比

1970年的 55%增加了一成。溫室氣體的年總排放量從 1970年的

27 GtCO2eq/yr增加到 2010年的 49 GtCO2eq/yr。排放的速率也加

速中，1970-2000年間排放量每年增加 1.3%，2000-2010年間則為

2.2%。燃燒化石燃料與工業製程是快速增加的主因，占了 78%。

2010年的 49 GtCO2eq/yr排放量中，電力需求、農業 /森林砍伐 /土

地利用、工業造成的排放量最大，分別為 25%、24%與 21%，其次

是交通（12%）、建築（6.4%）與其他（9.6%）。研究也發現溫室

氣體排放量和人口與經濟成長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過去數十年來，

人口穩定成長，因此對排放量的影響相對穩定；相對而言，經濟

成長率逐年變化大，對排放量的貢獻也因此明顯變動，比如 2001-

2010年間的高經濟成長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增加。該報告估

計，如果以目前的態勢持續發展，到了 2100年，全球平均地面氣

溫將比工業革命前高出 3.7–4.8℃（約比現在高出 3.0–4.0℃）。

根據 IPCC報告，人為暖化是全球性的。溫室氣體一旦被排放

進大氣層，停留在大氣中的時間從十多年、數百年到數萬年不等。

由於停留時間夠長，因此溫室氣體分布十分均勻，各地的濃度雖有

些許不同，但差距甚小，也因此人為溫室效應產生的暖化作用在世

界各個角落差異不大。溫度上升是所有人為氣候變遷中最確定的。

在研判人為排放溫室氣體是否已經造成全球暖化，氣候學家考慮了

各種自然與人為影響因素，利用氣候模式進行控制組與對照組實

驗，發現只有在考慮人為因素的情況下，這些氣候模式才可以模擬

出過去數十年的暖化現象。人為因素顯然是近幾十年來造成全球暖

化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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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全世界人口將持續增加，人類也將持續追求經濟成

長與更舒適高品質的生活，溫室氣體排放必將持續增加，全球暖化

加劇已經不只是可能，而是幾乎確定會發生的情境。IPCC報告發

現，未來的全球暖化程度與氣候變遷情況，決定於人類總共排放多

少溫室氣體：排放越多，暖化越嚴重，氣候變遷影響也可能越大。

意思就是說，人類的行為模式決定了地球氣候的未來。那麼，如何

推估未來呢？

推估未來氣候變遷與大家熟知的天氣預報截然不同。天氣預

報只要知道目前的大氣與海洋狀況，就可以用天氣預報模式在超級

電腦計算出未來一周天氣的可能變化趨勢。過去幾十年的科學與技

術發展，大幅提升了天氣預報的可信度。未來數十年與近百年的

氣候變遷則無法根據現在狀況直接預測，因為必須先推測人類將繼

續排放多少溫室氣體。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多寡則決定於未來的人

口數、經濟發展情況、能源使用情況、環境政策等。這些項目顯

然是無法預測的。IPCC第四份報告 4
（AR4）假設不同的未來發展情

境（如，毫無節制使用化石燃料相對於使用低碳與無碳能源，人口

成長幅度等），推估未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再用氣候模式去推估

未來的氣溫、雨量、豪雨、乾旱、颱風的可能變遷。這些資訊不是

預測，而是情境推估。它告訴我們每一種發展情境下，可能的氣候

變遷情境，以及對地球環境生態與人類的可能衝擊。比較各種可能

情境，我們可進行風險評估與管理，瞭解人類應該如何規劃未來發

4   IPCC, 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olomon, S., D. Qin, M. Manning, Z. Chen, M. Marquis, K.B. 
Averyt, M. Tignor and H.L. Miller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NY, USA, 996 pp. https://www.ipcc-wg1.unibe.ch/
publications/wg1-ar4/wg1-ar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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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將可能的衝擊影響降到最小。這種推估其實不陌生，類似臺

灣民眾熟知的升學考試分發的“落點分析”或軍事上的“兵棋推

演”，提供的資訊不必然完全正確，卻極具參考價值。我們早已習

慣於運用這些資訊，做出最有利的決定。

IPCC AR5採取不同的情境設定方式，設計了四種溫室氣體排

放路徑：減緩路徑（RCP2.6）、穩定路徑（RCP4.5）、穩定路徑

（RCP6.0）、高排放路徑（RCP8.5）。減緩路徑假設二氧化碳排放

可以持續增長至 2030年，隨後則大幅下降，到了 2100年二氧化碳

濃度控制在 421ppm。2014年 4月二氧化碳濃度已經高達 400ppm，

在此一排放路徑下，可以增長空間極少，只有大幅度且快速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才能達成此一目標。穩定路徑（RCP4.5）與穩定

路徑（RCP6.0）則允許排放分別持續增加到 21世紀中與 2080年，

再減少至穩定排放值，到了 2100年二氧化碳濃度分別為 538ppm與

670ppm。高排放則維持排放量繼續增加的趨勢，到 2100年二氧化

碳濃度為 936ppm，是工業革命前二氧化碳濃度 280ppm的 3.3倍。

IPCC AR5–WGI考慮這四種溫室氣體排放路徑，推估 21世紀

末全球暖化程度，在平均值方面為 1.0–3.7℃，上下限為 0.3–4.8℃；

海平面上升幅度推估平均值為 0.40–0.63公尺，上下限為 0.26–0.82

公尺。有些計算推估北極海冰在 21世紀中可能就整個消失。人

為溫室效應的持續增強也將對極端天氣與氣候造成顯著影響：1）

陸地溫暖天數越來越多，寒冷天數越來越少（幾乎確定，機率

>99%），2）熱浪頻頻發生（非常可能，機率>90%），3）大部分

中緯度陸地與潮溼的熱帶地區，豪大雨發生頻率、強度與雨量增強

（非常可能），4）乾旱強度與持續時間在部分地區增加（可能，機

率 >66%），5）西北太平洋及北大西洋的熱帶風暴（颱風）活動增

強（比較可能，機率>50%），6）極端高海平面發生機率與程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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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非常可能）。

氣候變遷推估的特色是以機率呈現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一般

人習慣以決定論來判斷觀測到的現象，認為事出必有因。近代科學

觀念講究的是機率，是可能性，而非論斷是與非，有與無。科學事

實經常存在於灰色地帶，氣候變遷研究是有科學依據的，因此結果

不會是非黑即白。即使是氣候模式已經十分複雜，是人類在氣候研

究領域最精華的成果之一，仍然有不精確之處，也因此會有誤差。

這些機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溫室氣體排放情境，未來各種氣候變

遷發生的可能性。依據這些機率，我們可以評估可能的風險，決定

應該採取何種因應措施。這些推估有一個共同特性：越遙遠的未

來，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越明顯，衝擊越大；同樣的，溫室氣體排

放越多的情境，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越明顯，衝擊也越大。這個結

論明顯指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可以降低全球暖化程度，以及氣

候變遷的衝擊。這個簡單的訊息明確指出，竭盡所能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是降低氣候變遷風險的不二法門。

全球暖化已經發生，在可見的未來將持續惡化，對人類與

地球環境將有何影響，我們應該如何調適？ IPCC第五份評估報

告第二冊—衝擊、調適與脆弱度（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IPCC AR5 WGII5
），發現全球暖化帶來

的氣候變遷已經發生，已經影響了農業、人類健康、陸地與海洋生

態系統，供水系統，以及某些區域民眾的生計。這些影響發生在全

球各地，從熱帶到極區，從小島到大陸，從最富有到最貧窮的國

家，無一倖免。許多地區，包括最富有的國家，經常疏於準備，反

應遲鈍，無法及時因應而遭逢巨大災害。2005年 8月侵襲紐澳良的

5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Working Group II 
Contribution to the IPCC 5th Assessment Report. http://www.ipcc.ch/report/ar5/w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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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崔娜颶風（Katrina），2012年 10月底侵襲美國東北部暱稱“科學

怪颱（Frankenstorm）”的珊迪（Sandy）颶風，2010年夏天歐洲熱

浪與森林大火，同年夏天的巴基斯坦百年洪水，2009/10年冬季東

歐的酷寒，2013/14年冬季的英國百年豪雨與洪水，在在都顯示富

如美英兩國，強如俄羅斯都無法避免極端天候帶來的巨大衝擊，遑

論巴基斯坦與東歐小國。雖然這些帶來豪雨酷熱酷寒的極端天氣，

仍無法被證實與全球暖化有關，這幾個事件顯示面對極端罕見的氣

象災害，21世紀的人類仍舊極其脆弱，防禦能力極低。如 IPCC報

告預言，在未來全球暖化加劇的情況下，極端天候發生的頻率與強

度都非常可能變大，我們要如何面對這個或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

的挑戰？如何因應？如果無法避免？應該採取哪些措施減少衝擊？

依據 IPCC於 2012年出版的氣候變遷特別報告 “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估計氣候變遷衝擊帶來的風險必須考慮三大構

成 要 素： 災 害（hazard）、 脆 弱 度（vulnerability） 與 暴 露 量

（exposure）。探討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災害風險，必須同時考慮以下

三個面向：暖化後極端天候事件增加，環境與社會變遷下脆弱度增

加（如過度開發所造成的土地脆弱度增加）以及暴露量增加（人口

密集、都市化發展）。針對如何降低氣候變遷對災害的可能衝擊與

風險，該報告也提出系統性的思考方向：1.透過科學方法了解氣候

變化成因與趨勢，並進一步減緩全球暖化，2.透過災害管理與氣候

變遷調適，降低災害脆弱度與減少暴露量。許多研究報告指出，

透過積極的調適作為，辨識與降低脆弱度與暴露量，強化恢復力

（resilience），可以有效降低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

考慮衝擊與調適問題的時候，除了考慮氣候變遷，也須考慮

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社會變遷的潛在影響：人類大幅擴張居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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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自然爭地，砍伐森林，改變地表狀況，移居至天然災害風險較

大的地區，同時也使得當地環境的致災性升高。這些作為不僅提高

了環境脆弱度，更提高了受災的可能性（亦即增加了暴露量），其

實是趨（近）災（害）的行為。氣候變遷加上社會變遷才是總體效

應。面對可能加劇的極端天氣帶來的災害，我們可能得改變過去防

災、減災與避災的觀念，開始思考如何耐災，如何制定有效可行的

調適政策，將災害衝擊降到最低。一個耐災力強的社會，面對氣候

變遷衝擊，所遭受的損失可能遠小於低耐災力的社會，恢復力也較

強。

如果，全球暖化的衝擊無法避免，我們應該如何調適？ IPCC 

AR5–WGII明確指出，「氣候變遷造成的風險無所不在，我們還是

有機會採取有效的因應措施」。有效的調適策略與措施，必須同時

考慮經濟社會發展與暖化減緩措施。如何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挑

戰，以全新且具創意的方法處理風險，讓這個世界更有彈性、更有

活力，安然適應未來的氣候變遷，是我們目前亟須面對與解決的問

題。擬定並落實這樣的調適策略，牽涉到個人、社區、社會與整個

國家。IPCC明確指出，國際間密切合作達到的效應要遠大於每個

國家各自為政的效果。涵蓋與影響層面這麼大的措施，必須從上而

下、由下而上、從政府單位到私人企業、從個人到國家機器，從蕞

爾小國到工業大國，都動起來，採取多元與滾動式的協商合作，才

可能有效落實。這樣的挑戰史無前例。有些國家與企業已經動起

來。荷蘭是一個最極端的例子。經過屬不清的政府與公民會議，荷

蘭全國上下體認國土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淹沒將是必然的結果。他們

選擇誠實面對事實，了解與其“抗暖化”，不如“與暖化共存”積

極面對挑戰，提出「氣候防禦（climate proof）」的前瞻觀念，全

力發展水上生活所需的科技，設計水上屋，規劃使用太陽能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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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上太陽城市（solar city），並展開必要的調適措施（包括拆除

部分海堤，將與海爭來的土地還給大海，以便抒解暴雨帶來的洪

氾）。

除了調適，還得考慮如何減緩溫室氣體排放量，盡量降低可

能的暖化程度。如前所述，暖化程度決定於溫室氣體總累積量，

排放越少暖化程度越低，衝擊較低。IPCC研究發現越早、越迅速

減緩溫室氣體排放量，越容易調適，效果越佳，所費資金與經濟

損失也越少。四種排放路徑的設計，就是用來判斷最佳的排放路

徑。所謂最佳路徑，不僅考慮全球暖化對天候、生態環境等的影

響，還要考慮經濟負荷是否划算。近幾年耳熟能詳的 2℃（暖化）

目標就是在此一思路下產生的概念。2℃目標，簡單的說，就是如

果全球氣溫比工業革命前高出 2℃（目前已經比工業革命前高出約

0.8℃，我們還有大約 1.2℃的成長空間），地球生態系統會受到嚴

重威脅，極端天氣現象大量增加，地球系統將變得不穩定，進入

一個不可逆的境界，再也無法回復到過去的狀態。因此，許多研

究者倡議，在 2100年前溫度增加最好控制在 2℃以內。在這限度以

內，雖然無法完全避免，但是氣候變遷的衝擊與經濟負擔或許還

可以承受。這個概念在 1980年代被提出來，經過許多討論與觀念

修正，歐盟最先採用並積極推動，於 2001年正式寫入 IPCC第三份

評估報告，2009年納入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6
）第 15次締約

國會議（COP15）通過的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7
），雖

然遭受許多質疑（包括不確定性高與經濟代價太高等），2℃已經

成為國際間一致同意的理想目標。

6   https://unfccc.int/2860.php.
7   https://unfccc.int/meetings/copenhagen_dec_2009/items/5262.php.

(10)Define(2015-03-18).indd   229 2015/3/23   下午 07:05:01



230　界定跨科際

要達成 2℃目標其實相當困難。根據 IPCC AR5-WGI，四種

排放路徑只有減緩路徑可以達成，兩種穩定路徑都有極大可能性

在 21世紀末全球超過 2℃。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未如預期產生

可以取代京都議定書的減排協議。各國於隔年 11月群聚墨西哥坎

昆（Cancún），提出 2020年減排目標，稱為「坎昆誓言」（Cancún 

pledge8
）。經過事後推估

9
，根據各國設定的減排目標，在 2100年

的暖化程度將在 2.5–3.9℃之間，平均 3.1℃，比維持現況的後果

（3.0–4.6℃，平均 3.7℃）稍微低些。依目前國際情勢看來，達成

2℃目標仍然困難重重，遙遙無期。2014年年底，在利馬舉行的

第 20屆締約國會議，出現轉機，首度達到共識，所有國家承諾於

2015年提出減碳目標。美國、中國與印度等原本持觀望態度的國

家，也都積極承諾提高減碳目標。2015年年底於巴黎舉行的第 21

屆締約國會議，有可能提出取代京都議定書的協議。

IPCC AR5–WGIII針對 2℃目標做了詳細評估：透過一系列的

廣泛技術性措施與人類行為改變，有可能達到 2℃目標；唯有透過

大幅度的制度與技術變革，全球暖化才有（高於隨機的）機會不超

過 2℃門檻。我們需要大幅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相較於 2010年

排放量，在 21世紀中葉必須減排 40–70%，並且在 21世紀末達到零

排放。減排需要所有部門全面性的配合，其中包括能源生產與使

用、交通、建築、工業、土地利用與居住地。電力生產零排放、提

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使用量、發展低碳能源技術是減排的主

要路徑。友善的土地利用政策，減緩砍伐森林，甚至森林重建，可

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且增加土地吸附溫室氣體的能力，有助於減少

暖化趨勢，也能提高調適措施的經濟效益。該報告提出不超過 2℃

8   http://unfccc.int/key_steps/cancun_agreements/items/6132.php.
9   Climate Action Tracker http://www.climateactiontrack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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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的核心作為：讓經濟與人口成長和溫室氣體排放脫鉤。這是理

想境界，人們可以享受一定的經濟成長與舒適生活，同時有效減排

與減緩全球暖化。經濟可以改善，才有足夠資源來落實適當的調適

措施。改變生活態度與行為，將環境保護觀念內化為生活素養，無

碳社會才能成型，大幅減排才有希望。

氣候變遷議題牽涉的不只是自然科學，還牽涉到工程、社會

科學（經濟、社會、心理等）與公共衛生，甚至國際關係。這個議

題涵蓋層面之廣，從研究、國家治理、國際關係角度，都是史無

前例。人類科學史上，從沒有一項研究跨越如此多領域。全球暖

化（或氣候變遷）已經演化出一系列全新的研究領域。環境議題方

面，酸雨與臭氧洞問題相對單純已經有解決機制，空氣汙染也可以

控制。全球暖化問題過於複雜，處理過程牽涉層面太廣，影響到每

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與生計，截至目前，我們知道應該如何做，但是

有太多的考量與牽扯，而無法大刀闊斧進行。以前知識不發達，是

「知難行易」的年代；在知識爆炸的 21世紀，環境問題卻是「知易

行難」。

三、 盲

IPCC在 1990年—2014年間公布了五份氣候變遷評估報告，持

續提出科學證據警示全球暖化的嚴重性，加上近年來極端天候事

件頻頻發生，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已成為互相通用的代名詞，民

眾似乎也已經習以為常。2004年，好萊塢電影「明天過後」風靡

全球，似乎是氣候變遷風潮的濫觴。2006年，高爾的「不願面對

的真相」首次將全球暖化的議題透過大銀幕直接訴之民眾。2007

年，IPCC發佈第四份氣候變遷評估報告，首次以十分肯定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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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警訊—「過去半世紀的暖化現象極可能是人造溫室氣體所造成

的」，並推測到 21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會再上升攝氏 1.1度到 6.4

度。同年，高爾與 IPCC一起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不願面對的真

相」還獲選為 200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高爾應該是同時得到這

兩項毫不相干大獎的第一人吧。（想想，如果高爾當選美國總統，

大概沒時間到處演講全球暖化危機與拍攝影片，必然與兩項大獎無

緣。）2009年 6月 5日，法國導演盧貝松的「拯救地球」影片全球

首映。2010年，號稱臺灣版「不願面對的真相」的「正負二度C」

在臺灣首映，引起熱烈迴響（但也被學界批評誇大不實）。

也有人十分悲觀提出近似世界末日的觀點。提出「大地之母

姟亞」概念（亦即，地球是個生物體，有自我調節的能力）的著名

英國科學家Lovelock就認為不是「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

而是「全球炙熱化」（global heating）即將發生，屆時全球僅剩 5-6

億人，而且只有極區附近才適合人居。在 2006年出版的「姟亞復

仇記（The Revenge of Gaia）」中，他悲觀的直言，發展替代能源

等措施已經來不及拯救地球，大地之母姟亞將展開她的復仇行動，

拋棄人類，自我調節到不適合人居的世界。如同逐漸熱化的大氣層

與消逝中的北極海冰，人為全球暖化（或氣候變遷）的議題並未時

過境遷，為人淡忘，反而深入人心，「全人類的共同危機」的共識

似乎逐漸形成。

但並非全然如此一面倒。面對這股危機意識，有人嗤之以

鼻，斥為無稽之談，甚至歸咎於政治野心。2007年英國Channel 4

拍製的「全球暖化大騙局」（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10
）與

前幾年往生的著名作家麥可克來頓的小說「恐懼之邦」是最著名的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Great_Global_Warming_Sw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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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暖化！別鬧了！」的作者認為暖化造成的影響有被過份誇

張的情況。他極力反對目前全力發展替代能源的策略，認為緩不濟

急，對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功效十分有限，所需付出的財務負擔

反而將嚴重斲損全球經濟。他倡議如果全球暖化與災害不可避免，

與其投注過多精力與財力發展替代能源，不如將之運用於改善水

利、醫療品質、農業、居住環境等基礎建設，大幅提高落後地區承

受災害的能力，反而可以降低生命與財物損失。

這些爭論的主要源頭之一是 IPCC的報告。不少人（包括學術

界人士）對 IPCC的報告與結論抱持高度懷疑，最主要的批評在於

氣候科學還不夠成熟到可以瞭解影響氣候變化的所有因素，目前用

來推估未來氣候變遷的工具—氣候模式，仍有許多缺點，依據這些

氣候模式推估出來的未來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太大。不可否認的，

這些觀點都有其立論依據。如果如此，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些看似

大相逕庭的資訊？或許，我們可以先評估一下，我們有多少選擇？

以 IPCC AR5報告而言，三大巨冊，每冊二千多頁，參考過去幾年

三萬多篇氣候變遷的學術論文，根據十幾個國家的研究單位用二十

幾個氣候模式推估出來的未來氣候變遷的可能情境，由約八百位科

學家以數年時間撰寫而成。以這樣龐大的規模撰寫一份報告，在人

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而且已經重複做了五次，結論大致相同。所

用的氣候模式，雖然不夠完善，卻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模式。換

言之，IPCC的未來情境推估，雖然仍有不少不確定性，卻是目前

我們可以參考的唯一透過嚴謹過程所得到的結論。在沒有其他可

靠資訊下，我們可以選擇利用 IPCC結論進行最佳的風險評估與管

理，盡量降低可能的衝擊，也可以選擇嗤之以鼻，冀望 IPCC報告

是人類史上最大的科學烏龍事件，一切預言只是一場誤會，什麼事

也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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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原因是媒體與一般大眾對氣候變遷科學本質常有錯誤

認知
11
。舉最近曝光率很高的兩個議題為例。2013年夏天，新聞大

幅報導北極海冰增加了 60%，甚至謠傳即將進入冰河期。事實是，

2012年夏季是有衛星觀測以來海冰最少的一年，2013年夏季海冰

沒有融化那麼多（註：新的海冰於秋天開始形成，隔年春天開始

融化，到了夏末，量最少），雖然覆蓋面積比 2012年多了 60%，

還是比過去 30多年的平均少了將近兩個標準差的海冰量。根據估

計 20世紀初到 1970年代，北極海冰覆蓋面積沒有大幅變動，然而

從 1979年到 2013年，夏季海冰覆蓋面積少了約 1/3，體積則少了約

4/5（因為海冰越來越薄）12
。地球氣候以多種時間尺度變動。以百

年時間來說，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年際（年與年之間的差別）變

化、年代際（年代與年代之間的差別）變化與百年趨勢。以我們目

前所關心的人為暖化現象，必須以百年的時間尺度來判斷氣候變遷

趨勢。即使在暖化過程，氣溫（海冰）也不會每年持續增加（減

少），在長期的上升（下降）趨勢中，也會有年與年間、年代與年

代間的跳動。2012與 2013兩年間的海冰覆蓋面積的大幅跳動，就

是所謂的年際變化。這種快速的跳動常常與長期趨勢相悖，但不能

據此論斷變遷趨勢。這樣的新聞相當聳動，不只影響一般大眾，也

影響非氣候領域研究者的觀點，即所謂隔行如隔山。連學有專長的

領域外研究者都會誤解，反映了全球暖化議題的複雜性與高難度。

全球暖化需要跨領域研究的合作，但是各自領域的入門知識都有一

定的難度，形成跨界研究的瓶頸。

另一個例子是暖化停滯（warming hiatus）13
。全球平均溫度在

11   Global Warming & Climate Change Myths, Skeptical Science, http://www.
skepticalscience.com/argument.php.

12   Arctic Sea Ice News and Analysis - https://nsidc.org/arcticseaicenews/
13   Nature Editorial, 2014: Nature Climate Change: Scientist commun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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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之後，雖然持續維持百年高溫，但是逐年上升的趨勢變得

比較不明顯。反對全球暖化說法的人士因此質疑全球暖化的真實

性，認為地球氣溫已到達高原期（plateau），將開始降溫。這並非

完全沒道理，因為，除了年際變化與百年暖化趨勢，地球氣溫的確

呈現數十年上下擺盪的現象。一般認為這是受到海洋年代際變動的

影響，是地球系統自然運作的一部分。解釋年代際變動發生原因的

理論不少，但是實際瞭解還是十分有限。IPCC AR4曾明確指出地

球暖化趨勢在最近幾十年有逐漸加速的趨勢，引起很多議論。後來

研究發現，最近 30年增溫較快是因為前述的年代際變化正處於溫

度上升的階段，加上百年暖化趨勢，因此形成最近數十年暖化加速

的錯覺。最近一份研究
14
將聖嬰現象與已知的年代際變化從長期全

球氣溫資料中去除，發現過去百年都以相同的速率暖化，並無所謂

暖化加速的現象，確認了疊加效應的看法。有趣的是，年代際變化

的影響卻都被全球暖化正反兩方拿來支持他們的論點。反方認為暖

化趨勢即將停止，因為溫度已達高峰，未來數十年年代際變動將轉

為降溫趨勢。正方則警告年代際的降溫趨勢，僅會短暫減緩暖化趨

勢，因為人為溫室效應仍舊持續加強中，三、四十年後，當年代際

變化再次轉為增溫趨勢，而且人為全球暖化趨勢將變得更大（甚至

大於自然的變動），兩種因素疊加，屆時全球暖化將更嚴重。相同

資料卻衍生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其實不奇怪，僅是凸顯了科學研究

的人為特質：資料是客觀的，科學詮釋卻經常是主觀的。這種情形

最常發生於發展中的科學研究多種理論搶出頭的時期。科學家與一

般人一樣，有好惡、有情緒、有偏執，做出的科學結論，難免受到

doi:10.1038/nclimate2167.
14   Zhou, Jiansong, Ka-Kit Tung, 2013: Deducing Multidecadal Anthropogenic Global 

Warming Trends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J. Atmos. Sci., 7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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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與個人偏見（或誤解）影響。等塵埃落定，數十年後的人類，

回頭審視這個年代的紛紛擾擾，或許會訕笑說，不就這樣嗎？有什

麼好吵的。

科學理論觀點的差異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在地球 46億年的歷

史中，經過多次的大暖期與冷期更迭，溫度變化幅度遠大於過去與

未來百年的暖化程度。質疑者（包括不少學者）因此認為目前的暖

化現象小巫見大巫，不必太擔憂。但是，關鍵在暖化速率，而不是

幅度。最近的研究確認，工業革命以來的暖化速率超過過去一萬年

的溫度變化。溫室氣體排放的速率也是同樣情形。這就是所謂的曲

棍球桿曲線（hockey stick15
）:在長期穩定狀況的尾端，曲線突然上

揚。英國地質學會（The Geological Society）特別公布了一份評估

報告
16
，肯定這項結論。

影響氣候變動的因子很多，科學理解仍相當不完全。高爾的

影片與 IPCC都引用研究數據證明，工業革命以來，溫室氣體的快

速累積是過去 65萬年以來前所未見的現象，間接證明人類的影響

顯著。最近的研究已經將時間往回推到 80萬年前，這些資料告訴

我們，溫度高的年代，也都是溫室氣體濃度高的年代。質疑人為全

球暖化的學者，特別指出溫度的上升比溫室氣體濃度的上升早了約

800年，因此是溫度造成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變化，而非後者影

響前者。這個論點顯然有其依據，因為許多研究指出，高溫不利於

15   Mann, Michael E.; Bradley, Raymond S.; Hughes, Malcolm K. (1999), 
"Northern hemisphere temperatures during the past millennium: Inferences, 
uncertainties, and limitation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6 (6)：759, 
Bibcode:1999GeoRL..26..759M, doi:10.1029/1999GL900070. http://en.wikipedia.
org/wiki/Hockey_stick_controversy.

