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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走出同溫層的人類學跨領域實踐與應用

宋世祥 | 客座主編 ＆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

人類學的實踐不只限於人類學相關系所與人類學者的

學術社群之間。

本期《人類學視界》由【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

宋世祥客座主編，主題為「人類學的跨領域實踐與應

用」，共分為三大單元。第一單元為「跨領域的人類學

教育」，三位都不在人類學系教書的人類學家分享了

各自的跨領域教育經驗，從中可以看到當代台灣的人

類學已經滲入到各個學門之中。第二單元為「跨世代

女『人』交流 ~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021 暑期活動 實

習紀實＆心得 」，三位 2021 的實習生分享了參與活

動企劃、執行的記實以及個人的反思。對於活動中三

位女性講者分享內容的記實，展現出三位人類學思維

方式與民族誌方法在專業所發展出的影響了；而三位

實習生的反思也讓我們看到當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

生對於自身前途的思考。最後一個單元為「在百工裡

的人類學家」，兩位分享人分別在創作領域以及電子

媒體領域，她們曾經先後取得台大人類學系碩士學位，

卻也都走上了學術以外的道路。她們的文章分享了各

自如何思考自己的職涯該怎麼發展？過往的人類學訓

練又對於他們的工作帶來如何的影響？

每年能成為學院裡的人類學家的人數其實都很有限，

可以說人類學的影響力其實是透過「百工裡的人類學

家們」展現出來，不管是在教育領域還是在各行各業。

還懇請學術同業們給他們更多的鼓勵，也一起思考如何

讓人類學的影響力跨越學術的同溫層，讓更多人感受

到人類學的魅力，也為社會帶來更多以人為本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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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跨領域的人類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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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需要人類學？

從博物館學碩士班的訓練來重新思考人類學的可能性

王廷宇｜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作為一個從碩士班開始學習人類學的人類學徒，周遭的

師長、同學與朋友都是或多或少從事文化或社會研究的

工作，不然就是長期投入中國少數民族、藏人研究的

同好。在那段時光中，沈浸在研究、田野調查與論文

書寫的我，幾乎沒有想過人類學是否重要，或是誰需

要人類學這樣的問題，因為答案是不證自明的。由於

我的研究方向與論文題目都是比較經典人類學討論的

話題，選擇的研究對象又是四川的藏人，而不是在都

市進行調查或選擇較為應用性的話題，因而錯過了第

一次反思誰需要人類學這個問題的機會。在鄰近畢業

時，在不少人類學前輩、同好的努力推廣下，例如芭

樂人類學部落格及其寫手們或是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團

隊，都讓不少原本興趣調性就與人類學、民族學很接

近的學術圈外人在網路媒體上與人類學討論一拍即合。

從博物館、社區營造、地方創生這些台灣方興未艾的

領域裡，都看到了人類學能夠有所貢獻的地方。當時，

我曾天真的以為人類學終於走進台灣的公共討論中，

大眾也對人類學這個冷門的學科感到興趣了。畢業後，

我很幸運的開始在博物館學研究所工作，懷抱著天真

的憧憬，諸如「博物館領域很需要人類學的！」、「博

物館與人類學不是親密的戰友嗎？」、「人類學現在

能夠對很多文化與社會領域帶來貢獻」等展開我的教

學工作。沒想到，工作了一學期之後，我的想法變成

了「誰需要人類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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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誰需要人類學」這樣的反思，完全是我自己過

