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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 課程介紹

• 批判性思考與簡報技巧

• 影片欣賞：插旗攻城市（義、法、芬蘭、斯洛維尼亞、德）

• 影片欣賞：插旗攻城市（葡、挪威、突尼西亞、冰島）

• 議題一：科學素養與科學傳播

• 議題二：非線性與21世紀文明演進

• 議題三：大數據、人工智慧與社會變遷

• 議題四：科學型廣告、媒體識讀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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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 議題五：氣候變遷、災難與社會脆弱性

• 議題六：鼓勵生育、人口政策與新人生倫理

• 議題七：科學與宗教：互補、對立或其他

• 議題八：科技政策、公投與民主審議

• 議題九：社群媒體：21世紀社會的新維度

• 議題十：創造我們的未來與永續社會

• 期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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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行方式

共時授課

• 萬老師報告（或嚴老師）

• 嚴老師報告（或萬老師）

• 兩位老師對話

• 同學報告及討論



我的知識背景

• 數理資優教育出身，第一志願原為資工系或資

管系，因越來越受文學吸引，決定報考外文系。

外文系畢業後轉社會學碩博班。

• 博士論文是高度理論性的著作，主要處理不同

學術傳統的（社會）系統思維，廣泛借鑑複雜

科學、生物學哲學、心靈哲學等不同領域的知

識資源，後改寫為專書。

• 廣泛的研究興趣：社會理論（系統理論、馬克

思主義、演化思維）、（社會）科學哲學、政

治社會學（公共審議、參與式預算）、當代歐

陸政治與社會思想、翻譯研究……

Wan, Poe Yu-ze. 2011.
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非典型「社會學家」

• 2014 年 4 月 22-25 日，受

維也納「貝塔朗菲系統科

學研究中心」（Bertalanff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ystems Science）邀請，至

2014 年的「歐洲控制論及

系統研究大會」（European 

Meetings on Cybernetics and 

Systems Research），協助

組織會議，並擔任其中一

個場次的會議主席。

與Mario Bunge 教授合影留念





我在社會學系的教學特色：跨域知識

• 我在教學時從不主張「社會學本位主義」，而是根據不同的研究主題

及社會現象，設法培養學生對整個社會科學（甚至部分自然科學）的

興趣及基本認識。

• 例：我在教「當代社會理論」時，會花一週討論「理性選擇」理論，

並在該週課程中涵蓋賽局理論、行為經濟學、代理人基模擬（agent-

based modelling）等各門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又如我在教

「社會系統理論」時，會一併向同學介紹「複雜科學」（complexity 

science）的世界觀及部分自然科學的發展趨勢（如凝態物理及演化生

物學）。



「科學與社會」的教學理念

文理二分的不合時宜

• 盡可能透過例子說明文理溝通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

• 面向理組：多談人文社會科學的有趣研究或啟發

• 面向文組：多談我自己如何從自然科學當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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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什麼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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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什麼是科學？

Source: Ali Fisunoğlu. 2019. “System Dynamics Model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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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什麼是科學？

「人類是一種將自己置於自身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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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什麼是科學？

• 「要是沒有可以歸屬的東西，我們便沒有

穩定的自我，但全心全意投入和依附任何

一個社會單位，卻意味著某種喪失自我（

selflessness)。我們身為一個人的感受，來

自於自己被捲入更大的社會單位；我們的

自我感來自於我們抵抗拉扯的各種微小途

徑。我們的身分狀態受到世界上牢固的建

築物所支撐，但我們的個人認同感卻往往

存在於裂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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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什麼是科學？

一本科學哲學導論的目錄：

1.科學是什麼？（What is Science?）

2.科學推論（Scientific Inference）

3.科學中的解釋（Explanation in Science）

4.實在論與反實在論（Realism and anti-realism）

5. 科學變遷與科學革命（Scientific Change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s）

6. 物理學、生物學與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Physics, Biology and Psychology）