16   The Geological Society: An addendum to the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Geological Record. December 2013. http://www.geolsoc.org.uk/
climate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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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而且可能加速物質的腐化速率，增加

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不考慮其他因子，這些因素會增加大氣中的

二氧化碳濃度。

但是，不能忽視的是，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會促使溫度更

加上升。簡單的說，氣溫與溫室氣體濃度可以互相加成，形成正回

饋循環（或惡性循環）。在一個正回饋循環中，氣溫與溫室氣體，

是何者先上升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兩者之一有所變動，就

可能會牽動連鎖反應，促使氣候遠離原來的平衡狀態。地球正是這

樣的一個系統。居住其中的人類，在科技快速發展過程中，排放了

過多的溫室氣體，是個不爭的事實。更有甚者，眼前我們只看到了

排放量持續加速，絲毫沒有減緩的趨勢。我們是否已經開啟了全球

暖化的潘朵拉盒子？ IPCC的報告給了一個肯定的答案，質疑者則

有所保留。

質疑者另一個論點，認為太陽活動是造成氣候暖化的原因
17
。

氣候變遷研究者，利用氣候模式，進行了「回到過去」的虛擬實境

模擬，發現自然因素（火山爆發與太陽輻射變化）可以解釋千年來

的氣候變化，太陽的因素也可以解釋 20世紀初的暖化現象。相反

的，最近幾十年間，當全球暖化愈趨明顯時，太陽輻射強度不增反

減；如果太陽輻射強度變化是主因的話，過去數十年間，地球氣候

應該出現冷卻現象。IPCC的「回到過去」模擬確實得到這樣的結

果，同時也顯示只有在考慮溫室氣體濃度上升的情況下，才能模擬

出最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現象。從這些研究看來，太陽輻射強度的

變化，應該不是造成最近數十年全球暖化的原因。

質疑者更提出，地球氣候是一個動態系統，已經運作 40幾

17   Sun & climate: mov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s, Skeptical Science, http://www.
skepticalscience.com/solar-activity-sunspots-global-warming.htm.

(10)Define(2015-03-18).indd   237 2015/3/23   下午 07:05:01



238　界定跨科際

億年，在沒有人類的年代，冷暖氣候不斷交替，變化幅度甚至更

大
18
。這類變化屬於自然變異，影響因素相當複雜，但是與人類作

為無關。老實說，氣候學家對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地球氣候，了解得

並不十分透徹，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預測未來的氣候？

的確，氣候學家目前做的並不是氣候預測（prediction），而是在情

境假設下進行推估（projection）。氣候難預測，人類社會的變遷

（如，經濟、生活形態、社會結構與能源使用情況等）更是無法預

知。在此情況下，如果能設計人類未來發展的可能情境，再依據情

境推估人類會繼續排放多少溫室氣體，那我們就可以推估在每一種

情境下，地球氣候在人為溫室效應下，將如何變遷？全球暖化是否

加劇？

目前 IPCC的最佳估計，到 21世紀末，全球暖化程度將高達

1.0–3.7℃。這些氣候推估經常被質疑沒有考慮某些自然變動因素，

如太陽輻射強度變化與火山爆發。研究
19
發現，即使如某些質疑者

所言，發生於 13–18世紀的小冰期（因為太陽輻射強度變弱）於 21

世紀重現，全球溫也僅將下降約 0.3℃，遠小於人為溫室氣體的暖

化效應。太陽黑子的 11（22）年週期變化對地球溫度的影響，則又

更小。火山爆發引起的冷卻效應大約為攝氏零點幾度，而且頂多維

持 2–3年，除非年年有大型火山爆發，或者遠古年代的巨型火山爆

發再現，火山爆發的影響仍將遠小於人為暖化程度。遠古年代的巨

型火山爆發是否再現，無法預測，也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可以參考，

納入情境假設毫無意義。況且一旦發生，帶來的可能是毀滅性的全

18   What does past climate change tell us about global warming?, Skeptical Science, 
http://www.skepticalscience.com/climate-change-little-ice-age-medieval-warm-
period.htm.

19   Feulner, G., and S. Rahmstorf, 2010: On the effect of a new grand minimum of 
solar activity on the future climate on Earth. Geophys. Res. Lett., 37, L05707, 
doi:10.1029/2010GL04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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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衝擊，人類完全無法因應。相對而言，人為暖化的衝擊，經過適

當措施，還有可以應付的機會。目前的氣候變遷推估完全建立在這

些情境上，而結果並非告訴我們氣候一定會如此變遷，它告訴我們

的是，如果不抑制溫室氣體排放，人類未來可能面臨的狀況；如果

這些情境不發生，結果就可能不同。這些研究結果提供給我們一個

指引：人類應該如何調整發展方向與腳步，以便降低過度暖化對天

氣與氣候、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衝擊。

對此，質疑者認為，目前的氣候模式並不完善，許多自然界

的過程，無法在模式中複製，這些有缺陷的氣候模式，尚不能準確

預測未來幾個月的氣候，怎能用來推估幾十年後，甚至 21世紀末

的氣候
20
。這個論點也有其依據，氣候學家的確仍無法預測未來幾

個月的氣候。氣候模式雖然已經非常複雜，但是仍無法精確模擬大

氣中較劇烈且較小尺度的現象，如雲、雨、對流系統、颱風等。最

主要的原因是，人類對影響天氣與氣候的許多因素（如，懸浮微粒

的冷卻作用）仍未充份了解，因此無法設計出完美的氣候模式。

另一方面，則是長期氣候模擬計算繁複，需要十分龐大的電

腦計算能力。目前的超級電腦雖然已經十分先進，計算速度快，能

力強，對氣候變遷模擬而言，離理想狀況卻仍有一大段距離。受限

於電腦能力，目前的氣候模式的空間解析度（點與點間的最短距

離）大多仍在 100–200公里。這樣粗糙的解析度，連解析臺灣都有

問題。因此，氣候變遷推估結果用於洲際到全球尺度的現象比較可

靠，對大氣與海洋溫度上升，以及海面上升等的結果也比較有信

心，因為溫度的空間變化較小，不同研究團的模擬結果也比較一

致。但是，雨量與極端天氣的推估值的不確定性明顯大了許多，因

20   How reliable are climate models?, Skeptical Science, http://www.skepticalscience.
com/climate-model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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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同模式得到的結果經常南轅北轍。考慮到模式的不完美與情境

的不確定，IPCC的氣候變遷推估，採取多模式、多情境、多次模

擬的方式，推估未來的氣候，企圖得到未來氣候變遷的可能上、下

限。如果，不同模式模擬出了相同的結果，則比較可靠；如果模式

間差距很大，推估結果的可信程度自然較低。推估結果預告了高風

險的溫暖化未來。雖然不完美，但是我們並沒有更好、更可靠的結

果可以參考。幸好，人類的知識與技術總是不斷推陳出新，對地球

氣候的了解與日俱增，氣候模式會不斷改善，情境也會不斷修正。

這也是為何 IPCC每隔幾年就要重新整理一份報告，闡述科學家對

過去與未來氣候的最新看法，做為下一階段的風險評估與管理的依

據。這樣的疊代過程或許繁複，卻是科學進步的不二法門。

如果對全球暖化的質疑只是科學界內部的紛紛擾擾，事情就

簡單多了。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就如天氣現象與預報，即使非

專業的一般民眾也會有意見。更有甚者，各種陰謀論滿天飛。全

球暖化或許是網路上評論最多的科學議題。極端擁護者與否認者
21 

22
的論點充斥網路，甚至互相至對方部落格或網站嗆聲。前者只

要有任何極端天氣與氣候現象發生，就歸罪於全球暖化。來自否

認者的挑戰則是更加嚴厲。幾年前的氣候門事件（ClimateGate23
）

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全球暖化否認者團體駭入英國東英吉利亞

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氣候研究部門（Climate Research 

Unit），竊取氣候研究人員間的電子郵件，公開揭露郵件內容，指

控這些氣候變遷研究要角蓄意隱藏不利於全球暖化現象的證據。此

21   Dunlap, Riley E. and McCright, Aaron M. (2011). "Climate Change Denial: Sources, 
actors, and strategies". In Constance Lever-Tracy. Routledge Handbook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Taylor & Francis. ISBN 0-415-54478-5.

2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mate_change_denial.
23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matic_Research_Unit_email_controver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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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指控後來經過幾個調查委員會數個月的調查（包括重新處理資

料），發現並無不當之處，還給當事人清白。被指摘的學者則反駁

指控者惡意從數不清的信件中，摘出一些不相干的字眼，斷章取

義，拼湊成新的句子，讓人以為氣候研究人員蓄意隱藏資料。被

指控的一位美國著名氣候學家麥可曼恩（Michael Mann），於 2012

年出版 “The Hockey Stick and the Climate Wars: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Lines”，除了回顧整個事件與結局，也詳述全球暖化否認者

如何藉由學者與國會議員批判他一項非常著名的研究結果，不斷透

過國會聽證會對他展開數年的調查。受調查期間，他遭受平面與電

子媒體蓄意的不當報導，接到涉及人身攻擊與生命威脅的信件，甚

至有國會議員認為他應該被處予死刑，以謝（美）國人。曼恩在書

中直指他遭受的是系統性與組織性的攻擊，背後指使者是美國石油

產業的外圍組織，目的是要阻止歐巴馬總統推動法律將溫室氣體列

為汙染物。這樣的指控由來已久，並不稀奇。有些反對全球暖化的

知名學者，接受石油產業基金會的研究計畫，因此也被懷疑動機不

單純。相反的，也有學者控訴如果提出與全球暖化不同見解的研究

計畫與論文，經常被駁回。這些正反例子，都顯示全球暖化議題，

即使單就氣候科學層面，都複雜與敏感到幾乎“刀刀見骨”。背後

真實的原因，將來會是一項十分有趣的跨界研究題材。

即使仍有許多爭議，人為全球暖化幾乎已經成為國際間的共

識。調適與減緩措施如何落實，是最大爭議點。重點在於如何做

才是最經濟、最有效。這是最大的歧異點。2006年，英國史登爵

士（Sir Nicholas Stern）領導的研究團隊發布STERN REVIEW: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24 25
，震撼全球。這份報告發現，如果

24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ern_Review#cite_note-Cairncross_2006-10-30_
firstpost-1.

25   Nicholas Stern, 2007: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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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採取任何行動，氣候變遷帶來相當於每年 5%全球GDP的損失；

有效的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卻只相當於每年 1%全球GDP，未來

10–20年內的減排投資，將在 21世紀後半葉產生顯著效果。這份報

告可以說激勵了許多國家決策高層，接受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具經濟

效益的觀點，願意開始推動與落實調適策略與減排措施。然而，

這份報告也引來批評，認為使用過低的貼現率（discount rate）來

計算經濟效益，高估了全球暖化的經濟損失與減排的經濟效益。

雖然有這些爭議，IPCC第四、五份報告基本上都遵循史登報告的

觀點。IPCC AR5–WGII發布後，發表在自然期刊（Nature）的一

篇論文
26
指出，現階段使用的經濟模式都指出氣候變遷將造成巨

大的經濟損失，立即的減排措施是必要的。這些估計雖然在定量

上仍有相當的不確定性（每排放一噸的碳造成未來的經濟損失約

$12–$64），對決策者仍是相當有用。這篇文章也指出這些模式的

推估極可能都低估了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失，其中特別提到現在模式

都使用固定的貼現率，其實是不合理的，因為貼現率應該隨時間遞

減，如此一來每排放一噸的碳造成未來的經濟損失將不只是目前估

計的 $12–$64。這些爭議再次凸顯了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問題的高

困難度與挑戰性。

四、 如何看待氣候變遷科學的爭議

氣候學家Henderson-Sellers曾經針對全球暖化防治問題進行問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521-70080-1.  
http://mudancasclimaticas.cptec.inpe.br/~rmclima/pdfs/destaques/sternreview_
report_complete.pdf.

26   Revesz, Richard L., et al.: Global warming: Improve economic models of climate 
change. Nature, 508, 173–175, (10 April 2014), doi:10.1038/50817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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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詢問確定性要有多高，才必須採取防治行動。結果民眾要

求只要 50%即可。即使如此，科學家仍無法拍胸脯保證。然而，我

們是否可以因此忽略全球暖化的問題？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有三：

（一）、 全球暖化的可能性：

雖然，我們仍無法確切知道溫室氣體的累積將如何改變地球

的氣候，但是我們知道人為溫室效應確實可能導致全球暖化與氣候

變遷，其影響不容忽視。理由有三：（1）人類的活動造成大氣中

溫室氣體含量的增加，（2）溫室氣體具有暖化地球大氣的特性，

（3）溫室氣體的生命期從十多年到數百年不等，能影響地球氣候數

百年之久。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的行為，彷彿在地球進行一項前所

未有的氣候實驗。問題的癥結是，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實驗結果。我

們唯一確知的是，全球暖化的確可能發生。更何況，資料顯示古代

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高時，氣候偏暖；含量低時，氣候偏冷。過去

一再發生的現象，未來發生的機率也極高。

（二）、 氣候系統的回饋作用：

氣候系統的運作過程中有許多正回饋作用，可能劇烈的改變

地球的氣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知名學者布魯克的一篇論文
27
警告

說，全球暖化有可能改變大西洋的海洋環流，使得傳送至高緯度地

區的熱量因而降低，歐洲甚至全球反而因此進入寒冷的氣候。他所

提出來的機制，乍聽之下，似乎會緩和全球暖化，其實不然。因

27   Broecker, Wallace S., 1997: 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the Achilles Heel 
of Our Climate System: Will Man-Made CO2 Upset the Current Balance? 
Science 28 November 1997: Vol. 278 no. 5343 pp. 1582-1588 DOI：10.1126/
science.278.5343.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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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機制的降溫作用，在北大西洋與周遭地區，可能遠大於全

球暖化的增溫作用，反而造成更劇烈的氣候變化。布魯克將此機

制比喻為氣候系統的「阿基里斯的後腳跟」（Achilles Heel），亦即

微小的變化可能導致氣候系統的大轉變，甚至瞬變（幾年的時間

尺度）。地球的氣候機器中存在許多類似的「阿基里斯的後腳跟」

（亦即近年慣用的字眼：翻轉點（tipping point）），在我們尚未完

全瞭解之前，應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避免破壞其脆弱的平衡。

（三）、 氣候變遷的風險太大：

一個颱風，不管在落後國家如孟加拉灣，或富裕國家如美

國，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生命、財產的損失。雖然說氣候將如何變遷

仍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但是如果全球暖化造成更加劇烈的天氣、

氣候變化，其衝擊面之大，將是人類所無法想像的。亦即是，我們

所面臨的風險之大，是史無前例的。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們應有以下的認知與體認：

1.風險的概念：

首先，我們必須體認氣候變遷預測的不確定性，不能因為科

學界無法提出百分之一百可信的結果，而全盤否定氣候變遷的可能

性。人的一生中面對許多大大小小的風險。現代人因此投注相當多

的時間、金錢與精力，維護自身的健康，購買壽險、健康保險，防

患於未然。而在做這些維護自身利益的措施之前，我們從不需去確

定不幸的事情一定會發生。同樣的，人類的未來面臨更多、更大的

風險。更何況，過去一、二百年來，人類已經為自己的未來埋下更

多不可預期的危機。與其面對茫茫的未來，毫無作為，不如起而

行，盡心盡力維護地球的健康。人與自然的互動應是互相融合，而

不是事後的適應與療傷。即使全球暖化發生的機率不高或者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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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任何維護地球環境的投資（不論是有形或無形的）都是值得

的，因為至少我們維護了一個健康的生存環境。更何況，如果發生

了，人類所付出的代價將極其慘重。畢竟，維護地球的健康，就是

延續人類的生存。

2.摒棄「得過且過」的觀念：

近幾年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將全球暖化的議

題提昇到最高點。人造溫室氣體可能造成的氣候變遷，由於不確定

性較大，對各國的經濟影響相當大，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各國也很

難取得共識。臺灣對此一議題的處理方式，仍處於得過且過的階

段。政府總是談論「因應之道」，而不是「解決之道」，一廂情願

的希望能以新興國家身分，適用較寬的溫室氣體減排標準。鴕鳥心

態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對以國際貿易為經濟發展為主軸的臺灣，未

來可能面臨更大的國際壓力，損及經濟。

3.營造「環境善國」：

高度的經濟發展對人類生存的地球已經形成重大壓力。臺灣

地小人稠，所承受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更是嚴重。我們應該採取

的策略是，重新思考臺灣經濟政策與科技政策，讓經濟發展、科技

發展、與環境保護合而為一，而不是互相牽制。臺灣應該採取的策

略不是因應之道，而是規劃一個能兼顧「適度的經濟發展」與「環

境保護」的永續發展策略，讓臺灣成為「環境善國」，善盡地球村

一員應盡的義務，徹底的解決地區性的與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問題。

我們習慣將環境問題分成本土與全球兩大類。本土優先的觀念當然

正確，但是也不能因此忽略全球性的問題。事實上，如果我們抱定

建立「環境善國」的態度，環境問題則只有一個。本土的問題解決

了，自然有助於改善全球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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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灣的因應策略

有了以上的認知與體認，我們採取的因應策略應該著眼於如

何徹底「解決」環境的問題。因應策略可從由研究、教育、政策三

大方向著手。

（一）、 研究

有鑑於全球（氣候）變遷與日益嚴重的全球暖化現象，世界

各國政府無不以如履薄冰、戒慎恐懼的態度，規劃全面性研究，投

入龐大的人力與物力資源，發展掌握全球氣候變遷衝擊的關鍵技

術。歐美亞具相當科技規模的國家，在全球（氣候）變遷與衝擊研

發方面的發展策略，皆有以下共通趨勢
28 29 30 31

：1.列為國家重點研

究方向，2.建立實體研究中心，3.提供充足與長期的人力與物力資

源，4.有足夠份量的長期研究人員，5.建立完善的研究環境（如，

觀測網、計算資源等），6.氣候變遷、衝擊、調適模式發展並進。

相較於其他科技有一定水準的國家，紛紛成立國家型研究計畫與研

究中心，採取積極措施展開全球（氣候）變遷、衝擊、調適與減緩

研究，臺灣在相關研究所投入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十分有限，研發進

度相對緩慢
32
。國內氣候變遷與衝擊研究，目前面臨的嚴重問題如

28   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 2013: Our Changing Planet - The 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 for Fiscal Year 2013, 67pp.

29   The Australia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Programme, http://www.climatechange.gov.
au/climate-change/grants/australian-climate-change-science-program.

30   Program for Risk Information on Climate Change—SOUSEI,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ylture,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pan, 2013, 9pp. http://www.jamstec.go.jp/
sousei/eng/product/images/Sousei_Brochure_en.pdf.

31   Tyndale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ttp://www.tyndall.ac.uk/.
32   國科會永續會推動「永續發展研究」規劃書（2007-2012），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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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非重點研究方向（與世界各國相比，不受重視），無國家級

計畫來統合政府部門投入相關研發工作，資源因此無法作最有效

率的使用，容易造成事倍功半的現象；2.缺乏常設且具規模的研究

中心，無法吸引各級（資深到資淺，甚至學生培養）研究人力的投

入，專業或專職人才不足；3.研究基礎不良：無常設機構、長期資

料不足、觀測網不全、科學計算環境不良；4.缺乏氣候變遷衝擊、

調適評估與預測模式的發展機制：發展這些模式難度高，需要足夠

人力的長期投入，非小型與短期計畫可以勝任，各國多由研究中心

負責此項工作；5.研究多為短期的小型計畫，研究（包括觀測與資

料收集、模式發展）無法持續。這些問題若不積極處理改善，臺灣

不僅將在研發能力上，嚴重落後於中、日、韓等國，無法研判全球

暖化趨勢下，臺灣將面臨的衝擊，更無法規劃或採取適當的調適與

因應措施。國內在研究方面應該推動國家型研究計畫，並且利用現

有之大學與研究中心專長，擴大成國家研究中心與衛星研究中心，

積極展開氣候變遷的基礎與跨領域研究。

教育

在氣候變遷議題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即使，我們瞭解氣

候的未來變遷，能否扭轉日趨惡化的趨勢，人類如何看待此一問題

的態度與反應，才是主要關鍵。然而，氣候變遷問題相當複雜，即

使科學家也有不解之處，何況一般民眾。而且，氣候變遷、永續發

展等都是全新的觀念，並不存在與傳統的知識與教育體系之中。因

此，如何將相關的觀念、知識，傳達給民眾、媒體、政府官員，是

一項必要、不可或缺的工作。教育工作應分成三部分：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行政部門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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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學校與社會教育方面，近年來進步十分明顯，最需要

的反而是行政部門的再教育。政府的行政部門是國家的決策也是政

策執行單位。氣候變遷的因應措施能否落實，行政部門的態度是重

要關鍵。行政部門除了要具有正確的態度之外，更須具有解讀研究

結果的能力，以及規劃與執行政策的能力。因此，行政部門的再教

育除了傳授氣候變遷常識之外，更須培養一批具有跨領域專業知識

的專家，作為專業研究人員與政府決策單位之間的溝通橋樑。2012

年通過氣候變遷調適綱領
33
後，臺灣在這方面已經有不少具體的作

為，開始將相關知識落實於學校教學與政府部門的進修課程
34
。

對抗全球暖化衝擊與降低暖化趨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發展

再生能源與節能減碳。行政院於 2011年通過再生能源法案，於

2014年 5月通過「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102–106年」35
啟動了

國家機制，正式面對此一挑戰。但是，在歐美國家眼中，臺灣的

努力仍有待加強。2014年 9月 12日，英德法駐臺代表在聯合報共

同投書，呼籲「減碳臺灣應更積極行動」。英國以 1990年為基準，

在 2020年前減碳 34％，2050年前減碳 80％；德國以 1990年為基

準，2020年前減碳 40％，2050年減碳 80-95％；法國以 1990年為基

準，2020年前減碳 23％，2050年減碳 75％ ;日本同樣以 1990年為

基準，在 2020年減碳 25%。臺灣目前訂定的減碳目標為，分別在

2020年與 2025年降到 2005年與 2000年排放量，比許多國家設定的

目標寬鬆許多。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

（REN21）最新的再生能源全球現況報告（Global Status Report36
）整

33   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017124#.VHa9RcnyAtU.
34   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課程教材與學習平臺，http://www.climate-edu.tw/.
35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02-106年），http://www.ndc.gov.tw/

m1.aspx?sNo=0060690#.VHa-e8nyAtU.
36   http://www.ren21.net/REN21Activities/GlobalStatusRepor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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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份實施再生能源政策的國家清單，其中包括許多亞非洲開發中

國家，但是臺灣不在其中。這項反差值得我們深思。

英德法代表在前述投書中期許臺灣：「我們堅信，永續的綠色

經濟能同時為經濟和氣候帶來好處。我們誠心呼籲臺灣加速氣候立

法及政策上的進度，例如溫室氣體減量法、能源稅條例，以及更嚴

格的能源效率標準，尤其是在工業、住宅和運輸部門。我們熱切希

望透過資訊分享、政策交流和技術合作等方式，來幫助臺灣減碳，

並轉型低碳經濟，尤其是在低碳城市、能源效率和低碳科技等領

域。臺灣於面對氣候變遷威脅之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我們希望

臺灣能像英、法、德一樣，積極採取減碳措施，和全球一同對抗可

能是這個時代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顯然，我們在面對全球

暖化衝擊與落實再生能源政策方面，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臺灣該

如何做呢？

一個國家的政策決定整個國家未來的走向與興衰。氣候變遷

的因應措施若不能確實落實於國家政策之中，將淪為環保口號，成

效十分有限。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為 21世紀的臺灣定位？「一

昧追求經濟成長，能否永續經營臺灣？」是 21世紀的臺灣子民必

須深切自省的問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改弦易

張，重新擬定國家的走向。臺灣這幾年來，人為與天然災害頻傳。

這塊土地吸納天然災害的能力，已因著人為的環境破壞，大幅降

低。即使沒有氣候變遷的壓力，臺灣的本土環境問題，也已經嚴重

到我們必須痛定思痛，重新定位國家的發展走向的地步。如果科學

家預言的氣候變遷（無論變暖、變冷、變濕、變乾）果然發生，將

使臺灣面臨的本土環境問題，更形加劇。上述問題的答案十分明

確：為了永續經營臺灣，為了將臺灣建設成「環境善國」（不是為

了應付國際與經濟壓力），我們必須調整國家政策。這些政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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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政策、產業政策、環保政策。而且，我們應該畢其功於一役，