去單純從人類學角度想像人類學與博物館理應是互相

需要彼此的，沒有真正深入的接觸當代的博物館業務

內容，因而在開始接觸博物館領域之後自然產生的文

化衝擊。實際上，學院裡的人類學從來都不可能直接

運用到應用或公共領域上，從事應用人類學或公共人

類學的人類學家們都很清楚這件事。再加上，學術研

究討論的部分必然只是地方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不可

能也不應該以學術討論的部分作為理解地方生活的「唯

一」方式。回到博物館的領域，我開始任教之後，透

過協助博物館學研究生發展他們的碩士論文題目、幫忙

研究生組織他們在博物館領域觀察到的資料、探訪研

究生實習的博物館館舍、與一些博物館領域的工作者

與研究者互動，我赫然發現，他們似乎不太需要人類

學也能夠完成各自的工作。真實世界裡，台灣的博物

館領域裡比較多的是歷史學、藝術、管理甚至是行銷

方面專長的畢業生，人類學領域專長的博物館從業人

員只是少數。我便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學期後，不斷地

在教學生活上詢問自己，那麼到底誰會需要人類學呢？

從博物館專業教育中反思「誰需要人類學？」

在討論博物館與人類學發展史的著作中，研究者們都注

意到博物館與人類學的發展有著好幾個階段，其中從

早期在博物館的經營中發展出人類學，再到博物館與

人類學並存的階段，接著是人類學轉向大學領域發展

並開始與博物館分道揚鑣。人類學在大學系統中發展，

學生人數開始增加，研究也越來越不依賴博物館的藏

品，而開始轉向其他社會或文化的領域。感覺上好像

是人類學的研究不再需要博物館，但一回首，博物館

經過專業化發展的過程，他們的業務工作裡似乎也不

再需要人類學了！

與此同時，人類學作為一個學科同樣經過發展過後，理

論典範、研究方法、對於資料的分析也都越來越專業與

深入。對於人類學感興趣的一般民眾往往會被有趣的

人類學著作所吸引，但是人類學所要求的門檻也不低，

因此就會讓人類學者與一般民眾的中間有著極大的隔

閡，這也是諸如芭樂人類學還有百工裡的人類學家等團

隊嘗試要努力之處。在這樣的背景下，儘管人類學研

究者們仍然認為人類學對於社會與文化有著重要貢獻，



8人類學視界：人類學的跨領域實踐與應用

但是這些在社會與文化場域的工作者多半不是選擇人

類學來處理他們每天日常的工作。以博物館來說，台

灣的許多博物館與美術館需要的是策展、典藏、行銷、

管理、文創人才來完成當代博物館多面向的工作內容，

人類學明顯地不是台灣博物館領域較為需要的學科。

當然，民族學類的博物館除外，因為這類博物館主要

的業務是直接與人類學連結的。當博物館學領域研究

生的未來職場已經不再需要或重視人類學的時候，研

究生們自然不會在學習的過程中認為自己的知識技能

組建中需要人類學。

與此同時，我的教學工作也邁入第三年，經過前幾年從

衝擊到重新觀察、學習與適應，我認為問題已經從「誰

需要人類學」更精準的變成「對於人文社會跨領域的研

究生訓練來說，人類學能夠有什麼貢獻」。要嘗試回答

這個問題，我認為將問題再區分為兩個小問題來思考，

首先是研究所的研究生訓練應該有多少比例的學用合

一？再來是跨領域訓練中人類學的優勢是什麼？

從人類學出發思考博物館專業研究生訓練

在學用合一的部分，目前的輿論與討論都在「台灣高

教體系教授的知識在職場排不上用場」以及「大學應

該要引導學生思考與解決複雜問題，而不是成為職業

訓練所」這兩個方向之間。極端一點的辯論會說前一

個論點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大學裡的教授很多都尸位素

餐、不求進取；後一個論點則是認為短視近利的只學

習馬上派上用場的技能，長遠下來對於整個人才培養

的環境是致命的。在我教學的實際情況裡，博物館領

域的工作有一些的確是需要重視技能的學習，例如博物

館藏品的保存與維護、藏品典藏與登錄、展覽策展規

劃與執行、教育推廣活動執行等，這些面向裡，實務

經驗的積累是極為關鍵的，閱讀這些領域的理論文獻

相對來說佔的比例要少得多。但是，從大專院校的基

礎建設來看，有大學博物館的不在少數，其中很有規

模的大學博物館偏少，多數的大學博物館還是小而美，

而且人員編制總是很吃緊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學所能提供的博物館實務經驗學習，實際上不可能

在學校中獲得，我們總是鼓勵研究生前往有規模的博

物館實習，藉由實習去接觸庫房中的藏品保存、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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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與登錄作業，又或是在實習期間參與展覽及教育