7.科學及其批評者（Science and Its Critics）



15

例：什麼是科學？你要做哪種研究？

乾淨的模型（clean models）vs.骯髒的雙手（dirty hands）

• 優雅簡潔的數理表達 vs.深刻的田野經驗與文字表達

• 演繹 vs.歸納

• 代表性 vs.小樣本

• 掌握數量或趨勢 vs.理解特性（意義）

• 多樣的研究目的：描述；因果解釋；意義詮釋；批判與發聲……

 科學不是只有一種面貌！



例：科技政策與民主審議

新模式：審議民主

• 讓更多利害相關者參與決策過程；提供充分的資訊和適當的參與機會

，讓一般公民能夠審慎判斷各種政策選項，透過深入討論，提出集體

的意見。

• 主要的公民參與機制包括公民會議、參與式預算、科技委員會等。

• 核心價值：公民不只是專業資訊的接收者，而是能貢獻許多在地知識

（local knowledge），對科技評估做出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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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平等問題

• 除了減損健康程度、提高死亡風險之外，不平

等還有什麼影響？

英國流行病學者 Richard Wilkinson 的研究：不

平等與社會問題

• 社會問題的主要指標：平均壽命、兒童數學與

識字能力、嬰兒死亡率、兇殺案發生率，監獄

人口與總人口的比例、未成年少女的生育率、

人民的相互信賴程度、過度肥胖、心理疾病

（包括毒癮與酒癮）、社會流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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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數據」下的文學研究

• 莎士比亞真實身份之謎：培根（Francis Bacon

）、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七人集團

……。

• 2009 年以來，來自五個國家的研究團隊結合

了傳統的研究方法和大數據「文字探勘」（

text mining）（詞頻分析，包括詞彙組合的方

式、介詞使用方式），指出 44 部莎翁作品中

有 17部是與人合作完成的，佔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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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數據」下的文學研究

《紅樓夢》的詞頻分析：

紅色 + 為前80回；藍色 o 為
後40回。

資料來源：

〈用機器學習判定紅樓夢後4
四十回是否曹雪芹所寫〉

http://chuansong.me/n/38756
4851959

http://chuansong.me/n/387564851959


Niklas Luhmann，2013，《文

學藝術書簡》（Schriften zu

Kunst und Literatur），張錦

惠譯，台北：五南。



• 張漢良論「生物符號學」：

「……生物學與文學研究長久以來

便有密切關係；近年來，自創理論

更對盧曼（Niklas Luhmann）的系

統社會學、舒密特的（S. J. Schmidt）

的系統文學有具體的影響；而法國

社會學家布赫笛爾（Pierre 

Bourdieu）的生物學淵源尚乏人探

討；生物科技與文藝的關係有待建

立」（張漢良，2005，〈何謂生物

符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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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從簡單到複雜

• 1998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Robert B. Laughlin：

「物理學告訴我們，『整體大於部分之和』不僅

僅是一種觀念，更是一種物理現象。大自然不僅

在微觀規則的基礎上受到規範，還受到更廣泛有

力的組織原則的規範」（Laughlin, 2005: xiv）。

• Laughlin 的得獎演說：「在物理學待得夠久、足以

嚴肅看待實驗記錄的學生，最後會瞭解：在許多

時候，化約論的看法是錯的，甚至可能總是錯的

……。我自己則猜想，物理學中絕大多數的重大

問題，在本質上都是突現的」（Laughlin, 1999:

863）。

Robert B. Laughlin. 2005. 
A Different Universe: 
Reinventing Physics from 
the Bottom Down



我希望教給學生的……

• 保持知識的雜食：大學階段「廣」先於「精」。越早認識到不同學

科交流互通的可能性，越可能在日後提出有創意的想法。

 核心能力：「提問力」與「判讀力」是關鍵所在

• 對「方法」與「方法論」保持探究的興趣：有助於提醒自己思考學

科的邊界、各種學術典範的異同、獲得知識的途徑、特定研究方法

的優勢與限制等問題。

• 重視精確與嚴謹：與其濫用十個概念，不如精確掌握其中一兩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