訂定長程的發展策略，而不是且戰且走的鴕鳥策略。

1.能源政策

幾年前大張旗鼓的能源會議中，政府各單位仍是以應付國際

壓力的態度，想得過且過，度過眼前的難關。提不出具前瞻性的

作法，乃是意料中之事。正確的能源政策，應包含 1.合理的能源

價格（如，停止補貼高污染能源，反映環境成本），2.發展再生能

源，3.能源多元化，4.提高能源效率，5.鼓勵低污染能源的使用與

開發。

我們往往以再生能源或低污染能源的成本過高，影響經濟發

展為理由，拖延修正能源政策的時機。單從眼前的經濟利益來看，

此一論點似乎有點道理。問題是，考慮了環境成本之後，高污染能

源是否仍比較經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目前的再生能源價格或許

仍舊偏高，但是科技日新月異，新技術、突破不斷出現，近年來的

價格將已經降至可接受的範圍。上世紀初，腳踏車剛推出時，是奢

侈品，沒有幾個家庭負擔得起。如今，腳踏車已成為每一位孩童必

備的休閒用品。科技的進步，也產生了便宜的化石燃料，造就了

二十世紀的工業與經濟發展。

人類正面臨另一個挑戰 –開發有利於環境的科技與能源。英國

前環境部長麥可米契（Michael Meacher）曾說：「能源政策應該鼓

勵較乾淨、效率高的能源使用與生產。我們需要一股新的力量去發

展風能與太陽能等再生能源⋯如此一來，不但創造就業機會、贏得

專家信任，而且保護環境。」。十多年前，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BP）刊登巨幅廣告，宣稱BP是Beyond Petroleum，營

業項目不再侷限於石油，而是積極開發各種再生能源。臺灣處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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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洪流之中，何能錯失此一商機無限的契機，去開創一個富

裕、尊重大自然、乾淨的生活環境。

2.產業政策

臺灣仍存在許多高耗能、耗水、高污染的產業，這些產業在

過去確實也造就了臺灣的經濟奇蹟。問題是，這些消耗環境資源的

產業是否適合在環境資源貧瘠的臺灣永續發展？這些產業帶來的經

濟利益是否足以補償環境資源的損失？我們在本土與全球環境危機

的夾擊之下，應該思索出另一條出路，在尊重大自然的前提之下，

讓臺灣的經濟得以適度的發展。全球環境日益惡化，在 21世紀的

未來，全人類勢必要花費相當的精力與資金，來解決環境污染。從

經濟的角度觀之，這裡面充滿商機。

日本在 60年代面臨嚴重的環境污染，在痛定思痛之下，不但

著手改善環境，更是加緊研發控制環境污染的相關科技（可稱之

為綠色科技）。數十年後的今天，日本的環境不但改善許多，也開

發了許多的新技術，不僅可解決本身的問題，更可賺取外匯。近

年來，日本政府大量投資於太陽能的開發，發展相關技術，預期

使 21世紀日本的太陽能與風能使用量佔總能源的百分之五十五至

六十五，日本將成為無碳能源開發技術的領導者。歐美日等科技先

進國家，爭相發展開發無碳能源的技術，技術上的突破是可預期

的。我們是否還是要等到技術發展成熟之後，才要學習新技術，上

焉者可賺取蠅頭小利，下焉者則損失大量外匯。

除了無碳能源的開發，資源回收再利用、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污染控制等相關技術，也都充滿商機。可惜的是，臺灣目前的

科技發展重點，並未包含綠色科技。我們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能同時

兼顧臺灣的環境與經濟永續發展的嶄新的產業與科技政策。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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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又熱又平又擠」與「超限未來十大趨勢」第六章「未來的氣

候變遷」提倡的思路，就是綠色科技與產業的發展，不僅可以抒解

全球暖化的壓力，也可以形成新的產業與經濟趨勢，同時解決環境

與經濟問題。更好的是，還可以解決石油枯竭的問題。

3.環境政策

二十世紀末人類面臨的氣候變遷的嚴重程度史無前例。要因

應此一困境，也需採取史無前例的手段。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環境

政策，來抑制人類破壞環境的速度與程度。此一環境政策必須能提

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將污染降至最小，而且兼顧大自然環境的復

健。例如，此一政策將規範建築設計，建商因此必須設計低耗能、

低污染、省水的綠色建築，以符合建築法規。交通運輸工具不只必

須符合廢氣排放標準，還必須符合能源使用效率的規範。類似的規

範也將實施於家庭、公共場所、工廠等場所。全面的資源與能源回

收將融入每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所有的經濟開發也必須在生態保

育與尊重大自然的原則之下，受到適當的節制。全面的森林保育與

復育工作也必須展開，以便及早恢復森林涵養水分與吸收二氧化

碳，淨化空氣的功能。唯有在此一以尊重大自然、學習大自然為前

提的環境政策之下，人類才能與脆弱的大自然和平共存，人類社會

也才得以永續經營。

六、 結語

過去一、二百年來，人類宛若一群頑童，把玩地球於股掌之

中，不自覺的在地球上進行一項龐大、史無前例的氣候實驗。我們

突然發現這個遊戲有點危險，卻沒有人可以控制這個實驗，也沒有

人知道最終的實驗結果。更糟糕的是，當我們不想玩的時候，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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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自個兒繼續進行著。我們想脫身，卻身陷其中。有人驚慌失措的

尋找可以脫離險境的神奇按鈕，有人說這只不過是一場虛擬實境的

遊戲，終會丕極泰來。我們因之爭論不休，毫無交集，多從自身的

最大利益去思索脫困的方法。唯一的共識大概是，即使在科學昌明

的 21世紀初，人類對氣候變遷的瞭解仍十分有限，應該繼續加強

研究。目前的氣候變遷推估，就像經濟成長率、股市榮枯的預測一

樣，不保證完全準確（恐怕還得時時修正），卻是人類追求永續發

展的過程中，必須審慎參考的重要指標。

「冰海奇航」一書中有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我們面臨的

選擇遠比你想像的複雜，而答案往往不是單純的二選一。是的，我

們需要學習關上引擎⋯但是我們也需要學習如何更有效地操作引

擎、開發節約能源的技術、設計其他安全的科技方案。更重要的

是，我們需要學習分辨何時開動引擎是必要的，何時開引擎祇是為

了圖個方便。我們需要學習分辨，需要瞭解濫用的危險，需要學習

評估替代方案，權衡短期利益與長期成本。」如何在瞭解科學的不

確定性與現階段的侷限之後，利用目前最佳的資訊（或推估）做出

最佳的判斷，降低未來的風險，是人類現階段面臨的最大難題。科

學將不斷發展，氣候變遷的推估也將更趨準確，風險評估也將更可

信賴。或許唯有透過精細、不斷反覆的科學推演與風險評估，做出

的決定，才能將可能的衝擊降低到最小。

人類是追求物慾的動物，我們不僅求溫飽，也追求舒適與享

受。陳義過高的理想主義，經常叫好不叫座，往往得不到太多的共

鳴。最近，有人開始倡議「自然資本主義」（natural capitalism），

認為過去太強調人力生產力的提升，卻忽略了資源生產力，以致浪

費了許多寶貴的資源。這個思維兼顧環境保護與人類的需求，是個

不錯的方向。如何活的明智才是重點，如何維持高品質的生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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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與環境為善，才是萬物之靈的人類應該追求的睿智。

面對未來全球暖化帶來的可能衝擊，通常不是過份悲觀，就

是嗤之以鼻。前者給人末世的感覺，後者則漠不關心，不思作為。

兩種反應都過份被動。所幸，化危機為轉機的正面思考，已逐漸成

形。李察基爾在幾年前的喜劇片「來跳舞吧！」中飾演一位事業

有成卻面臨中年危機的律師，經由學習國標舞克服困境，重拾美滿

的家庭生活。全球暖化的危機，就是人類的中年危機。在人類歷史

中，從未像現在如此的富裕、科技如此發達，但也從未面臨如此全

球化的環境危機。20世紀人類醫療水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卻

面臨世紀絕症—愛滋病，目前唯一有點療效的是雞尾酒療法。人為

全球暖化可以說是環境愛滋病，我們知道病情一定會繼續惡化，卻

找不到特效藥。環境雞尾酒療法或許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也就

是說利用與發展各種可行的節能減碳措施與再生能源，竭盡所能的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規劃與落實調適策略，提高耐災能力與恢復

力。

馬爾薩司警告的人口過多導致糧食缺乏的世界末日並未發

生。農業的綠色革命，避免了可能的慘劇。面臨全球暖化的高風險

威脅，我們需要的是第二次綠色革命—節能減碳的綠色革命。綠

色科技與產業的發展，不僅可以抒解全球暖化的壓力，也可以形成

新的產業與經濟趨勢，同時解決環境與經濟問題。更好的是，還可

以解決石油枯竭的問題。換句話說，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應該要共

存。如何在保有最佳的環境與生態情況下，經濟仍可以適度的發

展，已經是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面對此一挑戰，不僅是綠色科技

革命，新的思維與生活形態也勢必形成。能夠因應此一浪潮的個人

與企業，極可能是全球暖化趨勢下的最大獲益者。

過去數十年來的人為破壞，已經讓臺灣的土地喪失應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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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未來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更是雪上加霜。面臨此一困境，我

們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去規劃應變措施，更不能以得過且過的態度去

處理這個問題。令人遺憾的是，直到前為止，政府的態度仍是以維

持高度經濟發展為優先，所有因應措施皆依此原則而設計。我們需

要拋棄此一心態，積極規劃以改善環境與維護生態為終極目標的發

展策略，同時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環境保護相關的研究、教育與防治

上，設法結合綠色科技與經濟，讓環保與適度而且必要的經濟發展

形成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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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mphasizes ‘Trans-disciplinary’, ‘Climate Justice’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s three significant concepts in the global 

warming issue; extreme weather and sea-level rise in particular are real 

issues of globalization. Nowadays, climate chang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fields of climate science, energy engineering, green industrial,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 but is also multi-orientated and needs cross-

boundary thinking in local innovation, social sciences and religious 

culture. The topic needs the present generation of mankind to work 

together since it is an intergenerational issue, and enables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betwee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has visited Republic of the Gambia and lived with 

inland residents from August to September in 2013 under the project 

called “Climate Justice”, whose purpose was to investigate and discover 

climate change affecting basic requirements for life in agriculture, 

potable water and sea-level, and further to reflect on the adaptation 

approach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Being 

part of the “Climate Justice” project enabled the author to visit the 

‘WatervillaIJburg’ in Amsterdam, the Rotterdam Floating Pavilion and 

floating architecture design company - Waterstudio.NL in Den Haag. 

These visits were made to to understand if the concept of the floating 

city could be feasible to the adaptation approach for rising sea-level.

I describe the approach to local adaptation based on developing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nsider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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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adaptation development. For instance, 

improving children’s education rate is closely related to stabl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life. This paper proposes and suggests that Taiwan’s 

technology could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the least developed areas 

and introduces international cases for local adaptation, such as the 

wind power in Malawi, the passive cooling school in Burkina Faso, the 

pottery water filter in Paraguay and a new anti-desertification structure 

design. Outstanding local adaptation could be achieved if these cases 

were integrated. Finally,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self-adapt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or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furthermore that self-adaptation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摘　要

「跨科際」、「氣候正義」與「世代衡平」在全球暖化議題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涵，特別是極端氣候與海平面上升皆為全球化的

真實問題。如今，氣候變遷不僅涉及氣候科學、能源技術、綠色產

業、政治經濟等領域，更包括在地創新、社會科學與宗教文化等多

元跨界思維，是需要現世代人類共同面對的跨世代課題，使減緩

與調適能在最低度開發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同步進行。本文由筆

者執行《氣候正義》計畫思考最低度開發國家面對氣候變遷的因應

對策，藉由實地走訪西非國家—甘比亞，貼近當地生活以思考與體

會氣候變遷對內陸地區務農、飲用水與海平面所帶來的影響。同時

也參訪荷蘭的漂浮建築與設計公司Waterstudio.NL，以了解漂浮城

市成為適應海平面上升的可行性。本文旨在闡述以基本民生需求為

發展方向的在地調適方案，並認為受教育程度與調適發展具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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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而孩童就學率的提升需仰賴穩定的民生需求，以此介紹我國

可提供之技術與國際發展案例，包括馬拉威的風力發電、布吉納法

索的自然通風建築、巴拉圭的陶土濾水器，以及新型的反沙漠化結

構，若能加以整合將能發揮在地調適之優勢。最後，本文認為對於

最低度開發國家而言，自我調適遠比國際援助來的重要，且更能促

使社會長期的發展與穩定。

一、 「跨科際」於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y，另譯「穿領域」）的核心目標

即在跨越學科獨立研究的藩籬，強調跨域素養，能面對與解決真實

世界的複雜問題，在 21世紀逐漸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不僅是複雜的真實問題，且早已是重大且關鍵的

國際社會議題，極端氣候（Extreme weather）與海平面上升（Sea-

level rise）影響所及無論是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y）和開

發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1
皆無可避免，但在聯合國會議上仍

因區域性差異造成的鴻溝而無法適當地妥協，常常只訂出一個框

架，卻難有落實規範，因此筆者於 2013年發起「2013氣候正義X

甘比亞內陸探險」計畫（2013 Climate Justice X The Gambia,以下簡

稱氣候正義計畫）
2
，走訪甘比亞（The Gambia）全境，深入開發程

度極低的內陸地區，並於荷蘭拜訪漂浮建築，返臺後藉由訪問與學

1   開發中國家，指經濟、社會方面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相對。
此處所指包括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

2   「2013氣候正義X甘比亞內陸探險」考察計畫受世界公民文化協會、
ATUNAS歐都納、PQI勁永、天瑞科技、丞希綠色資訊、Frontier Sportswear⋯
等NGO與企業的贊助支持，並與臺灣青年氣候聯盟、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
究所范建德教授合作。該計畫為臺灣第一個因氣候變遷議題深入甘比亞內陸

的非官方學術考察，而筆者是第一位走訪甘比亞全境的臺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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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思考最低度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 LDC）氣候

難民之因應對策（圖 1）。氣候變遷議題涉及各種學科領域，從科

學工程、政經外交到社會科學⋯等，在《氣候變遷對臺灣總體安全

之衝擊》中即相當完整的說明氣候變遷的多元面相，臺灣大學大氣

科學系、前臺大全球變遷中心主任陳正平教授強調：「氣候變遷是

一個很複雜的議題。除了科學層面本身就很複雜之外，研究出來的

科學結果要怎麼用在社會上、運用到國家政策方面，又是一個龐大

而複雜的議題。而且它不是單一的學科專業可以解決的議題，所以

就必須想辦法去連結這些議題。」因此「跨科際」概念在氣候變遷

議題的實踐極為重要，特別是極端氣候與海平面上升已成為 21世

紀全球共同面對的課題。

身為太平洋島國與季風氣候的臺灣，我國應以南太平洋島國

的吉裡巴斯（Kiribati）與薩摩亞（Samoa）為借鏡，避免在本世

紀末成為氣候難民（Climate Refugee）3
。根據我國災防科技中心研

究，極端強降雨颱風在 2000年以後發生的頻率遠超過 1970~1999年

期間，為臺灣帶來嚴重的人命傷亡與經濟損失，莫拉克颱風（又稱

八八水災）即為著名案例。我國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鄭明典

在 2010年初形容該年是「最值得警告的一年」，這是綜合「亞太經

合會氣候中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limate Center, 

APEC Climate Center, APCC）4
十五國預測模式並與我國過去十年比

3   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依據《氣候變化2007：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
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Climate Change 2007,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AR4）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於民國九十七年發表《臺灣地區未來氣候變遷預
估》，表示臺北盆地、嘉南平原、蘭陽平原將因海平面上升而面臨國土流失

的考驗。
4   「亞太經合會氣候中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limate Center, 

APEC Climate Center, APCC）自2005年起為例行年度亞太經合會氣候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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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的結果，春天正常偏暖的平均氣溫，與正常偏多的雨量，即使累

積雨量沒有增加，卻以集中、強烈對流雨的方式出現，此即為極端

氣候在我國發生的現象，「強降雨集中」導致土石流與洪水沖刷，

對我國國土危害、人民傷亡、財產損失相當顯著。須以工程技術減

緩極端氣候，同時也需要調適方法以因應環境的變化，減少意外的

傷亡與損失。

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資深研究

員布魯克斯（Brooks）在接受《Our Final Hour》作者馬丁李斯

（Martin Rees）教授訪問時表示，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至少升

高攝氏兩度的機率很高，並將氣候變化排在人類生存危機的十大

之首，除了區域氣候改變之外，糧食供應與潔淨飲用水不足、社

會體系瓦解、移民和政府間資源衝突情勢升高。由此便可容易瞭

解，人類在面臨氣候變遷中的每一項議題時，都需要跨領域專家

與跨國際政府合作方能共商前景，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

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5
與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6
。各國領袖每年招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締約方大會（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不斷溝通並嘗

會，討論氣候預測及其相關應用的議題，成員有水文與氣象的國家代表、學

術單位、決策者與學生等。
5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是一個隸屬於聯合國的跨政府組織，在1988年由世界氣象組織、聯合國環
境署合作成立，專責研究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氣候變遷。

6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締約方大會（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簡稱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或COP會議，是一項於1994年3月21日生效的國際
公約。締約國自1995年起每年召開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COP）以評估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展。至2013年為第十九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簡稱CO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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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合作，期盼共謀解決之道，但截至二零一三年的第十九屆締

約方大會（COP19）依然未能有重大突破。筆者在同時走訪西非

與西歐之後，認為最低度開發國家
7
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跨文化

（trans-culture）溝通在氣候談判與國際合作中非常重要，因為這世

界存在著高度差異性，而這也是氣候談判進度緩慢的原因之一。

《Cultural Intelligence: Living and Working Globally》即強調文化智商

（Cultural Quotient, CQ）是在跨國談判與跨文化溝通時，非常重要

的關鍵能力，這是在國際政治、氣候科學等層面之外應該要額外重

視的技能。

　

圖 1（左）　 筆者與甘比亞朋友尤努沙（Yunusa）合影，位於甘比亞
的 Kololi。

圖 2（右）　 筆者訪問「臺灣青年氣候聯盟」前理事長張良伊（左），
交換彼此對最低度開發地區的調適看法，張理事長在參

加 UNFCCC-COP與非洲或大洋洲代表有不少交流。

7   最低度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 LDC、LDCs）是指符合以下三項
標準的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GNI）（3年平均數）低於992美元；人力資
產指數低於60；以及經濟脆弱程度指數高於36。在全球48個最低度開發國
家當中，包括9個亞洲國家、4個大洋洲島國、美洲僅海地一國，以及34個
非洲國家，而非洲總共有55個國家。資料來源：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第
十四屆會議報告，經濟及社會理事會，2012年正式紀錄，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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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氣候正義」與「世代衡平」之意涵

「真實問題導向的跨科際」在橫向意涵的「氣候正義」

（Climate Justice）即為技術或資金援助，也就是減緩與調適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8
，例如最低度開發國家居民沒有汲水

系統，由國際援助裝設太陽能水塔（圖 3），協助解決水資源調

適；而縱向意涵的「世代衡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則是呼

籲「現世代」
9
交給「未來世代」的地球環境不應比現世代當初所接

受的環境更糟糕，此為青年非官方團體（You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YOUNGO）於第 19屆締約方大會（COP19, 2013）最

提倡的議題（圖 4）10
，「未來世代與環境法」學者Brown Weiss指

出，氣候變遷議題就是跨世代課題，而世代衡平提供一個框架用以

解決氣候議題。科學人文跨科際（Society Humanity Science, SHS）11

氣候難民專題論述了氣候變遷影響人類的各種生活層面，以及第

19屆締約方大會的青年行動與心得（圖 5），加強臺灣在氣候變遷

議題的國際層面與國內社會面向思考，拉近科學和社會大眾之間難

8   減緩（mitigation）是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速度，或吸收、儲存碳排放的方
法，減緩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調適（adaptation）是對已經發生與進行中的
氣候變遷，運用適當的調整策略適應環境的變化，降低所造成的負面衝擊，
或增加正面效應。

9   現世代是指目前在為這世界做決策的世代。
10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締約國大會設有九大非官方團體，使會議意見能更多
元，青年非官方團體（You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YOUNGO）是
大會主要連絡的青年團體，集結與氣候變遷議題相關的各團體青年與大會

溝通。
11   科學人文跨科際（Society Humanity Science, SHS）屬於教育部顧問室的中程
個案計畫，以發展社會、人文、科學（ Society, Humanity, Science; SHS）跨
科際學習平臺為「經」，同時訴求立基於深度聽、說、讀、寫的發表溝通

行動學習為「緯」。期望能在高等教育環境中進行面對實際問題挑戰的人

才培育。http://shs.ntu.edu.tw/s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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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越的鴻溝
12
。本文主要闡述氣候變遷如何對最低度開發居民造

成影響，並思考可能的因應之道，以及臺灣技研在協助最低度開發

地區進行調適時可能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本文也強調自我調適遠比

國際援助來的重要，因此也介紹了四項已發展或發展中的在地調適

案例。

　

圖 3（左）　 甘比亞內陸的太陽能水塔。
圖 4（右）　 國際青年於 COP19以行動表達「世代衡平」倡議。（圖

片來源：Alashiya Gordes / flickr）

圖 5　 COP19的NGO大遊行，
位於波蘭華沙的中央車

站。（圖片來源：臺灣青

年氣候聯盟）

三、 孩童在「世代衡平」扮演著領頭羊角色

菲 利 斯． 芬 克 拜 納（Felix Finkbeiner） 是 德 國 慕 尼 黑

12   氣候難民專題為筆者在SHS電子文庫中主持的一項專題，為求實施跨科際
意涵，廣邀不同學科背景與相關NGO共同撰文，共十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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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h）的一位 12歲的未成年孩童（圖 6），菲利斯很早就瞭解

「世代衡平」的重要，並在九歲時成立種樹救地球（Plant-for-the-

Planet）計畫，要在世界種下一百萬棵樹，該計畫受到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的支持，

菲利斯：「為什麼我們遲遲不做氣候科學家建議的事？如果過了 40

年，我們發現情況沒有那麼糟，那麼我們還是沒有做錯任何事。如

果我們今天不採取對策，到了 50歲才發現那些氣候懷疑論者是錯

的，那就太遲了。」

一九九二年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地球高峰

會（Earth Summit）上，兒童環境組織（Environmental Children’s 

Organization, ECO）的加拿大十二歲女孩鈴木（Severn Cullis-

Suzuki）（圖 7）向各國環境部長發表的演說即為「世代衡平」倡議

的最佳代表，鈴木：「我在這裡要替未來的世代說話。」「我們眼

睜睜的看著事情發生，但我們好像自以為擁有充分的時間以及解

決的辦法似的。」「如果你們不知道如何修復自然，求你們不要再

繼續破壞它。」「你們正在決定我們所成長的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

子。」二十二年過去了，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傷害減少了多少呢？

　

圖 6（左）　 菲利斯．芬克拜納發起 “Plant for the lanet”計畫。（圖片
來源：Ars Electronica / flickr）

圖 7（右）　 成年後的鈴木於 2012 年在巴西里約發表演說。（圖片來
源：Caio Macedo/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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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洲內陸受氣候變遷影響典型案例—查德湖

氣候變遷對非洲影響甚鉅，極端氣候愈趨明顯，中非查德湖

（Lake Chad）面積萎縮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查德湖是世界重要的

大湖之一，但從 1960至 2013年的四十年之間已縮小百分之九十五

（圖 8），現在面積約 1,540平方公里，萎縮主要原因是降水嚴重不

足與人為因素導致，在極端氣候與用水效率不彰的惡性循環中，

已經嚴重影響居民的基本生存條件，並可能導致政治情勢緊張，

因為四國共用查德湖及其流域，分別是奈及利亞、尼日、查德和

喀麥隆。湖水對許多非洲內陸國家非常重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

指出，查德湖的萎縮嚴重衝擊當地農務、漁業、畜牧，例如奶牛因

為缺乏飲水和牧草就無法擠出牛奶，對於僅以販賣牛奶為生的家

庭，以及靠牛奶營養發育的孩童來說造成莫大的負面影響，奶牛則

因營養不良而無法繁衍下一代，而牛隻是居民少有的珍貴資產，

「水就是生命」是人類自古以來重要的文化信仰（圖 9），至今仍是

不變的道理。當氣候變遷降低了生物多樣性，將導致依水而居的人

民因飢荒而需要遷徙，如同面臨海平面上升的島國居民，皆因為氣

候變遷被迫離開家園成為氣候難民。查德湖流域委員會致力於面對

湖區乾旱化的危機，可行性最高的方式是挖鑿運河，引水入查德

湖，以維持當地人的基本生活。由聯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公佈的報告指出，查德湖面積已有

緩慢增加，但 2013年五月的衛星空照圖顯示，查德湖面積依然比

過去小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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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查德湖面積變化的衛星空照圖，分別是西元 1972年（左上）、
1987年（右上）、2012年（左下）和 2013年（右下）。（圖
片來源：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圖 9　 「水就是生命」，沒有水就沒有未來。（圖片來源： UNICEF 
Ethiopia /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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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地考察甘比亞內陸受氣候變遷影響

《氣候正義計畫》是以工程背景、社會觀察的角度進行實地訪

察，深入內陸瞭解氣候變遷如何影響最低度開發國家，以「氣候

正義」意涵思考最低度開發國家如何因應氣候變遷，以及「世代衡

平」倡議對未來世代的重要性。降低氣候難民在未來發生的機率是

一項非常重要而且艱難的國際議題。以下分別從務農、飲用水、海

平面三個層面來闡述氣候變遷對甘比亞的影響。

（一）、 務農

甘比亞有 95%的人口信奉回教，是聯合國標準中最低度

開發國家，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制定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中，甘比亞於 2013年被評定為 0.441，位於低人類發展