推廣活動。大學端的研究所再如何強調博物館實務，

大學所能提供的硬體條件實在是限制很多。再來，如

果學生畢業後希望參與國際規模的大展，學校方面也

不可能提供或舉辦國際規模的展覽。

有參與過展覽的讀者或許會知道，學校小規模的展覽與

國際級的大展，雖然都被稱作展覽，但是工作的內容

與性質可以說幾乎是兩種不同的工作。撇除掉實務規

模的問題，博物館領域自從新博物館學轉向之後，也

開始重視與社區的連結、強調社會參與及關注社會議

題，也更為直接的面對「人」的問題。因此，當代博

物館的工作中其實也開始有不少是需要處理社會議題、

複雜文化現象、文化復振與認同等，而這個部分就是

屬於需要閱讀文獻、學習理論以及透過調查與描述來

完成工作的，這裡的學用合一就無法忽視理論與研究

訓練的重要性。更不用說，在新博物館轉向之後的博

物館工作要面對的問題，十之八九都是跨領域的現象，

必須以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的方式才能較好的完成這

部分工作。簡單來說，對博物館學研究生來說，大學

裡的學用合一之比例，實際上是要看研究生選擇的研

究方向與專長來進行調整，大多數的博物館學研究生

如果要面對當代的社會與文化現象，那麼學術性的訓

練是無法避免的。

跨領域訓練中，人類學有何優勢？

那麼我們就進到第二個問題，訓練跨領域的研究生，人

類學有著什麼優勢？撇除掉人類學本身的知識論與認

識論，從過去碩士班到博士班的學習與訓練中，我認

為人類學在協助跨領域研究生的訓練上有著三點優勢：

1、資料為主的研究導向；2. 描述複雜問題的能力；3. 

寫作的訓練與要求。

第一點的資料為主的研究導向，描述的其實就是人類

學重視民族誌資料的傳統。無論是實證性的資料或是

詮釋性的資料，在人類學的討論中，總是從資料的描

述與敘述中出發來闡述與論證，甚至是反思一些理論

性或普同性的話題。儘管上個世紀下半葉，人類學內

部對於人類學家掌握資料的「詮釋」或「理論」權力

有著一定的反思與辯論，但是整體來說，人類學還是

一個很重視從資料中產生論點的學科。對博物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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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生來說，無論是研究一個博物館的展覽、博物

館與社區的關係、博物館的志工參與、博物館的社群

媒體使用、博物館典藏文物的研究，資料的蒐集都是

必須的，尤其是當代博物館工作有不少已經脫離了傳

統的藝術、工藝與歷史領域。然而由於對社會與文化

相關領域的學科知識典範的不熟悉，在博物館學研究

所的訓練中又是圍繞著博物館本身的工作出發，因此

研究生們往往較難從論文蒐集的資料中去生產論點，

而這正是人類學所擅長且能有所貢獻的地方。

第二點的描述複雜問題能力，指的就是人類學是一個

將前資本主義社會或是被其他學科認為傳統、簡單形

式社會，實際上往往都有出乎意料複雜的面向，人類

學甚至有許多經典的理論典範是基於這些前資本主義

社會的民族誌而產生的。英國人類學家 Tim Ingold 

（2020[2018]）就曾經提到，人類學家是將我們的報導

人視為老師，向其學習的對象，而不是沒有名字的資

料提供者而已。因此，對人類學來說，簡單且不具備

資料意義的社會或文化現象時不存在的，沒有故事且

不值得我們學習的人也是不存在的。從這個角度來看，

人類學從日常生活與用品、一般人與底層階級到宗教

生活、儀式專家身上挖掘資料，並將他人視為簡單且

重要性不高的資料透過民族誌描述來呈現其中複雜、

多元甚至是流動的一面。這樣的能力對於處理當代博

物館的領域，尤其是面對社會議題或文化現象的時候，

能夠幫助博物館學的研究生從不同的眼光來看待資料，

並且從資料中進一步整理出自己的論述。

第三點是人類學對於寫作的訓練與要求，能夠幫助博

物館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完成論文寫作之外，也能增加

研究生們在博物館領域的論述能力。基於前述對於資

料產生論述的重視、任何現象或議題都有其複雜、深

層且多元的一面，人類學的訓練是透過寫作的部分來

將資料生產論述以及描述複雜現象的關懷加以落實。

所以，人類學的訓練中，表達（口語與書寫）都是人

類學家將資料或是從報導人處習得的知識轉接、銜接

到當代社會的讀者與觀眾的關鍵一環。簡單來說，儘

管多數的研究所訓練都很重視寫作，不過人類學重視

的寫作必須包含前述的兩點，那就是透過寫作呈現資

料生產論點，以及藉由書寫來將他人看似平凡的問題

之複雜面向呈現出來。對博物館領域的研究生來說，

除了必須透過書寫完成學位論文之外，在博物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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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展示說明、導覽、藏品詮釋資料等傳統工作項

目都很需要表達能力，尤其是寫作。與此同時，許多

中小型館舍或地方文史團體都很仰賴論述能力來設定

與定位自身，甚至是藉由寫作與論述能力來爭取計畫

經費。除了原本博物館領域就擅長的藝術、工藝與歷

史方面，就像前面提過的，新博物館學轉向之後，許多

新的博物館或是老牌博物館的新發展方向都是與社會

議題或文化現象直接相關的，無論是研究這些博物館

的研究生，在撰寫論文或是畢業後加入這個職場，他

們都需要能夠深入淺出的進行寫作與論述。從目前的

博物館學訓練來看，對這些議題的「淺出」不是問題，

各種教育推廣方式、文化創意到使用網路迷因或社群

媒體來介紹推廣，已經成為博物館學研究生的專業技

能之一。但是在「深入」社會議題或文化現象的部分，

多數時候博物館學的研究生還沒有像是他們處理藝術、

工藝與歷史領域的議題時那樣，認知到這些專業領域

是需要經過學習或合作後，才能夠在書寫上將深入且

複雜的內容表達清楚。而一直以來要求重視從資料產

出論證以及從資料中描述複雜現象的人類學書寫訓練，

應該能夠在典範知識的訓練之外，從寫作的角度幫助

博物館領域的研究生將社會議題或文化現象的資料抽

絲剝繭的深度呈現出來。

人類學對博物館專業教育的貢獻與反思

以上的這三點或許對身在人類學相關系所的研究生來

說有點老生常談，又或是對長時間進行人類學跨界對話

與普及的前輩朋友們來說無法真正體現人類學對其他

領域的貢獻。我個人在大學的教學生涯也才開始幾年，

或許還不能具體的說這三點就是人類學訓練一定能夠

對博物館學領域研究生有所幫助的地方。只能說是目

前為止在教學以及指導研究生開展論文以及論文書寫

上，從我與學生的互動中我個人觀察到的可能性。當

然，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博物館學的研究生

在大學時可能來自很多不同的領域，有歷史學、藝術、

大眾傳播、外語系等領域，在這些大學學科的訓練中，

有些學科會重視資料的搜集與呈現以及寫作的部分，

但也有偏重創作或應用的學科。當這些來自不同科系

的學生進到博物館學的領域之後，或多或少，他們都

對新博物館學轉向之後的當代博物館發展感到興趣。

對博物館藏品從藝術或工藝面向開展研究，又或是對

典藏登錄或保存修復有興趣來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生，

比例上是極為少數的。所以，多數的研究生其實論文

題目都是與當代的社會議題或文化現象有關，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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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原住民、新移民直接連結的題目。站著這個立

場上，我覺得人類學對於資料、複雜問題的描述以及

寫作的訓練，從觀察、思考到表達上都能夠很大程度

的幫助博物館學領域的研究生面對當代多元、複雜、

流動甚至是看似矛盾的博物館社會及文化相關話題。

從這個文章開始，我囉囉唆唆說了好幾頁對人類學徒來

說都是那種「誰不知道」的事情。不過，回到我在開

始工作之後的文化衝擊—「誰需要人類學？」這個令

人焦慮不安且驚慌失措的問題。經過衝擊之後的觀察、

思考之後，不能說我認為人類學一定對每個領域都能

產生貢獻與重要性（至少台積電目前徵求的人才是政

治學博士而不是人類學博士！），但對於在新博物館

學轉向之後關注社會與文化議題的博物館學領域研究

生，或是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的研究生來說，人類學

在資料、複雜問題與寫作上的訓練，都能夠幫助他們

開展與完成碩士論文。所以在本文的最後，我只好自

問自答的回答「誰需要人類學」這個問題，目前看來，

我認為關注社會與文化議題的博物館學研究生，或是

打算進行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研究的研究生，人類學

的訓練能夠對他們產生很大的助益。當然，人類學對

於產業或職場的貢獻並不是沒有的，只不過這不是本

文從筆者個人目前在大學教學經驗中能夠回答的。這

方面的討論歡迎大家關注芭樂人類學中關於當代產業

的討論，或是參與百工裡的人類學家舉辦的各式活動，

這些人類學社群裡都有更多關於人類學應用與公共人

類學對其他產業與職場的討論。

參考書目

Ingold, Tim, 2020[2018]人類學為什麼重要，周雲水、

陳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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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學習場域：