指數，我國為 0.882，位於極高人類發展指數，而已開發國家如荷

蘭，其HDI指數為 0.915，而最高分布為 0.900或以上。我們應以客

觀與尊重的態度看待最低度開發國家所呈現的狀態，而避免以先進

或落後來評論。從考古學來看一些特徵，如農耕方式（圖 10）、部

落生活（圖 11）、獨木舟技術（圖 12），可以發現甘比亞內陸村落

仍沿用新石器時代（Neolithic）的生存技巧，新石器時代距今 7400

多年至 2200多年不等，這個時代的特點是「人類開始從事農業和

畜牧，不再只依賴大自然提供食物，使人類由逐水草而居變為定居

下來，而人類亦已經能夠製作陶器、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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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自給自足的農耕方式，
也會到市場交換或交易。

　

圖 11　 採用就地可取之天然資源建造的部落。

圖 12　 由實心木頭挖空的獨木舟，其
技術至少可追溯至五千年前。

甘比亞內陸對農業有高度依存性，雖有資料顯示甘比亞以旅

遊業為主，但實際上旅遊業只支持了少數有賺錢工具的當地人，例

如計程車、越野車、客棧、餐廳、船，而大型企業的投資者可能來

自中國或歐洲，如海灘附近才有的超級市場、星級渡假飯店、異

國料理，這些當地人不可能消費得起，消費者幾乎只來自旅遊季的

觀光客，所以貧富差距非常大。具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報告與考察

結果，實際上甘比亞至少有七成人口務農，但因土壤貧瘠，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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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小米、花生（圖 13）和少量玉米等旱作，而主食米飯則仰賴進

口，且為國際公定價格最便宜的碎米（Broken Rice），藉由走訪全

境，可以深刻的瞭解雨季變化對務農影響甚鉅。我國財團法人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TaiwanICDF）在報告中也記錄了氣候變遷導致乾旱，使史瓦濟蘭

（Swaziland）玉米嚴重歉收，自給率降低至 60%以下，以及島國諾

魯（Nauru）因海平面上升與聖嬰現象之乾旱，不僅久旱不雨，更

導致土地和水源鹽化，蔬菜栽培困難。

甘比亞在過去有如我國農民曆一般的記憶傳承，是居民實施

各項務農的重要依據，在缺乏灌溉系統的地區，特別是播種需配合

第一場降雨，一旦錯過，年度收成就會大幅銳減，影響人民最基本

的生存能力。如今，由於氣候變遷導致極端降雨與乾旱發生機率的

增加（圖 14），一年當中最重要的前兩場雨相隔變長，第一場雨提

前到來，第二場雨卻可以延遲好幾個月，在降雨時間受到嚴重干擾

後，意味著他們無法預測何時適合播種或插秧，即使是在第一場雨

中播種發芽，但在面臨第二場雨到來之前的乾旱，將使種子或種苗

缺乏水分無法生長，即使是長成秧苗，也很可能會在之後的強降雨

中歉收，使居民失去收成的機會，對於原本一年僅有四個月是雨季

的甘比亞來說，氣候變遷使生存環境變得更加嚴苛，且許多地區仍

然實行相當傳統的耕作方式（圖 15），臺灣早年農業時代會有水牛

犁田，並以溝渠為界，但這裡不見水牛，只見多數婦人蹲地農作，

並以打草繩的方式為界，就是把好幾束雜草綁在一起，圍成一塊所

屬的耕種區域，或是木樁圍籬，在丘陵地、村落等離水遠一點的地

方多為旱作，水稻則會在土壤肥沃、水分較豐的區域，如沖積扇平

原或溼地附近，也就是俗話說的「看天吃飯」。乾旱與降雨分佈的

改變，使 2011年的農產與過去五年相較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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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想像，對於原本生活就不容易的多數居民而言，更是雪上加

霜。

其實甘比亞的灌溉水源除了雨水還有甘比亞河，照理說以甘

比亞河貫穿全境的地理分佈來看，全國都可以依農業需要發展渠

道系統，我國國合會駐外技術團即率先協助甘比亞建立渠道（圖

16），引河水進行灌溉，如此便可掌握水資源的使用，增加產量的

穩定性，降低農務工作受乾旱的影響程度，即便如此，強降雨依然

嚴重影響著農作物的生存，且目前灌溉渠道的普及率不高，在我國

與甘比亞結束邦交之後，有賴甘比亞政府為該國農業思考未來發展

途徑，否則多數人口將承擔氣候變遷為農業帶來的巨大損失，對於

以農立國，沒有石油、天然氣、礦產等天然資源的最低度開發國家

而言，人民的基本生活將愈趨艱困。雖然現今有各種農產技術能夠

適應上述情況，例如澆灌系統與室內栽培，甚至是土壤改良，但對

於僅能仰賴土壤和雨水的最低度開發國家而言，面對極端氣候幾乎

束手無策，更不用說海平面上升的問題。

　

圖 13（左）　 甘比亞內陸栽種的花生田，無任何灌溉系統。
圖 14（右）　 甘比亞城市突發的強降雨，在道路與住戶之間氾濫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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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左）　 僅人力的農作方式，惟因地區所獲得的外援而有做法上
的差異。

圖 16（右）　 我國合會技術團於甘比亞建立的灌溉系統，後方即為水
稻田，尚可自給自足，中間白衣者為國合會技師孫振華

先生。

（二）、 飲用水

甘比亞在最基本的民生需求方面有很大的困難，包括潔淨飲

用水與穩定電力，即使有「國家水與電力公司」（National Water 

and Electricity Company, NAWEC）專責經營，但多數居民因窮困而

無法負擔裝設、使用與維護的費用，導致衛生條件極為簡陋，幾

乎沒有公共衛生的觀念與設施，大多水源來自公共水龍頭（public 

water tap）（圖 17），城市近郊的水源來自NAWEC水塔，並分散

到七個左右的公共水龍頭，不少內陸與偏遠地區沒有NAWEC服

務，但有國際援助裝設的太陽能水塔（solar power water tank）（圖

18），藉由太陽光電板驅動幫浦抽取更深的地下水體，並將水分散

到公共水龍頭，僅少數人家有挖鑿井水（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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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正在從公共水龍頭生飲地
下水的甘比亞孩童。

　

圖 18（左）　 國際援助裝設的太陽能水塔，各地區因不同國家或單位
而有建置規模上的差異。

圖 19（右）　 典型的井水系統，後方為香蕉與玉米田。

筆者曾經因為徒步多時，在嚴重缺水後大量生飲位於內

陸Batelling村的地下水（圖 20），由於Batelling位在Kiang West 

National Park外圍，並與道路距離四小時的徒步路程，初步判斷這

裡的地下水較無汙染，雖然仍有寄生蟲、病媒等衛生風險，但幸好

飲用後並無大礙。依甘比亞傳統，孩童因免疫力較弱，死亡率普遍

較高，五歲以前不會命名，而死因通常是衛生條件簡陋、無潔淨飲

用水所導致。雖然國際援助安裝太陽能抽水站，但全國境內並無普

及的自來水或濾水設施，評估其飲用水安全性只能說是較深的地下

水、加樹葉或茶葉煮過的茶（圖 21）、用布濾過的水、雨水。

而雨水是甘比亞居民公認最乾淨的水源（圖 22），就衛生條件

而言，甘比亞沒有工業廢氣汙染，排除酸雨的可能，的確可以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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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比地下水體和河水乾淨許多，由於雨水仍是多數甘比亞家庭的必

須水源，而如今極端降雨和連續乾旱對雨水的取得非常不利，極端

降雨雖然一次降下大量雨水，但有限的儲水桶和快速流失的雨水則

不利於淡水的儲蓄，除非建設人工蓄水池，雖然人工蓄水池在今天

已是非常成熟的土木工程，但在最低度開發國家仍不易實施，而長

期的乾旱不僅加快淡水資源的蒸發，居民在此期間也僅能仰賴公共

水龍頭。

但不同區域的公共水龍頭可能有水量不足和分配不足的缺

點，曾經見過一群婦人、十幾個黃色水桶，等待一個涓滴細流的水

龍頭，而這是唯一的乾淨水源，當地人無奈且感嘆的說：「甚至會

沒有水，然後不知道水何時會來。」分配不足乃是因為毫無城市規

劃的散居部落，好一點的可以將水桶放在腳踏車上牽著走，但多數

人只能走很遠的路去公共水龍頭提水。只有少數家庭有自家水井，

而極少數人家能把NAWEC水管服務連接到家中。當然，他們會直

接使用河水，如漱口、洗臉、洗衣，甚至會飲用，因為桶子裡的水

總是有限的。在不利儲水的情況下，向鄰國買水是個方法，如新加

坡與馬來西亞在 1960年代簽署了兩份長期供水協定，如今考量續

約問題，新加坡積極發展本土集水區水庫（local catchment）、新生

水（NEWater）及海水淡化，而甘比亞被大國塞內加爾（Senegal）

環繞，理論上有可能從塞內加爾進口淡水，但兩國關係因歷史淵

源，外交關係不佳，善用國內環境還是長期解決之道，例如以自來

水設備淨化河水、以蓄水池儲存降雨。

由此可知，極端氣候為最低度開發國家的淡水資源造成莫大

影響，因為「水就是生命」，像甘比亞、查德湖這樣的惡性循環不

斷地在最低度開發國家蔓延與發生。在發展解決方案時，一定要從

他們的生活特性和角度出發，因為這裡的HDI指數相對較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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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設備建置、人員訓練與長期維護都很不容易，例如種樹以護

林、固碳、預防沙漠化為目的，但當地居民卻以木柴升火煮食為習

慣，計畫人員今天種樹，當地居民隔天砍樹，大大降低了種樹的初

衷，也會失去計畫經費的善意。給魚比指導釣魚簡單許多，在文化

差異、教育程度、生活習慣很不同的地區，特別是人員訓練和長期

維護是非常不容易的。

圖 20　 甘比亞內陸 Batelling村的
地下水源。

　

圖 21　煮過的茶水，左圖為生採葉子，右圖為包裝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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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雨水蒐集，左圖位於家庭，右圖位於沙灘。

（三）、 海平面

海平面在過去一百年已上升十至二十公分，而依據 IPCC公布

氣候變遷第五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小組報告的最終版草案（final 

draft of WGI AR5），海平面上升在本世紀末的最高推估值為 0.82公

尺。而甘比亞全境有百分之五十面積低於海平面二十公尺，有三分

之一低於十公尺，有百分之二十的面積逐年被淹沒，由圖 23可知

首都班竹（Banjul）與觀光地區將在海平面上升一公尺時受到嚴重

衝擊，且西部鄰大西洋海岸的國土面積與工程已明顯被侵蝕並放置

簡單的大型防波沙包（圖 24）。除了甘比亞，威尼斯（Venice）、

尼羅河三角洲（Nile Delta），以及前述的南太平洋島國早已正式面

臨海平面上升帶來的挑戰。

由於甘比亞河貫穿甘比亞全境，向西注入大西洋，所以當海

平面愈趨上升時，淡水鹽化、生態多樣性改變、土壤鹽化失去耕作

能力等影響是必然發生的結果，甚至影響地下水體，如此便會加劇

氣候變遷影響居民的基本生存條件。順帶一提，土壤鹽化在尼羅

河三角洲的調適方案是將原址農務改為養殖漁業，也就是農民變成

漁民，由於尼羅河本身有豐富的漁產，作為養殖漁業可說是地利之

便，也有因土壤鹽化而變成鹽田，此種在地的調適方案很值得學

習，以在地思考為核心，科學或外來建議為輔助，這才是好的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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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或許一開始我們直覺是要做防坡堤阻擋海平面上升，但沒想

到卻能轉型成漁業、鹽田，而這之間的選擇就在於從在地生活出發

並重視當地居民的想法。雖然我國與甘比亞已實質斷交，但考察所

見與該國文獻仍屬事實，且氣候變遷不分國界，身為島國的臺灣當

引以為借鏡。

在結束甘比亞行程後來到英國，參觀倫敦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London）的全球資訊歷時動態展示球體，可以清

楚看到海平面上升為區域帶來的影響（圖 25）。圖中顯示為該區域

海平面上升六公尺時，國土海岸線淹沒預測，上方為臺灣、中國大

陸、下方為澳洲，中間為東南亞各國，由暗灰色所示，可以見到東

南亞多數國家及其他沿岸地區將被淹沒的預測。依目前來看，海平

面上升六公尺的模型不會在本世紀末發生，但當氣候變遷達到「不

可逆」的時候，難保本世紀之後不會面臨上升六公尺的情況。

圖 23　 深色為當前海平面，斜線表示海平面上升一公尺後會被淹沒
的面積。（來源：Gambia 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 of 
Action（NAPA） on Climate Change, Figur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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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海岸線侵蝕與簡易的防波沙包。

表 1　 比較當前海平面（SLR=0, SLR=Sea Level Rise）以及分別上
升 0.5公尺和 1公尺之後，主要城市將被淹沒的面積，包括
內陸城市。（來源：Gambia 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 of 
Action (NAPA) on Climate Change, Table 2.1）

圖 25　 虛線範圍為東南亞地區，
暗灰色處即為海平面上升

後會受到影響的範圍。上

方為臺灣、中國大陸，下

方為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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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拜訪荷蘭漂浮建築事務所及其建物

在海平面上升的居住解決方案當中，除了將氣候難民遷徙至

鄰國之外，漂浮建築與漂浮城市是當前最具發展潛力的創新工程之

一，其主要功能在於住宅能依據阿基米德原理，隨水平面變化垂

直升降，也就是「水漲房高」的概念，臺灣面臨著與荷蘭相似的

問題，我國應當借鏡荷蘭經驗。漂浮建築（floating building）從概

念到實施建造，從高價位走向正常價位，如今成為荷蘭人的務實

選擇。因此氣候正義計畫在結束甘比亞內陸考察後，前往荷蘭拜

訪漂浮建築設計公司及其建物。筆者分別於海牙（Den Haag）拜訪

Waterstudio.NL創辦人歐道斯（Koen Olthuis），並考察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的漂浮建築，以及鹿特丹（Rotterdam）的漂浮亭。

（一）、 Waterstudio.NL與漂浮建築

首先是位在荷蘭海牙的Waterstudio.NL，創辦人歐道斯即是

一位跨科際建築設計師（圖 26），以建築與工業設計的角度切入

海平面上升與環境永續課題。漂浮民宅社區位在阿姆斯特丹市郊

Zeeburg的 IJburg水上住宅計畫（Watervilla IJburg）（圖 27），由於

已在結構設計中，利用「滑動軸環—樁」系統限制了位移的自由

度，使建築只會垂直升降，而不會左右飄移（圖 28），也不用擔心

會像船一樣隨時處於晃動狀態。漂浮基座（floating foundation）是

以玻璃纖維混凝土（Glass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GRC, GFRC）構

成，GRC具有重量輕且不失強度的優點，由於水下面積須考量到

水對牆面產生的壓力，所以漂浮基座的地板與牆面須無接縫完成，

形成水密性混凝土結構（watertight concrete structures）。並將建築

物以鋼製「滑動軸環—樁」系統固定，需以兩根對角線排列的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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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晃動的傾斜角達到最小程度，而樁要打進湖床六公尺深。若

是因社區規劃或別墅設計，需要更多的浮力或戶外空間，除了混

凝土基座外，可同時採用發泡性聚苯乙烯（Expandable Polystyrene, 

EPS），鋪設在水面形成堅固而極具浮力的漂浮平臺（floating 

platform）。

Zeeburg 除了有Waterstudio.NL設計的客製化住宅，也有ABC 

Arkenbouw設計的模組化住宅，差別在於前者的外觀與內部陳設皆

不相同，後者則無太大差別，KL Wong與Simone van demortel是相

當健談的漂浮民宅主人，他們皆表示漂浮民宅不會比城市貴，能遠

離都市塵囂、提高生活品質，且因為漂浮建築位在水上，而水的比

熱（Specific Heat Capacity）比鋼筋混擬土大，所以建築位在水上

時，室內溫度較為穩定；缺點是室內擺設需兩端平衡，否則會稍微

傾斜，並為家中學齡兒童增加防落水設施（圖 29），而維生系統仍

然須與陸地連結（圖 30），漂浮民宅除了以海平面上升為設計切入

點，也需要獲得客戶的青睞以確保投資與市場，否則只能一昧的成

為未來概念與展示品，在所見的每一棟漂浮建築中，幾乎都有延伸

空間到戶外，用於綠化與休憩，並停泊私人船隻，對於慣以水上活

動為生活樂趣的居民來說，漂浮建築比陸上建築佔很大優勢，進一

步提高了漂浮建築的發展空間。

漂浮建築已發展出漂浮城市的概念，可做為區域性海平面上

升的解決方案，但目前的漂浮城市概念對最低度開發國家來說仍然

過於昂貴，除非是藉由以「協助最脆弱國家處理氣候變遷問題及災

害」為成立目的的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或最低度開發國家

基金（Least Developed Country Fund）⋯等外援，否則，藉由漂浮

城市來適應環境變遷只能作為一項難以實施的創意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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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左）　 筆者於荷蘭海牙拜訪Waterstudio.NL創辦人歐道斯。
圖 27（右）　 Watervilla IJburg的漂浮建築實體。

　

圖 28（左）　 「滑動軸環—樁」系統。
圖 29（右）　 頂層的窗戶與柵欄可防止跌落。

圖 30　 水上住宅與陸地連結的維
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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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鹿特丹漂浮亭

接著前往鹿特丹Rijnhaven港口，考察 2010年興建的漂浮亭

（荷文：Drijvend Paviljoen，英文：Floating Pavilion）（圖 31），由

荷 蘭 的DeltaSyn與Public Domain Architecten設 計、Dura Vermeer

建造。外觀主體是 12公尺高、直徑分別為 18.5、20與 24公尺的

三座六邊形蜂巢狀的薄膜框架結構，目前做為鹿特丹水計畫成果

展示館。六邊形結構能在最小面積創造最大空間，達到最小成

本建造。為了使建築形成球體弧度，亦使用其他多邊形結構，

但以六邊形為主。巢狀主體以格狀鋼結構覆蓋氟塑膜（Ethylene 

Tetrafluoroethylene, ETFE）構成，ETFE膜具有至少 90％的透光

率與良好的耐候性，下雨沖刷即能自淨，重量只有玻璃的 1％，

且氟化物能阻燃，杜絕火勢蔓延的可能性。利用空氣導熱係數僅

0.024W/（m.K）的物理特性形成隔熱層，加上高透光率，使室內

環境不僅能減少冷暖氣的使用，並能善用自然照明，同時有利於室

內植物行光合作用，降低整體的建築耗能。

氣候調節系統為球頂上的開口，在冬季時關閉屋頂開口具

有保溫效果，使室內溫度高於室外低溫，夏季時開啟開口，產生

煙囪效應，利用空氣浮力進行被動式散熱，同時將熱空氣帶走並

從接近水平面高度的窗戶引入冷空氣，使漂浮亭能善用大自然

的原理，讓室內處於適宜的溫度（圖 32）。漂浮基座採用由Dura 

Vermeer與Unidek共同研發的FlexBase，基本材料是發泡性聚苯乙

烯（EPS），可依浮力需求調整 FlexBase厚度與層數，最後於頂層

以格狀鋪設鋼筋並覆蓋混凝土，完成建築物的漂浮基座與地板。理

想的供電情況是採用再生能源，如潮汐發電、太陽能、風力發電，

達到環保與永續，依現場觀察是有太陽光電板，但其維生管線仍是

與陸地連接（圖 33），判斷主要供電仍來自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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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is ‘The Next Big Thing’.」Waterstudio.NL創辦人歐道斯

強調水域是人類在社會與空間發展上的一大突破，汎埔漂浮建築

公司（Waterarchitect van Bueren）負責人白汎埔（Bart Van Bueren）

說「The borders between lands and water are dynamic. Building should 

be able to adapt to this. Floating buildings do.」漂浮城市（floating 

urbanization）已成為未來人類適應環境變遷的趨勢，而Waterstudio.

NL與Waterarchitect van Bueren將漂浮建築推向可行且新穎的概

念，並致力於實現漂浮城市。漂浮城市能為不斷都市化的擁擠地區

釋放出空間，做為另一種社會空間發展的新選擇，而非不斷的往山

坡地開發，或只是愈來愈貴的市中心房價。藉由這次的拜訪，漂浮

概念的確不只能協助人類面對上升中的海平面，對於居住環境亦有

其吸引力。

　

　　　　　　圖 31　鹿特丹漂浮亭。
　　　　　　圖 32　ETFE膜結構與可調節氣候開口。

圖 33　 藉由棧橋系統與陸地連接
的維生管線。

(10)Define(2015-03-18).indd   286 2015/3/23   下午 07:05:05



最低度開發國家的氣候變遷調適因應　287

（三）、 「聖．朱特」颶風

2013年 10月 28日，罕見的強烈颶風「聖．朱特」（St Jude's 

storm）癱瘓了往來阿姆斯特丹的交通，筆者當時滯留在海牙，由

於返臺班機為 11月 1日，使情況一度變得有點棘手，颶風於 28日

當天造成一名婦女在阿姆斯特丹被大樹砸中死亡（圖 34），這在荷

蘭相當罕見。「聖．朱特」導致英國、法國和荷蘭超過 30萬戶停

電、海陸空交通癱瘓、5人喪命，是 26年來英國遇到的最強颶風，

使西歐各國政府更加重視未來發生極端氣候的可能性。我國的颱風

已開始呈現發生時間延後、數量變少而威力增強的特性，不得不加

以重視，並從預防的角度企圖降低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

圖 34　 荷 蘭 當 地 媒 體
《JOURNAL》，
報導婦人被大樹

砸中死亡的新聞

畫面。

七、 我國在「氣候正義」可能扮演的角色

我國在實施國際人道援助廣受讚譽，此一考察伴隨著氣候正

義意涵，思考最低度開發國家如何自我因應，以及我國如何協助最

低度開發國家進行調適，特別是灌溉技術、潔淨飲用水與能源發展

是當前急需，而海平面上升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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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早期就開始以農耕隊輸出水稻技術，為許多最低度開發

地區生產糧食作物，甚至還有吳郭魚水產養殖計畫，但以米為主食

的甘比亞，即使我國農耕技術耕耘多年，甘比亞仍需仰賴進口碎

米（broken rice）補充內需，一方面是灌溉面積不足，一方面是氣

候變遷使農產歉收，依筆者觀察，主要原因在於當地人員培訓不

易，在經驗傳承與理解方面需要長期實施，此種現象也導致區域進

步緩慢。否則以臺灣 1930年代嘉南大圳的灌溉經驗，其實是可以

藉由甘比亞河等支流建立水圳灌溉系統，使旱地成為田地，協助居

民以自身的努力維持生存空間，雖然技術層面看似容易，但這牽涉

到外交戰略、政治關係等層面，而這也是為什麼跨科際如此重要的

原因，它能夠協助某項實際問題，在綜合不同專業後做出較佳的決

策。

而我國也有能力從淨水技術上進行支援，由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防災中心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的「綠能快組式之高濁

度原水淨水系統」就相當適合，簡稱Q water淨水設備（圖 35），

其相關產品已隨慈濟基金會應用於災區，將Q water緊急淨水系統

搭載於船上，提供洪災或河水氾濫的災民使用，能在短時間解決飲

用水問題。為此，筆者因氣候正義計畫與清華大學科法所合作，

並邀請前甘比亞大使特助Bojang Lamin、甘比亞同學Ebrima Njie一

同拜訪水利署於桃園縣羅浮國小建立的實驗性淨水模廠（圖 36）。

Q water設計初衷在於維繫災民日常生活的安全飲用水，，我國偶爾

因天災而有暫時需求，但在無力負擔基本公共衛生的最低度開發國

家，Q water淨水設備能有助於甘比亞家庭以河水過濾出潔淨飲用

水，不再只是地下水或雨水，以此便能達成氣候正義的調適意涵。

除此之外，我國的太陽光電產業發達，風力發電次之，在臺

灣內需不夠充沛的同時，非洲是一個非常值得拓展的海外市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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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正在發展「水上浮動追日型太

陽能發電系統」與「漂浮式太陽能發電系統」，未來非常適合用在

非洲內陸流域，特別是最不發達的內陸沿岸或島嶼地區。另外，臺

灣科技大學電子系教授黃忠偉發展的壓克力光磚照明系統，利用菱

鏡折射原理即可在白天提供室內光源，不需用電，另外也有採用風

光互補發電系統的路燈，能應用於電力最不普及的內陸地區。在居

所方面，由於茅草屋不堪極端氣候侵擾，而我國在災區所興建的組

合屋具有十年以上的使用壽命，此經驗在最低度開發國家也有發展

空間。由此可知，我國在灌溉、飲用水、電力、照明、居所方面具

有可靠且實質的研發成果，能夠應用於對環境適應能力不足之區

域，在國際社會共同探討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議題時，臺灣有能

力發揮科技所長，亦是外交軟實力的表現，並符合我國外交戰略之

最高原則—「活路外交」（Viable Diplomacy）政策。

　

圖 35（左）　 兩座並聯之 Q water緊急淨水系統，位於桃園縣復興鄉
羅浮國小。

圖 36（右）　 Q water緊急淨水系統參訪留影，甘比亞代表 Bojang 
Lamin（右二）與 Ebrima Njie（左一）、清華大學科法
所黃品涵與蔡維真（左兩位）、工研院代表任維傑（右

一）、筆者（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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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最低度開發國家如何就地取材創造自我調適？