從跨領域實作課程反思大學與地方的「共學」意涵

陳懷萱｜國立臺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從學習的「場域」說起

近年來在教育部、科技部等單位藉由挹注資源計畫作

為驅動力，帶動大學校院開始關照自身定位與地方的

關係，藉由課程、工作坊、市集、策展等創造互動連

結的各種合作方式走出校園，發展與「地方」合作的

社會實踐模式。在這些大型計畫的設計框架下，「地

方」不只是大學展現社會責任的目標所在，也是國家

促進高教革新的關鍵「學習場域」。英文的field一詞，

不僅有具體地方空間或抽象領域概念的雙重意涵，在

實踐觀點的理論發展中，也指涉社會行動者的關係性。

對於強調社會行動實踐的高教計畫端來說，深化經營

「場域」一方面關乎大學如何扮演地方的智庫，作為

解決社會問題、驅動地方發展創生的樞紐；另一方面

則是讓大學裡許多不同領域師生「動起來」，改變教

與學關係、創新學習的機制。在這樣的脈絡下，「場域」

除了被認定是大學進入地方的窗口，更是大學參與地

方、與地方連結攜手，共同發展改變社會之行動的實

踐基地。

建立與經營場域關係是一種田野工作的技藝，人類學

領域的田野能力受到重視，因此我從 2014 年獲得的第

一份博後工作開始參與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探索與發展

問題解決導向、「以場域為教室」的社會實踐計畫，

也為自己展開與不同科系背景跨領域人才合作的旅程。

這個旅程的下一站，讓我有機會進入教育部智慧生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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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人才培育計畫總辦公室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在教育

部與計畫夥伴學校之間，從不同的層次與位置，聚焦

在「場域」實踐如何成為高教推動教育創新與大學改

革課題的推手。在「向上」參與觀察的過程中，看到「以

場域為教室」背後是計畫總辦公室規劃建立未來人才培

育跨領域整合創新能力的「人觀」的過程。這樣的「人

觀」，則是透過在大學與地方以「場域」作為中介機制，

摸索建立「共學共創共好」的合作模式來形塑。據此，

在所謂的「計畫管考」內容裡面，大學如何界定自身

與實踐場域的關係，也關乎該校計畫辦公室拓展「以

教室為場域」師生教與學關係，「產出」人才的思維。

我們看到，「以場域為教室，以教室為場域」成為相

關人培計畫論述大學課程設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

跨域實作方法；而從這個角度出發，跨越學科與校園

邊界的「場域」具有雙重學習的意涵：一方面意味著

校園課程開展出的學術知識傳授與學習的對話空間，

另一方面也是師生藉由往「地方」跨域跨境探索，整

合應用所學的實驗空間。在教育部人培計畫總辦公擔

任博後時期讓我得以一窺高教前瞻實驗計畫策略規劃

與運作的全貌觀，多是從參與學校成果交流會或報告--

包括課程學生背景的分佈、場域經營互動的階段性成果

紀錄、乃至教學創新模式的體制化等面向 -- 來觀察各

校計畫團隊如何詮釋與闡述其耕耘校園教室與地方「場

域」、串連與深化不同關鍵行動者關係的模式。

在前述的描繪中，場域所指涉的是大學與地方兩種提供

跨領域實作的實體環境，也是計畫形塑人才的培養皿。

然而，學習場域如何形成？場域為何可以誘發跨領域

學習？「大學與地方協作建立夥伴關係讓身在其中的

不同關鍵行動者展開學習」這樣看似理所當然的敘事，

其背後對於原有對於場域作為學習機制不同範疇與層

次值得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對於人類學學徒而言，要

探究所謂「學習場域」意涵的「田野工作」，意味著

進入教學現場，透過行動，以身為度、近身觀察，是

「做」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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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學習與場域協作的關係

因此，2017 年開始，我成為社區大學的講師，同時也

從自身戲劇 X人類學的背景發展「劇作老年」工作坊；

並自 2018 年起開始擔任臺大田野工作坊的課程講師。

這些不同面向的「非典型」教學實作模式，不只讓我

轉換成為教學設計者的角色，進入不同的「教室」觀

察與比較社會熟齡族群與大學生如何與為何「學習」；

在其中我也發現「田野工作」的技藝本身即是人類學

訓練賦予我們跨域應用的學習與連結能力。

尤其，參與臺大田野工作坊課程，一方面與來自人類

系、地理系、社工系、城鄉所等教師共備共授跨領域

田野工作方法的實作經驗映照出一種「教室即場域」

的教學實踐之道，另一方面課程每學期根據實際教與

學狀況修正、迭代、演化的發展，更展現出做中學、

學中做的課程演化模式。在工作坊實作促成跨領域對

話的脈絡下，學習者不單單指涉課程學生，同時也包

括共授課程的老師與助教。正因為如此，「學習場域」

的生成以及其產出知識的方式，就像是田野工作的知

識生產的動態關係，取決於社會實作過程而形成協力

合作關係的跨領域老師、助教與學生。

最近 Stein 等人 (2016) 在 Thinking out-

side anthrooplogy’s box：Socializing undergraduates 

through collaborative reserahc,teaching, and service 一文

強調，人類學大學部人才培育的兩個目標，一是讓「人

類學可以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作為一種合作機制

來實作」；二是「教學、研究與服務平均的融入是讓

學生可以面對未來任何職涯的最佳途徑。」他們指出，

當前人類學大學部的課程應該要跳脫過去人類學家獨

自進行田野工作的模式，而朝向以「合作研究」

(collaborative research) 作為人才訓練養成的方法，以

促使人類學學徒未來在不同領域都能夠延展與體現人

類學獨特的價值。文中提到，協力共作形成不同學生

之間相互學習的大學課程教學方法，也是學生在「教

室即場域」的共學中，延展與應用人類學視野的機會。

人類學視野的價值是我在前述各種跨界跨域工作與教

學的摸索過程中深有體會的面向。2020 年開始，我在

臺大創新設計學院（D School）擔任教育部大學社會責

任計畫的專案教師，除了持續參與臺大田野工作坊課

程共備，也開始獨立設計與發展深耕所謂「計畫場域」

的跨領域實作課程。提供與創造學習場域，是大學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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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社會責任的重要環節。事實上，在許多社會實踐導

向的計畫裡，大學時常被賦予回應地方需求、解決社

會問題的期待。然而，對於教學者而言，當課程成為

大學與地方連結的實踐行動，更需要思考的是學習體

驗意義的設計。創新設計學院課程著力於發展以學習

者為中心的跨領域實作設計方法的實踐與實驗，對我

來說是營造課堂「共學」的理想環境。

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與團隊教師群開始嘗試以行動實

踐來勾勒出另一種對於「場域」的想像：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視角，場域的意涵應該是中介大學與地方、透

過各種學習行動來共創的一種知識生產協作的網絡關

係。課程設計學習行動的關鍵目標，是讓實踐合作成

為學習者在不同領域或知識範疇之間「移動」，來連

結的知識生產「場域」，並且能夠藉由移動式的學習

實踐路徑，中介與匯集多元相異的觀點，來開創出「場

域」共學的新視野。在過往學科訓練加上工作與研究

等多重田野訓練的基礎下，我認為，在探究地方需求、

發展所謂「問題導向解決方案」之前，如何建立與發

展社會關係，思考人與人互動連結產生的方式，是讓

場域知識生產既在地又能夠跨越原有領域框架的核心。

而建立夥伴關係的基礎，必須採取向地方學習的「做

田野」思維。

以「田野思維」思考「場域」作為大學與地方「共學」

的連結意涵

對於跨領域實作課程教師而言，「場域」往往因為特

定時空下「實作」人、物、境的組成及互動過程而充

滿未知與不確定。如何以地方為本，連結自身學科背

景專長來創造「場域」中不同關鍵行動者跨域跨界共

同對話，也成為教學者課程方法與教學設計的挑戰。

然而，跨領域實作課程意味著教學者也需要跨出自身

知識範疇，成為學習實踐社群的一份子。

面對動態不穩定的場域關係，人類學訓練下的田野工

作技藝成為我發展不同課程來關照大學與地方「共學」

關係的基底。人類學家 Tim Ingold（2014）主張人類

學要當作一種教育來實踐，其並非預設學習者的身分

或視角來給予知識，而是不斷讓學習者藉由行動與對

話暴露自己的行動立足點、將自身推向知識邊界的動

態過程。他提到，田野工作者往往並非設定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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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步驟，而更關注自身與他者共同生活所交織出對於