最低度開發國家的生活所需來自最基本的民生需求，無非就

是糧食與飲水，而社會要進步，科學教育就非常重要（圖37）。氣

候變遷相當顯著的影響著糧食生產與飲用水供給，在生存條件困難

的情況下，遑論孩童的受教育權利，因為家長更希望孩童在家協助

工作，而非送去學校，例如提水、收集木柴、打零工、在家帶小

孩。藉由現代汲水設備與灌溉系統，能使居民擁有較為穩定的糧食

生產與飲用水供給，才有利於從科學教育發展在地調適技術，並促

使社會邁向進步的可能。

在科技輸入以協助該地區時，需審慎評估該設備是否能在當

地順利運作，電力供應是評估中的關鍵因素，因為最低度開發國家

常處於供電不足或不穩定的狀況，會加快機械與電子產品的損耗、

加快報銷速度、增加生產成本，加上衛生條件匱乏，也因此難以吸

引外商投資。在出口貿易不多、缺乏外商投資的情況下，國家經濟

難以成長。甘比亞的沿岸城市較為發達，有不穩定的電力，而七成

內陸則是不確定的電力，前者意味著隨時會斷的電力，且不確定何

時復電，後者則是只有夜晚有電，但不是每晚都有，零售業或餐廳

會有小型的發電機，特別是供應冰箱的使用，但由於冰箱在斷電後

有餘冷，發電機很省著用，而內陸鄉村則幾乎沒有電燈，餐廳會在

晚餐供應蠟燭或手電筒，或是與當地人就地生火用餐。因此在思考

藉由現代科技協助該國調適時，也必須考量到最基本的電力供應問

題。

但其實汲水設備與灌溉系統不一定需要仰賴電力，例如以河

水為水源的水圳，可以靠齒輪與人力推動閘門控制進出水，困難之

處在於河水水位與渠道的高低差，當然會比起抽水馬達來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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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長期發展而言，內陸最不發達地區以非電力驅動的方式較佳，

即便非洲許多國家的首都或部分區域已有較具規模的新興城市，但

城鄉與貧富差距仍非常大。以甘比亞來說，首都班竹（Banjul）或

撒拉昆達（Serrekunda），俗稱大班竹區，有兩層樓以上的房屋、

電線、甚至是銀行、加油站，但內陸大多地區仍是由茅草屋、鐵

皮屋與市集構成的村落，不過也有內陸城市，如Basse Santa Su，

有內陸最大的健康中心，即為醫院。所以在實施協助時，需特別瞭

解當地區域特性，否則同樣是一個非洲國家，但國內各區域差異極

大，同樣一個問題有不同的解決方案，並不是最現代化科技就代表

最適合當地，而是要從當地角度出發。以潔淨飲用水為利，我們熟

知的逆滲透等過濾方式需要更換濾心，但陶土濾水器可能更適合當

地，因為任何需要維護的器具到了內陸可能都會變得困難，除了人

之外，還有蚊蟲、氣候、雨季潮濕等問題。

圖 37　 剛放學的甘比亞
國小孩童，可能

8~15 歲 一 同 上
課，教育系統不

夠健全。

（一）、 為何自我調適能力很重要？

許多民生基礎需要電力，電燈、手機、基礎生產，再生能源

的供應相當重要，普遍認知中，非洲有足夠的日照可以使用太陽光

電，但昂貴的光電模組在最低度開發國家僅有極少數人有能力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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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圖 38），雖然甘比亞政府在內陸有建立太陽能示範區，但在考

察中發現某些光電板都無法使用，他們不僅沒有生產技術，更沒有

維護與維修能力，這也顯示輸入現代化科技會面臨到的問題，必須

「簡單耐用」，但沒有任何一種產品可以永久使用，也就是說，最

低度開發國家能否就地取材、研發自身所需技術變得相當重要，這

就是「自我調適」，也像是「客製化產品」的思維，如此便可自我

生產與維護，甚至輸出鄰國。

天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陳坤宏總經理在今年（2014）十月的

「PV Taiwan 2014 Forum—系統應用、融資和綠建築設計整合論壇」

演講中就分享太陽光電板於臺灣中南部農村、魚塭的實施管理情

形，其實需要維護的過程非常多，舉凡壁虎誤闖電控箱造成短路、

樹蔭遮擋日照、不明跳電、電子監控設備故障、光電板上鳥類等排

遺，都需要立即現場處理，東京威力科創股份有限公司陳進雄處長

也在演講中表示灰塵對光電板的影響顯著，以及清洗的專業需求。

而在甘比亞，村落就是有大樹、壁虎、蜥蜴、蟲子、鳥類、禿鷹，

砂土灰塵更不用說，由此可知，在村落現場看到的光電板都無法作

用也不意外，但當地沒有維護技術，只能任由設備故障、失去作

用，大大降低了光電示範區或國際援助的善意。以下介紹從在地調

適思維為出發點的幾種解決方案，包括馬拉威的風力發電、布吉納

法索的自然通風建築、反沙漠化結構的新思維以及巴拉圭的陶土濾

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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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甘比亞內陸自家安裝的太陽光電板。

（二）、 坎寬巴的風力發電（馬拉威）

威廉．坎寬巴（William Kamkwamba,以下簡稱坎寬巴）來自

馬拉威（Malawi）（圖 39），以自修方式建造風力發電，而材料僅

來自該國的廢棄物，包括風扇、腳踏車（圖 40），在成功點亮一枚

燈泡後，四盞電燈和兩臺收音機也有電了，且能夠將風車用於汲水

灌溉，證明該模組適合當地居民使用，對於全境僅百分之二有電人

口的馬拉威來說是巨大的成功。這一例子極為重要，在廣大的非洲

國家中，除了首都和部分城市有建設之外，許多地區沒有高聳建

築，意味著風是非洲豐富的天然資源，但風力發電場造價昂貴，若

坎寬巴的風力發電可以被複製在其他部落，那將是非洲居民的一

大福音。正由於非洲風力資源極具潛力，衣索比亞（Ethiopia）的

Ashegoda與摩洛哥（Morocco）的Tarfaya各是東非與北非最大的風

力發電場，分別於 2013年和 2014年投入商業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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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左）　 坎寬巴 2012年於哥倫比亞霍華德社區學院（Howard 
Community College, Columbia）。（圖片來源： Howard 
County Library System/ flickr）

圖 40（右）　 坎寬巴的第一座風力發電。（圖片來源：whiteafrican/ 
flickr）

（三）、 方濟的自然通風建築（布吉納法索）

Kéré Architecture創辦人迪耶貝多．方濟．凱雷（Diébédo 

Francis Kéré,以下簡稱方濟）生於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的甘

多（Gando），在德國柏林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取得建築學位後，回到家鄉甘多，甘多是一個無電、無潔淨飲用

水、沒有學校的部落，而方濟多年來在甘多結合現代工法與傳統建

材，以泥土興建社區、學校、圖書館，並將知識分享給所有人（圖

41）。

由於甘多的夏季氣溫高於攝氏四十度，方濟的自然通風設計

（又稱為被動式散熱或被動式冷卻）就相當實用與創新，以地下通

風管道、植披、雙層屋頂與門面設計，使室內能比室外低攝氏五

度，並使用太陽能與風力發電，以最低耗能維持學校的營運，此座

被動式冷卻學校（Passive Cooling School，另譯為配有先進被動式

通風系統的中學）獲得瑞士豪瑞 2012年全球金獎（Global Holcim 

Award Gold 2012）。如果拿到德國建築學位的方濟留在德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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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移植德國現代建築到甘多，那對甘多長期發展而言恐怕沒有實

質幫助。方濟的成功非常重要，證明教育能為貧困地區形成良好的

正向循環，讓部落得以學習與成長、凝聚社區意識、保留自身文

化，長期而言，村民將有能力發展自我調適技術，降低仰賴外援之

需求。

由於極端氣候增加了強降雨集中的發生頻率，茅草屋抵禦能

力不足，在正常的降雨情況下，雨水會藉由傾斜的屋頂順勢而下，

如今部落居民對於在半夜發生的暴雨擔心受怕，茅草屋屋頂對強降

雨的衝擊力雖然有緩衝能力，但缺乏能長期承受的結構，破壞後不

僅要重建，也容易導致人身意外的發生，在醫療不發達與公衛條件

不佳的地區，特別是免疫力較弱的孩童，外傷的感染也不容小覷。

方濟的自然通風設計能提供許多開發程度較低的非洲內陸地區，使

部落有安全的房子以及良好的教育場所，且自然通風的概念在逐年

升溫又缺乏電力的地區變得相當重要。

圖 41　 雙層屋頂的設計使室內能自然通風。（圖片來源： Aga 
Samkolo/ flickr）

（四）、 反沙漠化結構的創新在地思維

氣候變遷使原本土地就不肥沃的非洲內陸國家更加「沙漠

化」，岩石被風化成為沙粒是自然現象，但降水嚴重不足形成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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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左）　 岩石經風化後形成特殊的穴狀分佈。（Magnus, 
L.（2011）, Fig. 6）

圖 43（右）　 固化結構剖面圖，將沙漠表面形成粗糙質地（1），提
供防護林支撐（2），形成可居住空間（3）。（Magnus, 
L.（2011）, Fig. 8）

則是氣候變遷造成，擴大了沙漠化的面積，前述的中非查德湖即是

一典型例子，如今北非的撒哈拉沙漠不斷向南侵襲更使非洲內陸國

家雪上加霜，瑞典的建築系學生馬努斯拉爾森（Magnus Larsson）

為建構「綠色長城撒哈拉和薩赫爾倡議」（Great Green Wall of the 

Sahara and the Sahel Initiative, GGWSSI）13
的防護林計畫提出反沙漠

化結構（Dune anti-desertification architecture）的新思維，其結構靈

感來自於風化穴（Tafoni）（圖 42），使用微生物巴氏芽孢桿菌來膠

結沙子形成固化結構，並設計成住宅（圖 43），而沙岩牆能成為與

防護林之間的支撐結構，居民不僅能有陰涼處，也可從居住空間中

取得冷凝水。此設計已獲得瑞士豪瑞持續建築獎（Holcim Awards 

for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目標是將防護林的種植區域橫越整

個中非大陸以抵禦沙漠化，這將會是六千公里長的砂岩牆與綠色長

城。由於非洲多數居民為了炊食需要砍伐木頭，成為建構防護林的

13   「綠色長城撒哈拉和薩赫爾倡議」（Great Green Wall of the Sahara and the Sahel 
Initiative, GGWSSI），計畫沿著撒哈拉沙漠南緣的撒赫爾地區種植跨越非洲
大陸，以當地耐乾燥氣候的樹種建構樹牆。這項計畫由非洲聯盟主導，以

解決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後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環境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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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左）　 Antonio Mompo 與「陶土濾水器」。（圖片來源：
Antonio Mompo）

圖 45（右）　 陶土濾水器使用剖面圖。（圖片來源：Antonio Mompo）

兩難，因此在實施過程中需要經過良好的在地溝通，使居民瞭解什

麼方式才有利於當地長期發展，以及規範出不能砍的樹木，並允許

維生用途但不能販賣的林區，如此才能真的建構中非的綠色長城。

（五）、 巴拉圭的陶土濾水器

筆者曾與 2013年前往巴拉圭（Paraguay）查科（Chaco）考察

水資源的水利工程技師楊深惠，探討貧瘠地區的水資源因應之道。

巴拉圭部分地區居民無足夠的水源，僅有的水也不夠乾淨。楊深惠

在巴拉圭拜訪西班牙科學家Antonio Mompó（圖 44），面臨水資源

匱乏和飲水不足，Antonio Mompó在當地取材研發了「陶土濾水器

與澆灌系統」幫助居民飲水與務農（圖 45），陶土濾水器（pottery 

water filter）利用陶土本身的細微孔隙過濾掉水中的雜質，而灌溉

系統則是將陶罐置於土壤中，蓋上蓋子防止水分蒸發，水分自然而

緩慢的釋出，植物的根部會不斷的從陶罐表面吸收水分，使水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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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灌系統中達到最大利用。楊深惠深刻體會到「水與萬物息息相

關」，水不僅影響著生命、環境甚至文化，在地的調適能在社區產

生凝聚力，使文化得以傳承，而非引進外來科技。陶土濾水器與澆

灌系統能以便宜的價格與簡單的技術，藉由NGO的協助傳送到需

要的地方。

九、 最低度開發國家氣候難民的未來

水資源與糧食、健康有關，沙漠化、海平面上升與居住有

關，而它們皆指向同一件事—最低度開發地區居民的生存條件正受

到氣候變遷嚴峻的考驗。在沿岸地區，海平面上升造成土壤與淡水

鹽化，不僅無法耕作，連水資源也匱乏，同時影響居住環境；而內

陸地區，雖然沒有土壤鹽化危機，但乾旱與暴雨卻使作物收成連年

下降，沙漠化更是漸漸地吞噬廣大的家園。對最低度開發國家的居

民而言，無論是在沿岸或內陸都面對同樣的問題，淡水、糧食與居

住，這不只是非洲，也包括熟知的南太平洋島國。

想像一個西非地區的部落，住在方濟設計的自然通風建築以

適應暴雨與高溫，以Antonio Mompó的陶土濾水器與澆灌系統取得

飲用水且能務農，並使用坎寬巴的風力發電，這不就是一個有家、

有水、有電，又能務農的社區嗎？若能綜合這些成功案例，就能改

善他們的生存環境，而且材料幾乎取自當地。若是在中非，就住在

馬努斯拉爾森的反沙漠化結構，有家、有水、又能建構樹牆。而我

國在潔淨飲用水、再生能源以及組合屋的技術研發成果，非常適合

在「活路外交」之原則下協助最低度開發地區進行氣候變遷調適，

而這需要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充分合作才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漂浮建築是沿海一帶或島國面對海平面上升時可行的調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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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但對於最低度開發國家而言仍相當昂貴，更何況要以漂浮城市

作為區域性的規劃，若沒有外援支援是相當不容易的，但若能以漂

浮技術，使用在地材料建構適合當地的飄浮建築呢？甘多本來就

以泥土建造房屋，但泥土在本質上會受到雨季侵蝕，而方濟因留學

德國受到高等教育才得以創新，卻不是直接輸入西方建築，而是從

傳統材料與適應環境之目的來設計興建，這是將新思維融入自身文

化，又能夠解決問題的絕佳例子。

若非洲政府願意鼓勵村落進行在地調適，開始從自身創新研

發調適技術，推動國內外參展、比賽，進而啟發愈來愈多像方濟與

坎寬巴的成功案例，並藉由政府推廣實施得以發揮與廣泛的應用，

如此便能形成許多在地調適的典範。筆者希望非洲人能善用自身

文化與資源，而非只是等待外援。以走訪甘比亞為例，多數人認為

「臺灣已經發展，所以要幫助他們發展。」這樣的觀念與回教信仰

有關，導致多數人缺乏創新概念、獨立思考與解決新問題的能力，

像方濟與坎寬巴的例子顯然非常不容易，所以要從政府鼓勵，並從

教育層面宣導創新、好奇心與獨立思考的價值，並將這些成功案例

納入教材中供大家學習。如果一開始出發點就在等待國際援助，那

無論如何學習都不會從自身文化做起、從當地材料著手，如此將不

利於國家的長期發展。

但無論用何種方式進行調適，全球的大氣運行終究不分國

界，防止氣候變遷持續惡化、減緩海平面上升速率是全人類共同面

對的課題，無論是已開發國家或最低度開發國家，且須極力避免

氣候變遷在未來達到「不可逆」的狀態，這須仰賴「跨科際」的思

維、「氣候正義」的態度與「世代衡平」的長遠規劃。《寂靜的春

天》（Silent Spring）於一九六二年出版，是一本影響整個世紀的生

態著作，作者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身為一名科學家，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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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T對環境的巨大危害，使DDT的濫用在她的警示下得以受到重

視。如今，無論是暖化、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或是氣候難民皆歷

歷在目，筆者期待能有一本如同《寂靜的春天》的警示書籍受到全

人類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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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music and science is both beautiful and 

complex, with countless scholars and academics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modern day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subject. Even in our time, a 

dizzying array of new topics constantly arise for discussion, bedazzling 

for all to behold. The present study is an introduction to how music 

and science meet in the 21st-century modern day, surveying important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orldwide to discover what lies 

behind a successful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between music and science. 

A discussion of applications and local perspectives follows, pointing to 

niches for Taiwanese academics to consider pursuing in their studies. 

We believe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could assist us 

in promoting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e core values of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and thus contribute to society in new and diverse ways.

摘要

音樂與科學之間的交界地帶，是個既美麗又複雜的領域。從

古希臘到二十一世紀，無數學者投身其間，直到今日，嶄新的研究

議題仍然層出不窮，教人目眩神馳。本文介紹音樂與科學在二十一

世紀的當代邂逅，聚焦於世界各地重要的學術及教育機構，整理出

音樂與科學之跨科際研究的成功要訣，接著談到應用層面與本土觀

點，指出臺灣學者在研究上的利基（niche）。筆者認為，科學與技

術的發展，可以讓人們從新的角度來發揚人文藝術的核心價值，對

於社會做出更多元的貢獻。

關鍵詞：音樂認知、神經科學、音樂治療、情緒、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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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追尋真善美的漫漫長路上，音樂總是陪伴著不少哲人，引

發出許多有關科學與人性本質的深邃思想。古希臘的哲學家畢達哥

拉斯（Pythagoras）指出，兩個音高的和諧關係由發出聲音的絃長

比例所決定（假設絃的密度與張力相同），這個關於和諧的想法，

也從音樂延伸至宇宙，讓畢達哥拉斯思考星體之間的和諧關係。除

了數學之外，音樂更是與心理學有著深厚的淵源。例如孔子把音樂

列為教育的一環，認為先王的「禮樂」具有匡正社會人倫的效果，

可以改善人們的心理與道德；而莊子則認為「道」無所不在，即使

是地位卑賤的庖丁，也可以在熟練宰牛的技巧之後，達到舞蹈與音

樂合而為一的心靈境界。
1

數個世紀以來，音樂與科學的交流不僅未曾止歇，而且，隨

著兩方的發展各自呈現峰迴路轉、柳暗花明之勢，意外的重逢總是

一再發生，並且在每次重逢之際，激盪出美妙的火花。最近二十

年，音樂與現代生物學、認知科學等新興學科的邂逅，情景已與過

去大不相同；歷史悠久的音樂傳統碰上方興未艾的分子生物學、神

經生物學、認知神經科學（cognitive neuroscience）、情意神經科學

（affective neuroscience）、資訊科學、音樂治療⋯⋯等，展開人文

與科學的對話，重新探索人性的幽微之處，值得細細品味。

本文介紹音樂與科學在二十一世紀的跨科際發展，從新興學

科的背景介紹，聚焦至目前世界各地重要的基礎研究，最後再談到

1   《莊子．養生主》敘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一位廚師為文惠君宰牛，
他宰牛之際，無論是手接觸的地方、肩膀靠著的地方、腳踩著的地方、膝蓋

頂住的地方，全都嘩嘩地響；當刀子刺進牛體時，則發出霍霍的聲音。種種

聲響，沒有一個不符合音律；既合乎《桑林》舞曲的節拍，又合乎《經首》
樂章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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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面與本土觀點。筆者將指出，音樂與新興學科的邂逅不僅美

麗浪漫，照亮了人類心靈的深處，也為災難頻傳的社會與命運多舛

的未來，帶來溫暖的希望。

音樂研究的新契機：現代生物學與認知科學的興起

倡言「以人為本」的音樂研究，隨著二十世紀現代生物學的

興起而進入新的紀元。生命科學的研究範圍，不僅包括身為生物的

我們，更包括了我們周遭的大自然；生命科學讓我們認清人類在自

然界裡面的位置，並且思考人性的起源。隨著時代的變遷，生命科

學對於人類社會與思想造成一波又一波的衝擊，音樂研究的發展當

然也不例外。

瑞典的科學家瓦林（Nils Wallin）在 1991年提出了生物音

樂學（biomusicology）這門新學科，裡面包含三大分支：比較

音 樂 學（comparative musicology）、 演 化 音 樂 學（evolutionary 

musicology）、神經音樂學（neuromusicology），這個架構將音樂與

現代生物學妥善結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比較音樂學所關切的議

題，包括各個音樂文化之間的相異處與共同點，例如世界各地的音

樂使用許多音階系統，有的音階系統裡面只有三個音，有的音階系

統則有七個音，但不管有幾個音，音階系統裡面必然有一個主音
2
。

演化音樂學探討音樂的起源、動物的歌曲、音樂在人類演化中所扮

演的角色，神經音樂學則探討音樂訊息處理的神經基礎與個體發育

（Wallin, 1991）。上述的三大分支透露出一個有趣的訊息：在二十

世紀下半葉被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取而代之的比較音樂

2   音樂理論中所謂的主音，就是最主要的音，當音樂暫告一段落時，通常會回
到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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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近年似乎乘著現代生物學的風潮捲土重來，具有重新被發揚光

大的潛力。

比較音樂學起源於十九世紀末，其核心觀念在二十世紀初

的柏林學派（Berlin School）具體成形。這個學派追隨著赫姆霍

茲（Hermann von Helmholtz）與艾利斯（Alexander J. Ellis）等人

的自然科學研究路數（approach），從心理學機構衍生而出，開

枝散葉，以心理聲學（psychoacoustics）、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演化生物學等研究觀念與方法來研究音樂，研究議

題包括了各種音樂文化所使用的音階系統與樂器、音樂的起源與演

化、人類音樂的普同性（universality）等。可惜的是，比較音樂學

的榮景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自此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

是 1950年代於美國興起的民族音樂學。民族音樂學雖然也研究各

個音樂文化，但是這門學科帶有濃厚的文化人類學色彩，強調各地

文化的殊異性、音樂與社會文化的交互作用、後天因素對於音樂的

影響。民族音樂學相當重視田野工作與民族誌，而不是科學分析方

法。

在民族音樂學的強勢衝擊之下，比較音樂學的自然科學路數

早已式微，演化生物學的觀點也幾乎從音樂學中銷聲匿跡，因此，

英國劍橋大學音樂與科學中心（Center for Music and Science）的克

羅斯（Ian Cross）教授認為，1913年一篇探討音樂與語言之演化起

源的短文，似乎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無論如何，這篇短文所代表的並不是一個開端，而是一個終

點。由於許多不同的因素湊合在一起，使得「音樂的演化論

思考」不太可能產生什麼成果。二十世紀以降，許多有關音

樂起源的研究，其焦點並不是音樂與生物學的關聯，而是轉

而關切當代西方音樂理論與實務、西方音樂史，抑或音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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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抽象領域（如：數學）的關聯。在這兩個路數裡面，演

化顯然不是學者們所關注的重點，他們眼中主流的音樂學觀

點，在於闡述西方音樂的歷史與發展基礎。另一方面，在人

類學領域中則逐漸聚焦於各個社會的文化殊異性，而非跨越

多種文化的普同性。這個趨勢，降低了生物學在解釋文化與

心智現象中的重要性。（Cross, 2007：649-667）

學科領域的崛起與沒落、學術典範的轉移（paradigm shift），

在歷史上總是一再重演。現代生物學的急速進展，不僅促使了生

物音樂學此一新學科的誕生，也為比較音樂學的「復興」舖平了道

路。生物音樂學與某些現代生物學的分支具有密切關聯，在全球各

地科學家的努力之下，生物音樂學的研究成果急速累積，近十餘年

來至少有六百篇論文，散見於各類科學期刊。
3

除了現代生物學之外，認知科學的興起也對於音樂研究具有

推波助瀾的效果。針對人類心智的研究，心理學家傳統上是以內省

法或觀察人的外在行為來進行，然而認知科學興起之後，結合了神

經科學與資訊科學的觀念與方法，為心智研究增添了生理實驗與類

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4
等，一些相當有力的工具，讓

虛無縹緲的思考與推理，變成可以一一解析的認知模型與歷程。

跨科際整合讓心理學如虎添翼，基礎更為紮實，而音樂心理

學也有著類似的發展歷程。音樂心理學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首先

體現於人工智慧對於音樂訊息的運算。如何讓電腦軟體從聲波中抽

3   關於生物音樂學的論文與研究成果，筆者已經在《音樂認知心理學》(臺大
出版中心，2013)一書中做了初步的整理。

4   資訊科學家使用大量彼此相連的人工神經元，來模仿生物體的神經網路，這
種系統稱為類神經網路。類神經網路具有學習能力，可以透過學習來精進其

辨識資料型態、分類資料及預測資料的功效，其應用十分廣泛，包括了語音

及影像的辨識、臨床診斷、音樂資訊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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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音高訊息，是早期資訊科學家對於音樂認知心理學的主要貢獻

（Gold, 1962; Moorer, 1977），近年來，資訊科學家著眼於更高階的

音樂訊息，如：和絃（Ni et al., 2012）、調性（Noland & Sandler, 

2009）、 節 奏（Cemgil, 2000）、 拍 節（Klapuri, Eronen, & Astola, 

2006）。

音樂心理學的另一個突破，體現於聽眾情緒的生理指標測

量。雖然音樂的情緒表現力曾經遭到某些美學家的質疑（Hanslick, 

1854），但回顧近年的情緒心理學發展卻可以發現，有關巔峰情

緒經驗的實證研究，最常使用的刺激材料就是音樂（Benedek & 

Kaernbach, 2010）。俗話所說的「被音樂感動得起雞皮疙瘩」、

「被某人的歌聲電到」，這類巔峰情緒經驗在心理學中稱為 chill或

thrill，有學者試圖找出能引發此一經驗的音樂形式特徵，這方面的

研究始於 1990年代（Panksepp, 1995; Sloboda, 1991）。最近十年，

不僅腦造影技術被拿來研究音樂所引發的情緒，較為平價、簡便

的生理訊號測量也跟腦造影技術一併使用（Baumgartner, Esslen, 

& Jäncke, 2006; Salimpoor et al., 2011; Steinbeis, Koelsch, & Sloboda, 

2006）。

當聽者被音樂引發強烈的情緒時，身體的變化會顯示在某些

生理指標上面，包括：皮膚導電度（skin conductance）、心跳速

率、呼吸速率、呼吸深度、手指溫度⋯⋯等，其中皮膚導電度的變

化是測量音樂情緒的可靠指標（Craig, 2005; Rickard, 2004）。由於

聆聽動人的音樂可以造成膚電反應，因此有些實驗將它與特定的

音樂事件作共時性（synchronicity）的對照分析（Grewe, Kopiez, & 

Altenmüller, 2009; Grewe, Nagel, Kopiez, & Altenmüller, 2007; Guhn, 

Hamm, & Zentner, 2007）。最近有學者從心理學的觀點來分析舒伯

特的一些樂曲，引用情緒的環狀模型，把音樂中的恐懼、悲傷、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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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溫柔⋯⋯等情緒的心理反應及膚電反應，跟音樂特徵與段落設