其經驗世界的認識與理解。

因此，課程不只是深化視野，也要醞釀田野態度與方

法。如何讓不同學科背景的同學們走出習以為常、理

所當然的知識範疇，藉由空間的移動以及創造「相遇」

互動協作來嘗試設計地方學習體驗，是近兩年來我持

續在所謂的跨領域實作課程經營的實踐「場域」：不

急於定義「問題」與解決「問題」，而聚焦在探索學習，

以地方生活節奏為本，透過知識「共做」、資源「共享」

的實踐，一步一步建立信任基礎，來開展可以讓大學

與地方「暖關係」的模式。

「田野即生活，生活即田野」，當我們抱持田野思維，

將邊界範疇的交流對話與移動視為實踐場域概念的預

設條件，相信大學課程所引導出的學習的意涵以及「地

方」知識生產會更加豐富多元。

延伸閱讀

【田野敲敲門：場域即教室的 USR 共學合作經驗談】

https://ntuplus.ntu.edu.tw/?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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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在跨領域教育之中的定位與反思

以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為例

宋世祥｜國立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人類學在跨領域教育的定位是什麼？

人類學教育的目標是什麼？這似乎是在台灣人類學界

裡尚未被廣泛討論的題目。就筆者粗淺的觀察與認知

來說，人類學相關專業系所（如台大人類學系、政大

民族學系、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在教學上往往以

「培育未來的人類學家」為主要教學目標，因此整體課

程規劃上偏重學術訓練，強調區域民族誌與理論並重。

而在專業系所外，比較相近的系所（如東華大學族群

關係與文化學系、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等）

在整體課程規劃上則強調了結合人類學與其他學門，

但仍然以學術為研究為主要導向。近幾年還有清大與

交大人文社會科學系，當中均有人類學的師資與微型

學程，幫助學生能在較大人文社會科學範疇的基礎訓

練下，也能發展出在人類學領域上的學術能力。

在上述兩類型之外，台灣各高等院校提供人類學教育的

單位尚有教育、公共衛生、社會學、性別研究、文化

研究、客家研究、法學、宗教學、博物館學等。這些

單位的人類學教育中，強調了從人類學跨文化比較觀

點出發，提供專業領域工作者更大的文化視野，進而

協助這些領域的工作者相關的研究方法，也協助他們

發展出更具文化包容力的專業能力。相較之下，筆者

所服務的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以下簡稱「人科學程」）與上述均有所不同，是一

更直接強調培育未來跨領域創新人才的學系，那麼在

這樣的前提條件下，當中的人類學教育又有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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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位？在學程的課程地圖上又提供了哪些人類學訓

練呢？

在 2018 年，筆者有幸能夠參與「人科學程」的整體課

程設計。人科學程的理念是培養以人為本的跨領域創

新人才，期許學生能從人們具體面對到的各種問題出

發，運用中山大學內各系所的教育資源，組合成自己專

屬的學習地圖，進而發展出能攻克實際挑戰的真實能

力。這樣的教育設計參考了史丹佛大學在 2015 年時提

出針對 2025 年的教育規劃，以及許多國外大學跨領域

教育的規劃，希能藉此打破了現有系所的限制，培養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終身學習者。為了達成這一目標，