計相互印證（Spitzer, 2010）。這個研究論文刊登在「音樂分析」該

領域的重要期刊，可說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因為它鬆動了該學科的

人文學傳統，讓音樂分析不再僅止於研究者對於樂譜文本的主觀詮

釋，而是藉由客觀的生理訊號測量，將聽眾的情緒變化跟樂曲結構

聯繫起來。展望未來，音樂分析將得以在實證基礎上力求進步，釐

清音樂結構與聽眾情緒的關係。

現代生物學讓音樂研究中的演化議題與比較觀點重新復甦，

認知科學的興起則為音樂研究帶來新的工具，這樣的發展除了反映

出科學研究的日新月異，從另一個觀點看來，也是向二十世紀上半

葉的柏林學派致敬，這個學派將音樂、物理、心理、生物演化結合

在一起，預見了音樂與科學在二十一世紀的重逢。不過，柏林學派

的學者們可能並未預見二戰後的這般光景：北美與亞洲的許多音樂

學者，與自然科學幾乎不相往來，甚至對於演化論避之唯恐不及。

時至今日，大約只有一些歐洲的音樂學家還保持著對於自然科學的

熱愛，由此看來，歐洲特有的「科學人文」傳統，似乎格外教人肅

然起敬。

他山之石：國際知名的音樂科學研究機構

數十年以來，臺灣的音樂研究缺乏自然科學視角，但在其他

國家則並非如此。在本節中，筆者將瀏覽世界各地較為知名的音樂

科學研究機構，介紹他們所關切的研究議題，希望藉由分析他們的

成功策略，可以從中學習跨科際的寶貴經驗。

跨科際研究如何開花結果？這個問題不妨從「跨界音樂」的

角度來思考。翻開世界各地的音樂發展史，混血、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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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開創新局的重要推手，然而成功的音樂融合殊為不易，有許多

關卡須得一一克服。跨界創作可能要經由蒐集、選擇、處理材料，

一直進行到排練與實踐，同樣的，音樂與科學的跨科際研究或許也

包含類似的步驟，並非一蹴可及。分析國際知名的音樂科學研究機

構如何實踐上述步驟，可以讓我們學習到跨科際研究的策略與發展

歷程。

首先要介紹的，是跟神經音樂學有關的幾個學術重鎮。在人

類的大腦裡面，音樂及語言共享許多神經機制，這些發現主要來自

於德國萊比錫（Leipzig）的普朗克認知神經科學中心（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Cognitive and Brain Sciences）。該中心在語言認

知方面原本就累積了許多成果，而有關語意、語法、句法的腦造影

研究，則由於博士生柯爾須（Stefan Koelsch）的加入，得以延伸

至音樂領域，他第一篇有關音樂意義的研究論文，便刊登於頗具聲

望的《自然神經科學》（Nature Neuroscience）期刊（Koelsch et al., 

2004）。

由於音樂及語言的材料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將神經語言學

的方法用於神經音樂學，是個相當合理的選擇，但是，選擇了跨科

際的研究方法之後，還必須要有專業素養的配合，才可以凸顯研究

材料的特性。柯爾須在這方面擁有過人的優勢，因為他兼具神經科

學與音樂理論兩項專長，在製作刺激材料與設計實驗時可以掌握音

樂的本質，例如音樂的和聲與調性。筆者認為，神經科學與理論作

曲這兩項專長的結合，使得柯爾須一直走在神經音樂學的最前端，

目前他任職於德國柏林的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繼續從事

音樂認知與音樂情緒的研究與教學，並且延伸至音樂治療等應用層

面。

位於加拿大的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也是保有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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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學術氣息的神經音樂學重鎮。由神經學研究中心薩托雷（Robert 

J. Zatorre）教授領軍的音樂研究，擅長使用腦科學的各種工具與觀

念，例如從動作科學的觀點來分析音樂演奏的神經基礎（Zatorre, 

Chen, & Penhune, 2007），從神經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消費者對於

音樂商品的評價（Salimpoor et al., 2013）。薩托雷教授來臺訪問陽

明大學之際，筆者有幸向他求教，他一聽說我來自音樂學研究所，

馬上謙虛說道，他對於音樂的瞭解不算專業，話雖如此，薩托雷教

授的研究團隊從資訊科學、訊號處理的角度來解析聲音，豐碩的成

果其實早已有目共睹（Giordano et al., 2013; Warrier et al., 2009）。

薩托雷教授以深厚的神經科學素養為基礎，博采眾家之長，遂成為

神經音樂學的一代大師，作育英才無數。

加拿大的音樂認知心理學具有深厚的傳統，人才輩出，薩

托雷教授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跟認知科學家培瑞茲（Isabelle 

Peretz）教授共同創立的「腦、音樂與聲音實驗室」（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for Brain, Music and Sound Research），於 2007年獲得加

拿大政府的高額經費補助（大約新臺幣四億元），當時《科學》期

刊還特別報導此事。該文指出，這兩位學者歷經二十幾年的努力，

終於讓「音樂認知神經科學」受到學界重視。回顧這個艱辛的學

術發展歷程，薩托雷教授認為，最大的關鍵在於神經學家與認知

科學家走出自己的領域，攜手合作，薩托雷教授說，「研究認知的

人開始明瞭，『嘿，外頭有個大腦』。而另一方面，神經學家與腦

影像專家則開始明瞭，他們的工作其實對於認知模型有些貢獻。」

（Balter, 2007）從 2011起，「腦、音樂與聲音實驗室」隸屬於新成

立的「腦、語言與音樂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Brain, 

Language and Music），目前共有一百多位師生。

芬蘭有個國家級的跨科際音樂研究機構：Finnish Cent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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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in Interdisciplinary Music Research，堪稱當代神經音樂學

的一顆璀璨新星。此機構分為「音樂認知」及「音樂與腦」兩個團

隊，前者廣納音樂心理學、音樂治療、系統音樂學、音樂科技⋯⋯

等領域的專家，後者則使用腦造影技術來研究音樂認知與神經發

展，與資訊科學家密切合作，探索音樂形式的處理（Alluri et al., 

2012）。此機構跟韋斯屈萊大學（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音樂系

緊密相連，但這個音樂系與傳統的音樂科系十分不同，系內從事科

學實驗的研究者有將近五十名，其中不乏原本主修音樂演奏的研究

者，因此，該機構有兩位工程專家與一位數據分析專家，讓跨科際

研究所涉及的許多技術問題得以迎刃而解。在跨科際研究的實踐階

段，專職技術人員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這或許是臺灣應該向國

外研究機構借鏡的一大重點。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學術重鎮，其研究議題不限於神經音樂

學，而是跟生物音樂學的三個分支都有關聯，那就是前面提過的劍

橋大學「音樂與科學中心」。筆者跟該中心頗有緣分，因為筆者發

表於《音樂知覺》（Music Perception）的第一篇論文，便是在該中

心克羅斯教授的鼓勵與指點之下，才得以從研討會論文變成期刊論

文，筆者在臺大音樂學研究所指導畢業的一位碩士生，也在克羅斯

教授門下攻讀劍橋博士。此機構與校內的心理學系、生物學系、語

言學系、考古人類學系、電機工程學系⋯⋯都有密切交流，另有

技術人員處理電腦相關事務；人文、科學、技術三者平衡發展，

彼此截長補短，充分展現了劍橋的學風。克羅斯教授最近跟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聯合發表一篇論文，探索音樂旋律的學習原

則（Rohrmeier & Cross, 2013），該研究便結合了音樂理論、資訊科

學、認知心理學實驗的觀念與方法。

談到音樂理論，必然不能忽略美國學者在這方面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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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音樂系的提摩茲柯（Dmitri 

Tymoczko），是一位右手作曲、左手撰寫數學論文的奇才，他

在《科學》期刊發表的兩篇論文指出，聆賞音樂可以視為一趟在

多維空間中的旅程，這趟旅程有兩大欣賞重點：距離、對稱性

（Tymoczko, 2006; Callender, Quinn, & Tymoczko, 2008）。音樂的旋

律與和聲自有其運作的規則，過去的音樂理論家僅僅歸納出這些經

驗法則，代代相傳，而精通音樂的數學家則能揭示這些規則背後的

幾何學原理。提摩茲柯的研究成果暗示，許多愛樂者的腦中，都有

個精通幾何學的「小小人」，處理音樂中錯綜複雜的音高訊息。

除了數學之外，物理學當然也跟音樂聲響的產生有關。有

些物理學家與機械工程學家把音樂聲學（music acoustics）當作

次要的、調劑性質的第二學術生涯，但是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物理學系「音樂聲學實驗室」的

成員，則以音樂聲學為主要的研究方向，筆者曾經在該實驗室進行

了一項有關中國笛的研究，成為博士論文裡面的重要成果。在物

理學系中發展音樂聲學實驗室，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該實驗

室「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歷經八年的技術開發之後，於 2004年

開始在《科學》、《自然》等頂尖期刊嶄露頭角（Tarnopolsky et al., 

2005; Chen, Smith, & Wolfe, 2008），並且致力於科學傳播，製作了

相當有趣的樂器物理學網頁，在科學教育中融入了音樂之美。

本節最後要介紹的是墨爾本的音樂治療機構，此機構以教學

與臨床實務為主，研究為輔，在社會應用上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

墨爾本大學的音樂系於 1978年開始設立音樂治療課程，提供碩士

與博士學位，有不少校友都在臨床機構擔任要職。值得注意的是，

另外還有兩個機構與墨爾本大學音樂系的音樂治療位於同一個建

築裡面：澳洲國立音樂治療單位（National Music Therap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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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與「音樂．心智．安適」機構（Music, Mind & Wellbeing 

initiative），後者是全球僅見的機構，主持人的專長為癲癇患者的

精神醫療，其他師資還包括兩位來自音樂系的音樂治療專家，與一

位來自心理系的資訊科學專家。「音樂．心智．安適」機構也負責

教學工作，課程開放給社區居民參與，裡面包括三項主題：音樂心

理學、音樂與健康、音樂科學，其中第三個主題雖然尚在規劃階

段，但是筆者似乎可以感覺到，他們希望藉助資訊科學家的專長，

為音樂認知研究帶來新的養分，藉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綜合本節所述，現今有許多學者投身於音樂與科學的跨科際

探索，嶄新的研究議題層出不窮，教人目眩神馳。在音樂與科學之

間的交界地帶，競爭極為激烈，掌握技術與重視資訊科學的研究團

隊，似乎佔有一定的優勢。芬蘭與澳洲以國家的力量設立專門機

構，推動音樂治療與音樂教育的研究及傳播，對於當地社會做出實

質貢獻，這也是值得臺灣參考的一個發展方向。

音樂的社會貢獻與醫療應用

音樂、文學與藝術，到底在人類社會中有什麼實質的用處

呢？美國波士頓音樂學院音樂系主任波納克（Karl Paulnack），於

2004年致新生家長的歡迎詞中提到，音樂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

品，它在災難頻傳的人類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波納克教授

提到，震驚全球的「九一一攻擊事件」，是他職業生涯的一個轉捩

點：

2001年 9月的時候，我住在曼哈頓。12日的那個清晨，我一

下子對我所從事的藝術有了全新的認識，對於音樂跟整個

世界的關聯，產生了全新的認識。[⋯]就在 9月 11日當晚，

(10)Define(2015-03-18).indd   319 2015/3/23   下午 07:05:08



320　界定跨科際

紐約市內第一個有組織的大型活動是演唱會。人們在各個

消防隊門前歌唱，他們縱聲高歌（我們一定會勝利），很多

人還唱起了（美麗的亞美利加）。就是在那個星期，紐約愛

樂樂團在林肯中心奏響了《布拉姆斯安魂曲》，就我記憶所

及，這也是當時舉辦的第一項公共活動。換句話說，廣大公

眾第一次組織起來表達哀思，第一次對那樣的歷史悲劇抒發

情感的方式，是一場音樂會。[⋯]保衛國家領空安全的責任

交給了美國軍方，而引領人們走出悲痛的任務，卻交給了藝

術—更確切地說，是交給了音樂。
5

以上這篇演講，內容十分感性，在網路上廣為流傳。值得注

意的是，神經科學家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在談到人類藝術

的功能時，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達馬吉歐在《意識究竟從何而

來？》一書的結尾提到，藝術是「意識」送給人類的一份大禮；由

於人腦發展出反思性意識（reflective consciousness），人們開始去

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在危急存亡之秋，人們有可能從神話與

宗教中獲得一股安定的力量，藝術與音樂也由此衍生而出；藉由藝

術，人們的感覺、情緒、自我、記憶得以匯集並再現，藝術活動的

參與者體悟於當下，展望未來。達馬吉歐借用了現代生物學中的重

要觀念：衡定（homeostasis）6
，提出「社會文化衡定」一詞，他強

調，藝術有助於維持社會的穩定：

簡言之，藝術在演化中勝出是因為它們擁有生存價值，並促

進了福祉概念的發展。它們有助於凝聚社會群體與建立社會組織；

5   網址http://www.bostonconservatory.edu/music/karl-paulnack-welcome-address，瀏
覽日期2013年9月26日。

6   衡定又稱為體內平衡，是現代生物學裡面的一個核心觀念，它是指生物體藉
著各個器官的協調聯繫，在體內維持相對不變的穩定狀態。這個觀念也從個

體引申至生態體系，指涉生態體系的自我調節功能，以維繫其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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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協助溝通；它們彌補了恐懼、憤怒、渴望及悲傷所造成的情緒

性失衡。（Damasio, 2012：338）

從這個角度來看，音樂與心智科學的邂逅，似乎可以重新揭

示藝術與美感教育的核心意義，讓世人明瞭，數千年以來，音樂一

直為災難頻傳的社會，提供了一股溫柔而堅強的穩定力量。以下，

筆者希望介紹音樂治療在臺灣的發展與研究成果，以進一步凸顯音

樂的應用價值。

根據世界音樂治療組織（World Federation of Music Therapy）

所下的定義，所謂的音樂治療，是利用音樂或音樂中的元素，作為

醫療與教育等場域裡的一種介入方式，這種方式能夠讓個體、團

體、家庭或社群提升生活品質，改善其生理、社交、溝通、情緒、

智能、心靈、安適等方面的狀態
7
。跟許多西方國家相比之下，臺灣

的音樂治療起步較遲，其中位於花蓮的慈濟大學堪稱國內的先驅。

慈濟大學護理系的賴惠玲教授等人發現，年長者與重度憂鬱患者

在聆聽放鬆音樂時，他們的指溫呈現上升趨勢，年長者偏好的紓

壓音樂為國樂（Lai, 2004）。另一項針對護理人員的研究顯示，聆

聽紓壓音樂可以降低血液中的壓力賀爾蒙、心跳速率、血壓（Lai 

& Li, 2011）。賴惠玲教授等人還比較了護理行為與音樂對於病患

的影響，結果發現，患者較喜歡護理人員演奏二胡音樂或演奏直笛

音樂；跟單純播放音樂相比，護理人員的演奏更能減輕患者的焦

慮，且讓患者更容易入眠（Lai, Li, & Lee, 2012）。慈濟大學護理學

系的李麗花老師等人發現，讓罹患失智症的年長者以打擊樂器演奏

音樂，可以有效降低他們的焦慮（Sung et al., 2012）。花蓮慈濟醫

院胸腔內科的研究則發現，音樂可以緩解失眠症狀（Chang et al., 

7   網址http://musictherapyworld.net/WFMT/FAQ_Music_Therapy.html，瀏覽日期
2013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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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臺北醫學大學的護理學系，近年也開始注重音樂治療，研究

議題包括以音樂來進行失智症患者的團體治療（Lin et al., 2010）、

以音樂減輕病患的焦慮（Ni et al., 2012; Yang et al., 2012）。無獨有

偶，輔仁大學的護理學系也發現，給即將進行手術的患者聆聽紓壓

音樂，可以降低其呼吸速率、心跳速率及血壓（Ko & Lin, 2012）。

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紓壓音樂之所以能夠減輕聽者的焦

慮，可能是透過催產素（oxytocin）系統的作用。催產素是一種哺

乳動物特有的激素，如它的名稱所示，這個激素在雌性哺乳動物生

產時會大量釋放，促進分娩，而母親乳汁的產生也有賴催產素的作

用。除此之外，催產素對於各種動物行為也有相當廣泛的影響。它

可以增進社會認同、人際互信、同理心、夫妻（情侶）間的情感鍵

結、親代照應、依附行為，這些情感聯結可以減低焦慮與恐懼，在

壓力來臨時避免血管功能受損與免疫力下降。

有實驗證明，在手術前給病患聆聽紓壓音樂，可以提升血液

中的催產素，讓他們放鬆心情（Nilsson, 2009），此外，歌唱課程

也會提升血液中的催產素（Grape et al., 2003）。這些實驗似乎顯

示，音樂就像是親友一般，可以陪伴聽者或歌者，給予支持、帶來

溫暖。音樂的這些功能，似乎跟「以人的安適為中心」的護理學宗

旨若合符節，在高齡化社會中尤其具有不容忽視的發展與應用潛

力。

表演藝術的觀眾研究：兩個本土案例

如前一節所述，在藝術活動裡面，人們的感覺、情緒、自

我、記憶得以匯集並再現，身心狀態可以藉此稍作調整，甚至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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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悟與成長，這或許是人文藝術的核心價值。針對藝術的研究可以

從各種角度來切入，除了可以從作品本身與社會、歷史脈絡來分析

之外，亦可聚焦於「作品與人的互動」，特別是創作者與欣賞者的

美感經驗。

美學家高友工在論及西方文學、藝術分析的傳統時曾經指

出，講究科學化的研究總是著眼於可以客觀觀察的材料（如：作

品及其社會歷史脈絡），而避免觸及主體經驗的部份（高友工，

2004）。其實，文學與藝術在整個人文研究中之所以位居核心地

位，即因為「『美感經驗』是在現實世界中實現一個想像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面，「由個人抉擇的活動顯示了自我內在的價值和理

想」（高友工，2004）。

誠如高友工所言，美感經驗作為一個「客觀存在」，乃是不可

否認的事實。拜科技進步之賜，藝術創作與欣賞過程中所牽涉的心

智活動，如今已經可以使用各種觀測儀器來研究，因此，中國歷代

哲人所關切的美感議題，似乎正在邁向一個研究的新紀元。筆者認

為，本土的藝術研究除了追尋西方人的腳步，著眼於具體的作品、

史料檔案、文物圖像、民族誌、社會制度、信仰祭儀⋯⋯之外，也

應該回歸到文學與藝術的核心，探討人們在閱聽作品時的主體感受

與認知歷程。

解釋音樂現象可以使用種種方式，不同的方式具有高低不等

的解釋力，而在判斷解釋力強弱時有兩個準則：證據、邏輯推理。

以下，筆者希望舉出一個例子，藉此來比較，從社會制度以及認知

歷程來解釋音樂現象時，其解釋力究竟有何差別。

有些音樂文化中的打擊樂具有階層組織，階層最高的樂器只

在最重要的拍點上敲擊發聲，而階層越低的樂器則傾向在越不重要

的拍點上敲擊發聲。有些民族音樂學家著眼於具體可觀察的社會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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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制度，認為樂器的階層性是社會階級的體現，音樂形式再現了該

族群的文化。

另一方面，生物音樂學則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切入這個議題。

在人體的運動系統裡面，協調運作的各個骨骼肌原本就具有階層

性，而腦中掌控運動系統的神經迴路也參與音樂認知，特別是跟時

間有關的音樂訊息處理，目前的腦造影實驗已經指出，腦中跟算拍

子有關的神經迴路都涉及運動功能，因此，音樂認知歷程中，時間

的階層組織其實是由運動迴路來處理的。此外，音樂中周而復始的

打擊樂節奏，可以影響人們的步行或跑步，這也顯示音樂拍子階層

性與周期性動作的緊密關係。
8

筆者認為，從生物學的觀點來解釋某些打擊樂的階層組織，

遠比「音樂體現文化」的民族音樂學觀點更為可信，因為生物學的

觀點有行為及神經科學實驗的證據支持。再者，爵士鼓音樂與京劇

鑼鼓音樂都具有階層組織，但孕育這兩者的文化相當不同，除非民

族音樂學家能夠找到這兩個音樂種類背後的社會階層制度，且能將

其社會階層與樂器的階層對應起來，否則，「音樂體現文化」的推

測與想像，不免令人深感懷疑。雖然社會階級制度比心智歷程更為

具體，也更容易觀察，但是它究竟能否解釋音樂現象，仍然要從證

據與推理邏輯這兩個層面來詳細檢視。

人類音樂與人類文化之間的關係，或許要從個體的心智活動

中去追尋。為了強調主體感受與認知歷程的重要性，以下，筆者將

8   聆聽音樂除了會活化聽覺皮質之外，小腦 (cerebellum)、基底核 (basal 
ganglia)、額葉的前運動區 (premotor area)也處理時間的階層組織，這些腦區
都跟運動功能有關，它們調控著走路、跑步等週期性的動作，而這些動作跟

音樂的時間組織有著類似的結構。詳見筆者在《音樂認知心理學》第四章

「音樂與運動系統」中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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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出兩個本土研究的例子，說明如何運用科學與技術來分析表演藝

術，讓閱聽經驗研究也能夠為美學提供一些實證基礎。

京劇觀眾的手指溫度測量

中國戲曲源遠流長，綜攝了音樂、舞蹈、戲劇、服裝⋯⋯等

元素，其中以京劇的發展較具革新精神，值得分析。京劇大師梅蘭

芳（1894－ 1961）在晚年創作了一齣《穆桂英掛帥》，在〈捧印〉

這場戲中，大膽突破文戲與武戲的界線，以武戲鑼鼓來襯托文戲中

旦角的內心掙扎，成為他藝術生涯的壓卷之作，而〈捧印〉這場

戲，也讓筆者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

《穆桂英掛帥》描述的是一段發生於宋朝的傳說故事，當時西

夏王造反，佘太君勸穆桂英拋下與宋室朝廷的心結，為國效命；穆

桂英歷經一番內心交戰之後，欣然捧起帥印，領兵西征。劇中，佘

太君成功說服穆桂英之後下場，便進入〈捧印〉末段的獨腳戲。這

段獨腳戲從【西皮散板】唱腔開始，唱詞中透露，穆桂英雖然答允

掛帥，但因多年未臨戰陣，於是略感猶豫。在這段【西皮散板】的

第三、四句之間，穆桂英擔憂著出征的種種難題，此一內心掙扎由

大段啞劇與鑼鼓來表現，相當動人。

為了探索梅蘭芳的京劇藝術境界與其感動力量，筆者招募了

38名喜愛戲曲的成年人，在他們觀賞兩次〈捧印〉時紀錄其手指

溫度。為了探討戲曲熟悉度對於觀賞行為的影響，筆者請參與者回

答一些有關戲曲知識的選擇題，再將答題總分最高的 15名與總分

最低的 15名分別歸類於「熟悉戲曲組」與「不熟悉戲曲組」，比較

這兩組參與者的手指溫度。圖 1顯示第 200秒至第 650秒的平均指

溫曲線，其中黑線為「熟悉戲曲組」、灰線為「不熟悉戲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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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線代表第一次觀賞、實線代表第二次觀賞。由此圖可以看到，僅

有「熟悉戲曲組」在第二次觀賞時，於第 350秒至第 500秒有顯著

的指溫升高現象，其餘三條曲線都沒有明顯的起伏，這個有趣的結

果，透露出觀眾情緒與美感經驗的一些特質。

圖 1　 觀賞〈捧印〉時的平均指溫曲線。黑線為「熟悉戲曲組」、灰
線為「不熟悉戲曲組」，虛線代表第一次觀賞、實線代表第二

次觀賞。四條曲線之中，僅「熟悉戲曲組」在第二次觀賞時，

於第 350秒至第 500秒有顯著的指溫升高現象 (成對樣本的
t檢定結果為 p<0.05)。由此看來，這個時間範圍中的精彩表
演，必須由熟悉戲曲的觀眾在反覆觀賞之後，才會產生美感體

驗。

過去有許多實驗顯示，指溫升高所反映的是放鬆愉悅的情緒

（Lundqvist et al., 2009; Lai, 2004），而圖 1的第 350秒至第 500秒這

個時間範圍，正是京劇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個表演段落，展現出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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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至高境界，觀眾此時所感受到的，可能不只是放鬆愉悅的情

緒，而是深刻的美感體驗。在這段表演裡面，穆桂英以啞劇演出內

心掙扎，忽而垂首撫胸、暗自沉吟，忽而想像自己馳騁於沙場，在

武戲鑼鼓聲中挽弓射箭，做出種種武打的架式。梅蘭芳在這個段落

裡面大膽「跨界」，巧妙融合文戲與武戲的元素；這個革命性的創

作，將內心戲提升至前所未見的藝術層次。本實驗指出，戲迷在第

二次觀賞這段表演時，可能產生了強烈的美感體驗，因此導致指溫

上升。

以許多傳統表演藝術而言，資深戲迷欣賞的是表演技法與意

境，而門外漢則可能比較注意劇情。上述的實驗結果指出，精彩的

戲曲表演雖然具有深刻的感動力量，但觀眾必須以多年的戲曲欣賞

經驗為基礎，並且反覆觀賞同一段經典表演，在熟悉情節鋪排的情

況下，仔細去鑑賞演員的表情與動作，品味音樂的轉折及其情緒意

涵，統整戲曲表演裡面的複雜訊息，如此一來，才能夠產生美感體

驗。

聆聽卑南族歌曲時的腦部活化型態

聆聽同一段音樂時，不同的聽眾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受，造成

這些差異的原因相當複雜，除了個人的音樂喜好品味之外，還有更

深層的文化背景、學習經驗、族群差異等因素。為了探討族群與文

化背景如何影響聆賞音樂的經驗，筆者以三首臺灣卑南族的歌曲作

為刺激材料，進行了一項先導實驗（pilot study）9
，該實驗希望以功

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來比較不同

9   卑南族本身並沒有出草的習俗，但是卑南族人有可能遭到他族的勇士獵首，
此時可能要藉由演唱〈復仇記〉向他族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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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在聆聽同一首歌曲時的腦部活化型態。功能性磁振造影可以藉

由偵測腦中血液動力的改變，來提供神經細胞活化的訊息，這種方

法在音樂心理學實驗中經常使用。

這項腦造影實驗的受試者有三位：漢族歌迷、卑南族歌迷、

非歌迷（漢族），刺激材料為卑南族歌手紀曉君所演唱的〈復仇

記〉、〈神話〉、〈南王系之歌〉。
10
在這三位受試者裡面，漢族歌

迷與卑南族歌迷都極為熟悉而且喜愛這些歌曲，非歌迷則不熟悉也

不喜愛這些歌曲。表 1呈現了部份的實驗結果，標出受試者在聆聽

三首歌曲時，跟右腦聽覺皮質密切互動的腦區。以下分別介紹這三

首歌曲所引起的聽眾反應，並且與歌曲的音樂文化內涵相互印證。

〈復仇記〉的聆聽實驗結果顯示，只有卑南族歌迷的腹側前扣

帶皮質（ven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跟右腦聽覺皮質密切互

動，該腦區跟負面情緒的調控（regulation of negative emotions）有

關（Hamilton et al., 2011）。之前有一項實驗顯示，若是要求怕蛇

的人拿起活生生的蛇，則越有勇氣辦到的人其腹側前扣帶皮質就越

活化（Nili et al., 2010）。對於卑南族人而言，〈復仇記〉的背後是

一個具有社會功能的儀式，在該儀式中演唱此曲，是為了讓族人解

除恐懼，在胸中燃起怒火與殺氣，為慘遭割首的同伴復仇。
11
本實

驗中的卑南族歌迷表示，聆聽此曲時進入了復仇情緒之中，但漢族

歌迷並沒有這樣的感受，這個主觀報告與腦造影結果十分吻合。

10   〈復仇記〉收錄於紀曉君的專輯《野火春風》(魔岩唱片，2001)，〈神話〉、
〈南王系之歌〉收錄於紀曉君的專輯《聖民歌：太陽風草原的聲音》(魔岩
唱片，1999)。其中〈復仇記〉、〈南王系之歌〉為卑南族的傳統歌曲，〈神
話〉則為卑南族音樂家陳建年的創作，他因為這首歌曲獲得第十一屆金曲

獎最佳作曲人獎。
11   該實驗為臺灣與法國合作的科普節目《Hello, Brain!》第二集之部分內容，
該節目的指導單位為國科會，監製單位為世新大學，製作單位為東臺傳播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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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歌迷 卑南族歌迷 非歌迷

〈復仇記〉

〈神話〉

〈南王系之歌〉

vACC

MOF

PM

Str

表 1： 三名受試者聆聽三首卑南族歌曲時的腦部活化型態，白色標
出了在聆聽當時跟右腦聽覺皮質密切互動的腦區。縮寫：

vACC，腹側前扣帶皮質；MOF，中央眼眶額葉；PM，前
運動區；Str，紋狀體。針對〈復仇記〉、〈神話〉所呈現的腦
圖，是位於 x=0的矢狀切面 (沿著前後方向從中線切下的剖
面 )，而針對〈南王系之歌〉所呈現的腦圖，是位於 y=9冠狀
切面 (在頭頂偏前方之處，沿著左右方向切下的剖面 )。

〈神話〉的聆聽實驗結果顯示，只有卑南族歌迷的眼眶額葉皮

質中央區域（medial orbitofrontal cortex）會跟右腦聽覺皮質產生密

切互動，該腦區跟懷舊、內省（introspection）、參照自我的心理

活動（self–referential mentation）、思緒飄盪、情緒調節（emotion 

regulation）、決策、評價、道德、遙想未來⋯⋯有關（Bray et 

al., 2010; Trost et al., 2012; Tsukiura & Cabeza, 2011; Flagan & 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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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神話〉這首歌曲談的是文化傳承，本實驗中的卑南族歌

迷表示，此曲讓她省思自我與族群的關係、卑南族文化的未來，甚

至在懷舊之餘進行道德評價。此項實驗中的漢族歌迷雖然也熟悉每

一句歌詞的意義（因為此曲也可以用漢語演唱），但是他並沒有像

卑南族歌迷一樣，對於文化傳承議題產生許多攸關自我的思考。

〈南王系之歌〉的聆聽實驗結果顯示，兩位歌迷的紋狀體

（striatum）會跟右腦的聽覺皮質密切互動，非歌迷則無此反應。紋

狀體跟愉悅感有關，過去的實驗曾經指出，受試者在估計音樂的價

值時，紋狀體與聽覺皮質的互動程度可以預測該名受試者會出多

高的價錢來購買此段音樂，而聽眾評價音樂的主要依據，可能就

是愉悅感的強烈程度（Salimpoor et al., 2013）。〈南王系之歌〉這

首歌曲經常在族人歡聚時演唱，此曲的情緒不僅快樂奔放，而且經

常會帶動在場的群眾一同跳舞，這或許可以解釋，卑南族歌迷在聆

聽此曲時，額葉的前運動區（premotor area）跟右腦聽覺皮質密切

互動。以往有實驗指出，快樂奔放的音樂會活化腦中的前運動區

（Trost et al., 2012），而本實驗則顯示，僅有卑南族歌迷對於〈南

王系之歌〉產生這樣的反應，漢族歌迷可能不曉得怎麼「聞樂起

舞」，所以前運動區並未被活化。

上述的實驗雖然樣本數太少，但筆者在聽眾研究中首度嘗試

進行跨族群的比較，區分他們的聆聽經驗，對於本土音樂研究仍然

有些參考價值。每個人聆聽同一段音樂時的感受可能不盡相同，而

腦造影的結果可以凸顯個人特質與族群、文化的差異，讓我們深

入思考產生聆聽經驗差異的可能原因。本實驗發現，表達快樂情緒

的歌曲活化了歌迷的愉悅中樞，然而非歌迷就沒有這個反應。卑

南族歌迷能夠對於歌曲中的懷舊與文化傳承危機產生切身體會，

也能精準掌握歌曲背後的社會文化意義，反之，無論漢族歌迷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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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熟悉、喜愛這些歌曲，似乎仍然缺乏將卑南族歌曲跟自我緊

密相連的那一條文化紐帶。在本實驗中，這條文化紐帶的神經基

礎，似乎已透過腦造影技術浮現而出，並且把我們帶往意識研究

（consciousness study）與神經美學（neuroaesthetics）的美麗境界。

意識研究所涵蓋的議題相當廣泛，包括對於意識現象本質的

探索，以及意識現象的產生；有些學者研究個體如何產生知覺、注

意力、信念、慾望，以及自我概念，有些學者研究自我的結構層次

與不同的意識狀態。神經美學探討審美歷程的神經機制，包括藝術

作品內容的訊息處理，創作意圖的解讀，還有閱聽行為裡面的評價

與決策。無論是意識研究或是神經美學，它們都共同探討一個核心

的研究議題：參照自我的心理活動，在這個心理活動裡面，個體清

楚察覺了特定訊息與自我的密切關聯，其神經基礎主要位於腹側中

央前額葉（ventromedial prefrontal）與眼眶額葉皮質。卑南族歌曲

〈神話〉在卑南族歌迷腦中所活化的區域，便包含了腹側中央前額

葉與眼眶額葉皮質。

審美的自我，是本世紀心智科學與心智哲學的重要議題；直

達心靈深處的音樂，正是探索這個議題的一把鑰匙。

結語

本文介紹音樂與科學在二十一世紀的「重逢」，聚焦於世界各

地重要的基礎研究，再談到應用層面與本土觀點。所謂「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別人的成功經驗，可以成為我們發展跨科際研究

的重要參考。綜觀七個國際知名的音樂與科學研究中心，筆者嘗試

整理出它們的成功要訣，包括以下六點：

（1） 研究者本身將不同的專長妥善整合，例如音樂理論及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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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學的結合。

（2） 團隊合作，建立不同層次的溝通平臺，包括綜合性與專

題性的討論群組。

（3） 聘請專職的技術人員，協助實驗設計、儀器操作與維

護、數據處理等問題。

（4） 以綜合型大學或國家的力量設立專門機構，而非仰賴小

規模的實驗室。

（5） 承上，以多角經營的觀念規劃實驗室，讓不同領域的學

者共同爭取經費，然後在同一個實驗室中滿足各自的研

究興趣。
12

（6） 重視科學傳播及實務應用，走入社區，與業界交流，而

非全然埋首於學術研究，侷限在象牙塔裏面。

除此之外，臺灣還擁有一些獨特的文化傳統，這也使得音樂

與科學的邂逅有了異於歐美先進國家的可能性，例如本文所提到的

漢族戲曲與原住民音樂，都是值得注意的研究利基（niche），一些

臺灣學者對此應有「舍我其誰」的學術使命感。
13
從更宏觀的視角

12   國科會人文處的「心智科學大型研究設備建置及共同使用服務計畫」，可
以說符合這裡所說的「成功要訣」之第五點及第六點，該計畫的徵案說明

中提到：「為使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學術研究能與國際趨勢同步，本會

人文處擬建置人類腦部核磁共振造影設備與人腦磁波儀等儀器，以充實國

內人文與社會科學相關研究所需之儀器設備，提升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之

學 術 水 準。」(http://web1.nsc.gov.tw/file2/INTRAFILES/ announcement/dest//4
02881d0213a3d0a012141f6302a0058/1242352201661.PDF，瀏覽日期2009年5
月18日）臺灣有些大學集各學院之力爭取到這些研究設備，包括：臺灣大
學、政治大學、成功大學。國科會人文處設立這些實驗室，服務的對象十

分廣泛，包括人文、社會學者。
13   最近有一篇刊登於《英國皇家學會會報，B輯：生物科學》的論文，探討
臺灣原住民的音樂形式與基因如何共同演化，並以音樂分析來證實臺灣原

住民與其他南島語系民族之間的淵源。該文的第一作者為加拿大的心理學

家暨演化音樂學家Steven Brown，作者群中另外有兩位臺灣學者，分別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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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本文引用神經科學家所提出的「社會文化衡定」觀念，指出

藝術穩定社會的功能。音樂除了能夠凝聚群眾的向心力，讓社會從

災難中復甦之外，對於個體而言，音樂也能夠促進身心健康，在高

齡化社會中更是具有多元的功能，值得政府有關單位重視。

臺灣的音樂治療不僅落後於歐美各國，較之中、日、韓等鄰

近國家也相形遜色，因為放眼全臺，在大專院校中居然找不到任何

一個音樂治療科系。雖然慈濟大學與臺北醫學大學的護理系已經為

音樂治療開闢了道路，但是，綜合醫學、心理、音樂的研究機構，

至今仍然付之闕如。音樂活動是治療與照護失智症、腦中風、運動

障礙、學習障礙的有效方式，在心理上的調節與支持力量，更是有

目共睹。面對臺灣社會的高齡化，音樂研究應該致力於檢驗、改

良、開發種種應用的方式，而音樂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應該可以

成為支撐實務應用的學理基礎。

科學與人文變成壁壘分明的「兩種文化」
14
，固然有其歷史脈絡

可尋，但是這樣的發展，對於人類文明可能會有負面影響。從心智

科學與心智哲學的進展來看，日新月異的科學觀念與技術，其實不

一定遠離了人文精神與思想，相反的，在敞開心胸，充分瞭解科學

知識的內容與技術工具的應用價值之後，科技其實可以讓人重新發

現人文藝術的核心價值，幫助人文藝術對社會做出更多元的貢獻。

一般而言，西方人文學者較關切客觀的材料，而避免去討論較為抽

象的主體經驗（高友工，2004），從這個學術現象看來，重視「直

中國醫藥大學的臨床醫學研究所與馬偕醫院，另外還有一位作者是東京藝

術大學的音樂學者。從跨科際的觀點來看，該文可以說為臺灣的原住民音

樂研究開啟了新的方向 (Brown et al., 2013)。
14   二十世紀中期，英國科學家兼小說家史諾 (C. P. Snow)提出「兩種文化」的
說法，他認為科學和人文已經變成兩種各自獨立的文化，兩個陣營基本上

互不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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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神悟」的東方文化傳統可以說彌足珍貴，我們有幸立足於這個傳

統之上，似乎更應該利用生理訊號測量與腦造影等技術，讓「人與

藝術」的研究回歸到主體感受與認知歷程的分析，發揚歷代哲人對

於美感經驗的洞見。

要達成以上的願景，當然還有許多困難尚待克服。音樂與科

學的邂逅看似美麗浪漫，但在實際探勘之後便可以發現，這個領域

的學術生態相當複雜；即使有意在音樂與科學的潮間帶栽培幼苗，

在臺灣學界傳統制度與傳統觀念的「金鐘罩頂」之下，也很難成長

茁壯—浪花淘盡、熱情消逝，一切又回到原點—筆者所在的

臺灣大學的音樂學研究所，便是值得分析的一個例子。

在臺灣，有許多音樂科系設立於藝術大學之內，具有深厚的

傳統，相形之下，成立於 1996年的臺大音樂學研究所，情況較為

特殊，因為它位於一所擁有醫學院、公衛學院、生命科學院、理學

院、工學院、電資學院⋯⋯的綜合性大學之內，原本打算發展出有

別於藝術大學音樂科系的方向，開拓新局。臺大音樂學研究所在向

教育部申請成立碩士班之際，規劃者高瞻遠矚、思想開闊，廣納電

機系的「類神經網路」專家與醫學院的「神經內科」醫師等師資，

設計了跨科際的課程。令人遺憾的是，臺大音樂學研究所後來仍然

回歸到人文傳統，偏重於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面

向。

隨著某些音樂學者把自己框限在人文學裡面
15
，臺大音樂學研

15   音樂學者對於其人文學科屬性的自我標榜，在2005年臺灣音樂學論壇的徵
稿啟事中歷歷可見：「人文學科在二十世紀末的整合風潮並沒有略過音樂

學研究，後結構、後現代、後殖民的浪潮使得學科間的畛域消失，而目下

全球化的思考方式更讓不同音樂文化的歸屬，有了新的討論空間。」該屆

論壇的主辦單位為臺大音樂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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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原本涵蓋自然科學的發展方向規劃，也即將成為一段被遺忘的

歷史，而這樣的「嘗試跨界→回歸人文傳統」歷程，或許正透露出

某些人文學科的演化包袱。

在臺灣的一些人文領域裡面，跨科際的阻力多半來自於上述

的演化包袱，這個現象跟人文學者的傳統思維有關，也跟這些學者

對於某些科學理論的誤解有關。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並不打算深入

分析演化包袱這個問題，藉由以上對於跨科際音樂研究的成功案例

介紹，筆者所關切的是這些國外機構的成功策略。國外的學術與教

育機構能夠在跨科際整合方面開花結果，反觀臺灣，一方面擁有眾

多的科學人才，另一方面又有多元的文化傳統，將來必然有機會迎

頭趕上。然而，在臺灣進行跨科際整合並非易事，目前的首要之

務，可能是科學素養的普遍提升，促進人文藝術與科學的對話，消

弭「兩種文化」的隔閡。另外，制度的興革與機構的建立，更是培

育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措施。

在多年來跨科際教育的歷程中，筆者時時感受到通識課學生

的創意，感受到他們對於音樂治療與音樂資訊應用的熱忱與專業

性
16
；如何延續這些可貴的創意、熱忱、專業，發展出更多有關音

樂與科學的課程，建立合作平臺，讓各個領域的專家共同開發出音

樂的嶄新價值，值得有志者繼續努力。

誌謝

本文所提到的第一個實驗（京劇欣賞實驗），要感謝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音樂與動作的同步性對於觀眾（聽眾）的影響」

16   此處主要是指筆者於臺灣大學所開設的通識課程「音樂、演化與大腦」，
該課程自98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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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disciplinary learning, research, and cooperation are important 

trends of the future. Trans-disciplinary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ion are 

not easy. Facing the results of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classification that 

we cannot change in a short time, trans-disciplinary activity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when lacking appropriate condition and self-awareness. 

Its problems may be rooted in a lack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different goals and standings, and being in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others’ values. The last one is most difficult in Taiwan’s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culture.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changes are proposed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eaching methods 

to cultivate necessary capabilities by broad learning. In addition to re-

planning of courses in high schools, universities could also use multiple 

classification methods for disciplines, make borders of disciplines 

vaguer, use hierarchical course system 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offer integrated transdisciplinary courses in senior year. A knowledge 

relationship map for students would also be helpful for cultivating their 

trans-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capability.

摘　要

跨域的學習、研究與合作是未來重要的趨勢，但跨領域活動

及溝通本已不易。面對我們一時無法改變的傳統專業分化結果，跨

域溝通在缺乏適當的外在條件與當事者的自覺時，更困難。本文以

科技與人文社會學科間有關的跨領域活動為主要探討對象，討論跨

域溝通的困難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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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溝通的問題可能來自缺乏理解對方主張所需的背景知

識、雙方有不同的目標或立場、無法真的理解對方的價值。其中以

最後一項又由於以目前臺灣的教育方式與專業文化，較難以苛求溝

通雙方能很快理解與認同對方的價值，最為困難。

因此，未來除了繼續推廣對跨域工作的認知以外，本文也提

出對未來在教育制度與教學方式可以改變的建議，主要在於仰賴專

業通識與概念的廣泛學習，以及培養跨域合作的能力與條件，希望

學習者能對跨域有適當的理解與準備，而不受限於傳統固化的疆

域。因此，我們需要創造合適的社會與學習環境條件、高中強化通

識減少專科分化，而大學的教學行政制度與方式方面也可以將學科

領域分類多元化、淡化學科邊界、大學通識課程層級化、開設高年

級跨領域整合性的「融貫通識」課程、建立知識地圖，以培養學生

跨域合作的能力。

一、 引言

（一）、跨域溝通的困難

一般人聽到「跨領域」就會有種那一定很困難的直覺。通

常，這種感覺是針對跨領域的複雜性與技術問題，例如跨領域活動

要如何才能進行、條件為何等等。的確，跨領域的技術面存在一些

有待跨越的門檻，但是本文要探討的跨領域活動中領一個常見但似

乎叫容易被忽略的面向：溝通問題。

其實，平時的人際溝通或團體溝通就是各種人際或與團體間

互動中常被認為有困難的部分。尤其是跨越性別或文化領域時，更

不難見到市面有許多書是以協助讀者在男女關係、家庭關係或職場

中，與另一種領域的人溝通用的。在這些領域中，往往有些人會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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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溝通就是說服，但其實溝通只是說服的前奏，其目的是互相瞭

解。

但無論是否有誤解，跨領域活動及溝通本來就已經不是容易

的事情，若要「跨界溝通」勢必又更困難了。本文以科技與人文社

會學科間有關的跨領域活動為主要探討對象，討論跨域溝通的困難

與問題。

（二）、 工程與人文的衝撞：復原臺灣船案例

由於跨領域活動容易產生問題，要整合協作的情形就更少，

平時不容易探討合作時的問題。在前幾年，我們正好經歷一個跨越

科技與人文領域，卻又必須合作協力完成的復原 17世紀臺灣船的

案例，可以參考借鏡。

臺南市政府當時有個復原 17世紀臺灣船的計畫，請到中式帆

船的船史與模型專家，也請到設計監造經驗豐富的單位派來一位專

案經理負責設計，以及與造船廠合作建造。在設計階段，歷史學者

與造船專家間就產生了激烈的爭辯。在一次由業主主辦的工作協調

會議上，歷史學者指責設計者多處修改變動古船的特徵與作法，不

夠尊重歷史；設計師與船廠則反駁認為為了要考慮安全及符合現代

航行法規，局部修改是必須的。雙方的歧見一直無法減少，甚至言

語也逐漸激烈起來。最後業主為了能及時合法航行，同意以最小的

修改方式進行，也因此，兩位古船專家後來便退出了該案業主的顧

問小組。

在此案例中，雙方溝通時的問題是什麼，以致於無法消弭歧

見？是否雙方之中一方以上話講不清楚、口齒不清、缺乏組織、條

理不明或者邏輯錯亂？若是這些一般人會猜測到的表達技術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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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則是可以透過個人的教育訓練來改善的。但在此案例中，雙方

其實都是能言善道者，並無表達問題，至少在場的本文作者對雙方

表達的意見與背後的用意及邏輯推理，都聽得很清楚。那麼，這種

有溝通卻無法合作，也無法減少歧見的問題出在哪裡？

二、 跨域溝通問題的分析

（一）、溝通過程中的理解

在傳播學的理論所分析的溝通模式中，只有互補溝通

（complementary transaction）是能有正確正常反應的，也就是說當

某人由自己的某種自我狀態向其溝通對象發出刺激時，對方依照所

預期的自我狀態作出某種反應。另外兩種模式都可能溝通不良，一

個是交錯溝通（crossed transaction），當刺激的指向和反應的來源

是在不同的自我狀態時，對方會對刺激表現出非預期中的反應；另

一個是曖昧溝通（ulterior transaction），當某人溝通時，涉及兩個

以上的自我狀態，使得對方無法接受簡單明確的訊息內容，產生混

淆。若以此理論分析復原臺灣船的專家溝通案例，可以知道由於業

主對於顧問小組（歷史學者及其他人組成）的角色定位定義並不十

分明確，似乎也沒有讓所有利害關係人瞭解，因此彼此間應該扮演

何種角色，溝通時要從哪種自我狀態出發來和其他人溝通，都是需

要發言者猜測的。所以彼此間無法對對方有正確的預期，一直處於

交錯溝通中的狀況，使得會議過程中在表面言詞下，一直充滿、隱

含誰或哪種原則應該指導的爭議。

其次，認知心理學中發現人類接受訊息時有所謂選擇性理

解，包含了選擇性接觸、選擇性解釋和選擇性記憶等三種。選擇性

接觸是指人在很多傳訊息中，有意無意地只接觸使用某些特定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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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內容；選擇性解釋是人們刻意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他所接觸

到符號或訊息內容，並給予它自己的意義。選擇性記憶則屬事後處

理，在此先不討論。而在復原臺灣船案例中，會議溝通的目的本來

有一部份就在於交換訊息，使各方重新審視意見，接受或修正相關

的主張。然而，科技專家與人文學者間似乎一直都聽到對方的主張

與理由，但是似乎存在選擇性接觸、選擇性解釋，以致於即使很清

楚對方的主張，也僅提出反對意見與理由，通常是檢視並強調與己

身主張相違背之處而已，所以雙方迅速演變到各持己見的僵局，未

能提出其他可能性來討論。

此外，傳播研究也發現溝通內容的重複與冗贅性可以提高溝

通正確的機率，且語言及符碼都是一個文化群體共享的意義系統。

而在復原臺灣船案例中，即便雙方一再重複本身的主張與理由，而

由對方之回應來看，對方也都正確接收到訊息內容，因此可說重複

與冗贅性並無不足而導致溝通不良，所以問題比較可能是在溝通過

程中對於對方的理解層次上，也就很可能與雙方文化系統的差異有

關。

綜合起來，也就是說臺灣船的案例中，溝通無效的原因是在

這群人的背景差異（也就是跨領域的文化系統不同）與先前缺乏互

相的理解，溝通過程也沒有特別設計，以致於會出現三種層次的問

題：第一是聽到對方的訴求與理由，但聽不懂對方的理由，其可能

的原因是因為缺乏理解的背景知識；第二是無法認同對方的理由，

因為雙方有不同的目標或立場（例如航行安全對歷史正確），雙方

通常也會意識到此部分彼此的差異；第三種則是聽到對方的說明與

理由，瞭解其訴求及原因，甚至也能理解對方的立場與目標，但卻

不能認同價值觀及主張，雖然雙方的價值其實並不衝突！為何會這

樣呢？或許我們該思考雙方是否真的理解對方的價值，還是僅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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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而已呢？

（二）、 無效溝通的成因與解藥

針對以上三種可能的無效溝通，我們進一步分析成因，並提

出可能的解藥。

1.缺乏理解的背景知識

第一，被溝通者聽到對方的訴求與理由，但聽不懂對方的理

由，其主要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因為缺乏理解對方主張所需的背景知

識。當我們缺乏一些特定知識時，會瞭解對方主張的言詞字面意

義，但是對於其中所包含的專有名詞、專業知識架構與價值、前因

後果等脈絡，則缺乏了解。因此會無法完全理解對方主張的邏輯與

理由。

這是三大無效溝通的原因中最簡單的一種。解決的方法就是

使缺乏相關背景知識者增加相關背景知識，無論是透過團隊合作的

場合，或者是事前透過培養廣泛閱讀的習慣來增進。然而，人非萬

能，也沒有時間深入涉獵廣泛的知識領域。為此，我們主張所要增

進背景知識時，並非要如專家入門般攝取那麼大量與中等程度的專

門知識，而是以攝取概念為主，也就是先見林不見樹，對於該領域

的核心價值、主要方法取徑、基本常識、知識體系的架構等，有足

夠的瞭解即可。

此外，對於想要從事跨域工作者，以及未來受教育的下一

代，也應該培養他們對人類知識體系的正確觀念：專門學科領域的

邊界是人為的，就如同國界般，而知識其實是連續的，我們可以

任意選取有興趣的部分學習，不必拘泥於學科邊界的範圍而劃地自

限。其次，對於知識的學習，不應太短視功利，而只攝取眼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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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見有用的部分，因為學習到的知識與方法，哪天會用得到不知

道，也難以預期，但當機會出現時，我們就可以立即分辨得出來，

且可以立即知道所需要更深入的部分是什麼、如何進行。最後，也

應該建立一種觀念：跨領域（inter- / trans-disciplinary）是好事，往

往是人類文明有重大突破性進展的來源或方法。無論從創意心理學

的研究或科學革命的典範轉移理論都可以說明這一點。

2.不同的目標或立場

第二個層次的溝通問題來自於雙方有不同的目標或立場。這

其實是很常見的現象，畢竟人們會來自不同的專業與機構，有不同

的興趣及利益，目標與立場不同是正常的。但雙方所需檢視的是目

標與立場是否相反、衝突。在檢視時，我們需要注意區分清楚的

是：對方的主張是手段、方法，還是目的、原則？對方的主張是否

受到環境限制？例如：法令、地理、氣候、周遭的人、空間資源、

財務資源⋯等等。由於人們受到各種自然或人為環境的限制所在多

有，因此有時候其主張的方案並非其最終的目的，而是在考量這些

限制下所能作最佳的選擇。我們若能區分出來其主張中哪些是目

的，哪些是手段，並瞭解其所在環境的限制，就容易設身處地為對

方找出解套與改變的方案，有可能在不影響其目的的條件下，改變

其環境而以不同的手段來完成事情，也就有可能不與己方的主張再

產生衝突了。

再更仔細點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依照雙方的目標與立場是

否在同一層次上，來判斷研析合作解決的可能性。第一種是雙方有

不同層次的目標與立場，那就比較可以合作，但是需要瞭解各自所

處環境的架構與關聯以便設計合作方式。這就好像一個說要往東

走，另一方堅持要坐火車，那就找個往東的火車坐即可。第二種情

形雙方有同一層次的目標，雖然立場不同，但不衝突，好比一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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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一個要往東。這種情形不容易合作，但是還好溝通，因為可

能可以妥協成大家一起往東南方走，各取所需，只是無法極大化任

一方的利益，因此需要雙方沒有太強的私心。第三種情形是雙方有

同樣層次的目標與立場，而且正好相反時，就如同一個要往東一個

要往西，那就無能為力，只能說「道不同，不相為謀」，「It’s time 

to say good bye! 」不要勉強合作了，還是分道揚鑣比較好。

3.無法真的理解對方的價值

最後一類的溝通困難出在無法真的理解對方的價值。這是三

大類問題中最困難的。當其中一方或許能大概瞭解對方的主張、對

方領域的知識與技術，甚至架構時，還是有可能因為但不夠瞭解對

方領域的基礎、緣由、目標、理念及精神（靈魂），以致於無法認

同其價值（雖然不見得與己方的立場價值衝突）。

在復原臺灣船的案例中可以發現，透過多次的會議溝通，雙

方的主張、理由與部分知識是可以被對方瞭解無誤的，而且雙方的

主張（追求歷史正確及考證對上安全性及可航行）在本質上與價值

上是屬於同一層次但不衝突的問題，理應有機會找出可行的方案解

決。事實上，本文作者當時也曾提出需要相關第三方（航政主管機

關）及業主配合調整使用目的即可解決的方案，雖然因為牽涉機構

多而較為複雜，但卻是有可能協調出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的。而這

個替代方案沒有在討論過程中受到重視，衝突雙方的主張似乎也未

受到對方的尊重。其原因是類似的，就是參與各方其實僅能瞭解他

方主張的內容與理由，但未能認同其價值，因而仍以己方的價值為

優先考慮，自然不容易想要找出較具創意且都可接受的替代方案，

而多半要求對方退讓，造成僵局難以化解。

此處所謂某領域的價值往往存在於其領域發展的脈絡、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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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特性之中，因此不如外顯的知識或主張一般容易瞭解。例如一方

主張要使用原有材料來製造，他方未必容易認同其價值不僅是在歷

史正確性（歷史正確有多重要），更不容易理解還有保存工藝技術

的價值及實驗性考證的功能與價值。這些價值即便能直接明白地敘

述，另一方有時也未必能在短時間內認同，而僅能認知有這樣的價

值存在。原因在於歷史正確、工藝技術保存的重要、實驗性考證的

需求等價值，是需要對於一般歷史學、航海史、考古學等學科有一

定程度認識才有辦法認同的。以目前臺灣的教育方式與專業文化而

言，一般工程師即使與其工作內容略有關聯，還是較難以涉獵瞭解

上述學科的梗概，反之亦然。因此似乎也難以苛求雙方要很快能理

解與認同對方的價值，於是這種衝突變成勢所難免，而替代方案也

容易被忽視。

那我們要如何解決這種困境呢？如何使參與各方都更容易瞭

解彼此？除了廣泛的知識與跨領域的學習（概念）外，或許可以用

「非專業者能否欣賞」當作檢視非專業者對於該領域是否有足夠的

知識與價值認同的指標。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是，當我們說要欣賞

/鑑賞文學、繪畫、雕刻、音樂時，我們並不是指我們要變成職業

的演奏家或表演者那般厲害才能欣賞吧，所以對於其他學科領域，

我們也是不需要到那麼專業就可以欣賞了。那麼，我們平時能說我

們欣賞科學與技術或歷史研究嗎？我們有足夠的相關背景知識去讀

其相關的通俗讀物，並能稍微判斷好壞，就像我們品評歌唱家或繪

畫一般嗎？如果我們有信心可以說我們能有業餘的品評欣賞能力

時，或許我們就有足夠的能力與該領域的專家一起合作了。

（三）、 概念

在上述的藥方中，我們需要學習的不少，但其實大部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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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所應該傳達且可以學習的。概念在過去的學習中常被忽視

甚至歧視，認為是一種一知半解、不求甚解、不夠深入專業、不夠

厲害、膚淺的。但其實概念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它能引領我們快

速而正確地思考，對於有急迫性、追求效率或不需要細節的場合，

更是重要。

我們可以用認知心理學的基模（schema）—架構（frame）—預

設（default assumption）模型來解釋概念的作用與好處：當我們面

對一些新的問題與知識時，若已經有種基模協助建立起一些架構，

則可以較有效率吸收及理解知識與資訊，但同時也會有一些因為預

設所帶來的認識的限制。所以，若我們在跨域工作之前已經對於其

他領域有些概念，就是已有一些認知的基模與架構，雖然可能會

受限於一些預設，但是對於一般正常的情形，這些限制多半無關緊

要，若有必要或需要，也可以從日後深入廣泛的學習中修正。但

是，反過來說，若在跨域工作前缺乏對其他領域的概念，要吸收相

關的知識不僅會有困難，也有難與其他合作者溝通的問題。

我們過去很多人都缺乏其他領域的概念，主要原因或許是教

育體系不鼓勵，甚至反對跨領域學習。這不僅表現於諸如高中分組

教學的制度性設計，更常表現於老師家長對學生的教誨與態度。通

常這種教誨背後的假設是希望學生學有專精、有一技之長。這並非

錯誤，但是有專精並不等於只有專精，也就是說，有一技之長或許

是最低標準，而不是只能有一種專長。臺灣過去的主流中等以上教

育似乎因此只培養出了「高級技工」，能熟練精進技術，卻不太會

思考規劃，也不看領域外面的世界。這種品質不錯的單一專才是代

工產業所需，對於經濟要工業化發展的 1960年代或許是最佳、最

有效率的人才策略，但是到了 1990年代卻已經明顯不足了，而我

們對此種不足卻後知後覺。

(10)Define(2015-03-18).indd   353 2015/3/23   下午 07:05:10



354　界定跨科際

概念的威力無論在專業領域內外都可以展現。舉例而言，1912

年鐵達尼號撞上冰山沈沒時，其造船工程師Thomas Andrews, Jr.（7 

Feb. 1873—15 Apr. 1912，圖 1）為協助船長判斷該採取何種緊急行

動而估算所剩時間時，就展現一種基於專業知識的概念式工作。據

生還者報導，他從船長處得知船員回報各艙區進水狀況後，回到房

間拿出設計圖估算幾分鐘後，便向船長回報大約還有 1.5小時，對

比實際上接近 2.5小時後沈沒，這種估算是非常準確，且略偏保守

的方向足以使船長有正確的判斷依據。因此，雖然從造船專業的

角度來看，這種船隻進水沈沒的動態過程是可以計算的，但是過

程繁複，目前以電腦模擬當然不是問題
1
，但考慮當時沒有電子式計

算機，若只有專業知識，也要手算很久到不切實際的地步。因此

Thomas Andrews, Jr.必然是以概念估算的方式進行，所以其準確程

度代表了他對這些專業知識的概念有相當的掌握，才能迅速估算出

約略準確的時間。這是專業領域內部概念運作良好的範例。

圖 01　 鐵達尼號的造船工程師
Thomas  And rews ,  J r . 
（http://en.wikipedia.org/wiki/

File:Thomas_Andrews_%C3%BCl.

jpg）

1   以電腦計算模擬沈沒過程的情況可以參閱網路上的一些影片，例如http://
youtu.be/FSGeskFzE0s或國家地理雜誌2012年的一些紀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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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領域的團隊合作

（一）、 跨域合作的條件

跨域合作時，各領域專家面臨的挑戰也與溝通有關。2012年

在東京大學舉行的科技與社會學會（Society of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s, 4S）年會中，一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發表有關跨域團隊的

初步研究指出：跨域合作研究的一些條件是成員彼此要能溝通、有

共同的興趣、願意學習新事務、都能從合作的工作中獲得滿足感、

當中沒有「壞人」、需要時間建立互信等。這些條件中，我們很容

易知道能從合作的工作中獲得滿足感是一般研究者需要的動機，不

一定與跨域有關；而有共同的興趣及願意學習新事務則是組成跨域

團隊進行跨域研究必須的事務性條件；其餘的要能溝通、沒有「壞

人」、需要時間建立互信等三項都與人際互動有關，也凸顯了跨域

溝通的重要性。

此外，從本文作者的經驗中也看到技術方面的合作特徵往往

也包括：（1）不同領域的技術與理論，即使不是最先進新穎的，

也可能為另一個領域帶來新的技術或理論上的突破，所以不需要拘

泥於所有的技術都是要最新最好的；（2）研究者中最好有能整合

各學科的，並與各學科的人保持密切的討論，這就又與跨域溝通有

關。

以過去一個專業合作研究的案例（圖 2）來說明：醫生（MD）

發現一項有關聲音的疾病問題等待更好的解決方法，而此問題有

賴對於器官更深入更多的瞭解，但受限於儀器設備與相關理論，

醫生於是尋求同一所大學內相關工程領域專家（右邊Engineering 

Scientist）的合作，其合作雖然改善了原先儀器觀察受限的問題，

但未能有更進一步的突破，直到他們與同校具有物理學背景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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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合作，開始尋找新的理論來解決問題。而後來有新的突破是此

音樂學家在朋友聚餐閒聊時與一位任職於他校的社團朋友所發現

的，這位具有另一種工程背景的朋友後來協助音樂學家借用其領域

內傳統的簡單理論，類比到有關聲音的器官行為問題上，因此建立

一個新的模型，突破傳統模型超過 30年未能解決的問題。

圖 2　跨域合作研究團隊成員關係示意圖

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又可以看到跨領域研究的一些特徵與條

件。例如不是很容易可快速建立團隊，往往要從核心成員發展起，

且最好有能整合各學科的核心成員，與各領域專家溝通整合。而且

最好兩兩成員彼此間以前就認識，容易建立信任關係；若成員間有

多重連結，近似的背景容易產生默契。然而，這樣既異質又近似的

成員如何組成似乎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因此，除了在學期間多結交

不同專業領域的朋友外，在工作場合也應鼓勵建立某種合宜的空間

與場合，讓不同領域的專家可以互相認識對方及其專業。

我們若回去檢視回顧臺灣船案例的成員，的確有來自不同背

景的專家：市府官員、造船廠、專案經理、歷史學者、船舶學者

等。然而，這些成員間過去互相認識的不多，處於關鍵中間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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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官員也恰好是業主，但卻是與其他成員最不熟悉的，也受限於

一般公務員行政的角色，與其他人處於委託與監理關係，無法建立

一種信任與合作的關聯，因此失去扮演中間橋樑及潤滑劑的角色功

能。而其他成員間過去缺乏溝通，也不容易在短時間內建立信任關

係，互相學習瞭解彼此的專業。而偏偏此案又有執行時間的壓力，

於是專家間的衝突是此案先天結構上會引出的問題，在欠缺後天人

為的特殊努力下，就變成無可避免的後果。

（二）、 如何準備跨域？

在瞭解跨域團隊合作的一些特徵與條件之後，我們會好奇一

個人需要怎樣的必要條件才能準備好進行跨域合作呢。根據上面的

討論，或許會有如下的幾項原則：

（1） 具有充分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以貢獻特別的能力於跨域

團隊之中。

（2） 具有廣泛的常識：以認識問題，瞭解其他成員的專業，

判斷團體如何合作。

（3） 開放的心態：以與不同背景成員相處共事，也能接受共

同的創新，不受限於任何一個專業領域的成規。

（4） 對工作主題的熱情：才會有跨域工作的動機。這不是培

養強求可得，而是需要挑選先前已經具備熱情的主題。

（5） 整合不同專業的能力：以上述能力與態度，加上可以在

專業領域內培養的整合能力，應用於此跨域工作上，方

能促成跨域合作的順利完成。

然而，最後兩項的熱情與整合似乎是無法教導、訓練、學習

的？好像是「培養」來的，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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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術常識」或「專業通識」

我們如何能欣賞科技、培養對某些可跨域主題的熱情、培養

整合能力？除了廣泛的常識，還有什麼是需要的？所謂的廣泛的常

識又是什麼，才能有助於跨領域整合？我們發現有個舊概念的重新

發現與詮釋，可以協助人們回答這些問題。

當 2010年本文作者與林崇熙教授討論高等教育的實驗性教學

計畫時，不約而同在約略相同的時間提出「專業通識」的概念。

然而我們很快就發現這與日本工程師高橋勘次郎（1990）早年提出

的「技術常識」是類似（幾乎相同）的概念，只是高橋討論的對象

侷限於工程領域，因此以「技術」而非「專業」稱之。可見勢之所

趨，所見略同。

這個「專業通識」的概念重點在於打破對於知識領域傳統的

專業對上通識的簡單二分法，而是在底層通用的常識（通識或常

識）之上，位於專業技術或知識結構底層之處，也就是基礎的專業

知識部分，提倡「專業通識」的概念，指稱此部分的基礎專業知識

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除了是發展某個專業的基礎之外，也是

與其他專長相通的基礎。若以大學課程來說（參見圖 3），目前的

通識課程除了要與專業課程銜接，設法互相融滲之外，也朝擴大

一位大學生的基礎專業知識來發展，例如將基礎自然科學或社會科

學課程列為通識，而不侷限給相關專業科系的學生作為基礎專業科

目。但是這樣還不足以使學生具備足夠的基礎學識來發展跨域合作

能力，他們可能需要更多的各類基礎專業知識，因此我們把這些科

目視為「專業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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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s 1980’s~現在 現 在 ~ 未 來

知識/素養金字塔

通  識 通   識 通   識

專業通識

專
業

專
業

專
業

專
業

次
專
業

素養

卡榫
融滲

焊接
穩固

圖 3　 對我國高等教育課程設計（curriculum）期待演進之路（陳政
宏，2013）

例如機械系學生可以把普通生物學及普通化學列為通識（相

對於普通物理學是其專業基礎科目），而進一步可以把需要先修普

通生物學及普通化學的生理學或有機化學列為專業通識，因此未來

有可能發展醫學工程的跨域專長。同理可以應用到其他領域的課程

設計中。

綜合來說，專業通識的特性與功能包括：可以連接基礎通識

（教養、常識）與專業技術知識、也是連接專業知識之間的基礎、

重視概念與核心原理多於操作技巧等細部知識、可能是培養專業視

野、創新能力的關鍵，也有可能是臺灣學生可能不如美國學生之

處，因為他們的通識往往在高中就已經完成大半，大學可只專精於

專業通識與專業科目。

那我們要如何增進專業通識呢？高橋主張要有好奇心、追根

究柢、想瞭解來龍去脈。若應用到臺灣的教育現場，則是我們必須

要開放更多學分數讓學生選修，同時學生或許也需要工具協助、引

導，因此綜合性大學可以用資訊工具建置課程 /知識的關聯地圖，

以協助學生瞭解龐大的課程體系間各科目的關聯性。但是這都有待

大學與教育行政當局的瞭解體會與資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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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跨領域創新與解決問題

不少人會認為專業都學不完了，哪有力氣搞跨域，以此來質

疑跨域學習及工作的需要及必要。但是我們從許多例子都可以看

到，創新多半來自跨領域的應用，特別是有革命性或突破性的創新

更是如此。以下舉兩個例子說明。

首先是電影《賽德克．巴萊》在山區攝影方法的改良。當時

其工作團隊中的安全防護組組長魏宗舍，具有電梯工程背景，因此

在韓國專業攝影團隊碰到臺灣山區崎嶇地形，而遭遇攝影機如何移

動才能拍攝得好的困難時，提供了由其電梯工程背景衍生出來的

方法，這是原本攝影專家所不知的。因此可以說是在電梯工程協助

電影拍攝的跨域創新應用。若安全防護組組長不是魏宗舍，或許一

樣可以照顧工作人員的安全，但可能無法提供這一想法。所以此

事雖屬偶然，但也說明了上述跨域合作條件的重要，以及「不知

道哪天會用到」的難以預期性。這段故事可以參見《賽德克．巴

萊》幕後全紀錄∼未盡之路影片 Part 2/5（2’29”處，http://youtu.be/

vY1K49kZs1k?t=57s ）

第二例是成大工業設計系畢業的李盛弘、陳宥霖兩人。他們

在大三時修了工程史及科技與社會兩門課，應用其中所學的「行動

者網絡（ANT）理論」於其畢業設計作品的設計流程中，重新審視

人與物的關係，因此創造出嶄新的剪刀與急救箱，並獲得許多國際

創意設計競賽大獎的肯定
2
，且申請專利，準備與國際性大廠商合作

2   他們獲得的獎項包括：2010 Yodex (Young Designers’ Exhibition): Product Design 
Gold Award、2010 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 Hannover) Lebens(t)räume: 
Universal Design Award、2011 Red Dot Winner: Life Science Design Concept、
2012 Core77: Consumer Product: Student Runner up Award、2012 Core77: 
Equipment Student Notable Award、2012 IDEA (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 supported by The Industrial Designers Society of America): Students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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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他們在海報中清楚說明如何應用ANT理論去分析設計問題

的方法，以及設計的歷程（圖 4），是個典型的跨域應用創新的案

例。

圖 04　 李盛弘、陳宥霖說明應用 ANT理論
到設計流程的海報。

四、 未來的學習與教育

上述討論對於未來的學習與教育又有何啟示呢？我們可以將

其他相關研究的結果與前述分析討論結果綜合來看。

（一）、 創意心理學的啟示

心理學家研究創意的問題時，發現一些育成創新的合作或人

才的有利條件包括（Csiksentmihalyi, 1999）：

1.社會條件

（1） 維持民主政體，促進公民自由，力保政治安定且經濟良

好。

（2） 檢討修訂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保障科技專家的生活及

Award、2012 Braun Prize：(National Winner No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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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成果。

（3） 著重科技發明。

（4） 鼓勵文化多元性：減少對各種人 /文化的歧視。

（5） 交通方便的資訊及活動的中心。

（6） 塑造能賦予靈感的新奇而美麗的環境。

2.創意人才天賦的選擇

（1） 選擇智力高於常人且情緒較穩定者，使其受高深訓練。

3.家庭教育環境與價值

（1） 採用有助於小孩養成獨立性與彈性的教育方式。

（2） 改變傳統家父長威權式的家庭文化。

4.學校

（1） 教育目標：加強培養其自主力、富於彈性不執著、企求

創新，著重培養與創造有關的行為

（2） 教育訓練環境：

　　i. 時程與課表要留有充足的休息與閒適時間；

　　ii. 設計並鼓勵同儕間知性的交流活動。

（3） 教育過程傳達要融合看似矛盾的個性觀念，包括：

　　i. 精力充沛時仍保持沈靜自如；

　　ii. 聰明者不失天真；

　　iii. 遊戲與紀律不可偏廢；

　　iv. 自省有現實基礎的想像與幻想；

　　v. 內向與外向兼具；

　　vi. 自信不忘謙卑；

　　vii. 既陽剛也陰柔；

　　viii. 獨立而叛逆但內化某種傳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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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對工作熱情但也要客觀。

（4） 活動或課程的教學設計與策略

　　i. 設計培養好奇心與興趣的活動；

　　ii. 適度增加作業的複雜性；

　　iii. 鼓勵學生客製化自己較固定的時間安排，加強時間管

理能力，練習個人的活動模式化；

　　iv. 教導並鼓勵表達情感的方式與工具，例如文學藝術表

演；

　　v. 鼓勵不同觀點的討論與辯論；

　　vi. 鼓勵沒有標準答案或有多種標準答案的作業練習及考

試題目；

　　vii. 培養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

　　viii. 設計作業活動，包含選擇性解讀、選擇性組合、選擇

性比較，以培養洞察力。

我們可以發現在家庭及學校教育的原則中，往往都包含有助

於我們前述需要培養整合能力、廣泛學習、開放心態的作法。也因

此，可見創意的培養與跨域能力存在高度的關聯性。

（二）、 高中的通識

接著我們就需要回到體制內的教育問題上。前述的通識似乎

是許多專業、創意與跨域能力的共同重要基礎。而通識的特性是基

礎而通用的、低年級不分系都一樣、融會而貫通的（理想中的課

程，目前較少）、可以在高年級整合基礎與專業的。然而這一切發

展若僅侷限于大學之中，不僅會使大學課程爆滿而不切實際，也可

能對一個學生而言出現得太晚了，而使效果有限。真正的通識，在

脫離國民教育層次後，應該從高中開始實施通識。畢竟高中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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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備，因此教授基礎而通用的通識是理所當然，或者更誇張點

說：整個高中階段都應該是通識！那我們還應該對高中分組教學

嗎？其實不僅基於一般通識的理念，也為了本文所闡述的跨域能力

的培養，高中應該是全人教育，只要完整且有效的學習，高中課程

設計出來的知識是很充足的。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需要讓學生瞭解應該以通識的觀念去讀

高中，而非以進入某種大學科系為目標來讀書，而只念自認為與之

有關的科目。高中學生應瞭解學生的任務是學習，不是升學。升學

只是手段，其目的是學習，而學習的目標是增進能力，而非自我標

榜。但不幸地，我國現行教育體制的問題造成學習的偏差。早年由

於資源有限，升學機會也受限，政府甚至有人力規劃政策，但政府

高度的管制結果使得教育機會與供需問題偏離市場調節的機制，行

政制度也僵化缺乏彈性，且由於教師太少（生師比太高），因材施

教的成本高，老師們也不可能因材施教。大家討論公共政策（例如

教育政策）時，往往忘記成本不低，也沒討論成本由誰負擔的問

題，以致於高中教育幾乎淪為升大學補習班，而不是大學預科。這

是未來需要重大改變的。

（三）、 大學的融貫通識

當學生繼續受教育而進入大學之後，自身應作的準備中最重

要或許是認識自己，檢討、修訂、並執行「自我教育」。除了老師

所建議的課程設計外，為了建立良好的學習及工作態度，也應該有

些新的觀念改變。

大一的時候應該趕快探索各種科目及活動，修好各類核心與

基礎通識科目，參加一些社團，可以結交跨領域朋友。然後一邊思

索是否要轉系，雖然入社會或升研究所時還有機會可再轉，但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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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濟學的機會成本原理來看，其代價會越來越高。

大二一般是功課最重，以專業的基礎科目最重要，但也是建

立專業通識的重要時機，這些科目的學習成效（深度）與廣度將會

決定未來吸收各種專業領域知識的速度與能力，同時也建立專業通

識的廣度。

到了大三大四，除了一邊學習專業主修的科目外，似乎也應

該學習「融貫通識」（陳政宏，2010）這種較高層次跨域整合性的

通識課程，將低年級所學的通識與後來某些專業科目結合的，以培

養融會貫通跨域知識，以及整合能力的方法。此類課程也可與專

業領域中的專題製作或其他整合式設計課程同樣列為總結式課程

（capstone course），不同之處在於融貫通識是跨域的，而專業的總

結式課程未必跨域。這樣的課程不容易發展，需要有適當且足夠的

師資已經有了些跨域研究的成果，再從體制上的彈性實驗開展，漸

次推廣，使一般師生能逐漸接受。

（四）、 對教學方式的建議

綜合上述討論，歸納一些對於現在教學行政制度與方式的建

議，條列如下：

1. 學科領域分類多元化：不要再使用人文對自然的二分法，使學生

認識學科領域的劃分可以很多元。

2. 淡化學科邊界：特別是在高中與大學低年級階段，所以或許可採

用院或校不分系的制度招生與授課。在國內特別要考慮學生因而

欠缺歸屬感的心理問題需要輔導。

3. 大學通識課程層級化：要求有不同深淺程度的科目，設計出只適

合大二以上、大三以上的科目，以便區隔全部年級都適用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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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通識。

4. 在大四開設跨領域整合性的「融貫通識」課程：例如「音樂、演

化與大腦」（臺大蔡振家）、「水下考古」、「生物力學」等，並

鼓勵（及限制）擁有其中一門專業主修的學生選課。

5. 建立知識地圖：發展此資訊輔助工具，與全校性課程地圖整合連

結，提供學生知識關聯性的資訊。

五、 結語

誠然，跨域的學習、研究與合作是未來重要的發展趨勢，面

對我們一時無法改變的傳統專業分化結果，跨域溝通是個人與團體

邁向跨域工作的必備工具。然而，我們從一些案例中可以發現這不

是容易的任務，特別是在缺乏適當的外在條件與當事者的自覺時，

更不容易。因此，未來除了繼續推廣對跨域工作的認知以外，本文

也提出對未來在教育制度與教學方式可以改變的建議，更希望學習

者從學習之初就能對跨域有適當的理解與準備，而不受限於傳統固

化的疆域。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跨域工作若以個人為主，多

屬菁英方能為之；若為團體工作，則需良好組合，而無論何者都必

須要當事者本身有一定的準備。希望這些準備工作未來自然而然就

是一般教育過程中的一部份，而不需像現在這樣特別提出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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