筆者的同事之中有著不同的學術專業，如：海洋工程、

機電工程、創新創業、工業設計、都市規劃。將擁有

不同背景的各路學者聚集在一起，即是希望所謂的「跨

領域」不光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而是從老師之間的合

作、從教育內容的實質提供開始做起。雖然勢必會有

許多的困難挑戰，例如學生在高中階段所受訓練方向

不同所形成的知識基礎落差，或是老師之間需要花很

多時間磨合，但透過老師們的實質合作，才能發展出

更為具體有效的跨領域高等教育。既然是以「跨領域」

為學習目標，在這樣一的科系之中的人類學教育自然

即不是以培育人類學家為目標，而是希望能夠有效地

培養學生的人文社會科學素養，能夠自然地啟動人文

關懷與反思察覺社會的需要，進而能運用科技解決實

際挑戰。

在上述的目標下，如同筆者的同事常說「我們不是在訓

練設計師與工程師、而是在培育未來的跨領域創新人

才。」，筆者也套用這句型提醒自己「我們不是在訓

練人類學家，而是在培育未來的跨領域創新人才。」，

並以此規劃合適的人類學學習課程，包含人類學基礎

課程與進階課程，以及能更運用到人類學思考與研究

能力的應用課程。

作為人文社科素養養成與「成年禮」的「文化人類學」

人類學教育的目標能不能不只在傳授人類學知識？面

對青年的跨領域學習成長，人類學能否發揮更積極的

作用？「文化人類學」被列為人科學程的大一上學期

必修，其目的在於搭配其他的必修課程（上學期：基

礎程式、科技創新趨勢與需求探索，下學期：創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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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科學探究、設計溝通與表達）為大一新生奠定下

跨領域創新所需要的基本人文素養。從人科學程的人

才想像來說，我們期待學程的學生能夠從「以人為本」

出發，吸收不同學門的技術與學識。學程端認為「以

人為本」不應該只是口號，而是需要帶領同學們能體

察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與複雜性，更需要能發揮同

理心與陌生人直接互動，亦需要能進入陌生場域的能

力，並且也能從脈絡當中看到人隱藏的需求，甚至也

需要更為高階的人文反思。在這樣的人才期待下，「文

化人類學」對於人科學程的人才培育課程程地圖來說，

並不光只是人類學的基礎課程，更是一個人文與社會

科學的基礎訓練。

其次，作為一門大一課程，筆者亦期待讓「文化人類

學」課程能成為大一新生們的「成年禮」，幫著同學

們「登大人」。剛進入大學來學習的大一新生，除了

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也需要學習許多社會

能力，這其實很類似人類學家初入田野的生命階段。

這樣的相似性除了能讓課程本身借用成為學習人類學

裡的歷程外，也能幫助剛離開家、告別高中階段的 18

歲青年們能夠透過整體的課程學習進一步「社會化」，

也進一步思考在今天全球化、網路化的時代裡，以及

在台灣這島國上，自己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伴隨著上述的教學目標，除了需要完成基本的文本閱

讀，每週同學們都需要針對當週課題完成各項任務，

例如針對族群議題、性別議題去訪問校內的外籍人士，

或是向家中長輩詢問家中不能減刪的儀式。每週教室

內的課程進行方式上，在扣掉休息時間的 150分鐘中，

筆者會運用 50 分鐘進行課程內容討論與分享，再用

100 分鐘完成當週主題的演講與基礎討論。期末還需要

進入鹽埕區，完成一個小型的田野調查，開始嘗試寫

作一篇小型的田野報告。

在評量上，除了有上述的每週任務作業外，筆者雖然亦

採用期中與期末考試，但在考題上更偏向從人類學的

角度出發，請同學針對時事或是曾經的任務作出評論。

這些均是希望同學們在人類學的學習上不光有民族誌

與理論的基礎，更能直接應用所學來思索自己曾經有

過的生命經驗，以及當代社會正在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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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跨領域的進階人類學課程＆

運用人類學的實作課程

在人科學程大二以上的課程地圖中，筆者亦從人類學

的跨領域應用出發開設選修課與必修課。在大二必修

課程上，筆者負責指導「設計思考」與「跨領域創新

專題（一）」。其中，「設計思考」主要以設計公司

IDEO 與史丹佛大學 d.school 的相關內容為主要架構，

其中即強調以人為本發現人們正在面臨但無法言說出

來的課題，進而透過設計步驟結合科技或是其他技術

來嘗試解決。「跨領域創新專題（一）」雖然是以「科

技藝術」作為訓練主軸，希能讓同學們透過運用科技

完成裝置藝術作品的製作，藉此學習跨領域創新時的

專業整合能力。這兩門課當中雖然皆非人類學直接相

關課程，但均需要運用到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能力與人

文反思於期末專題的製作中。「設計思考」課程以「創

意公園遊具」的製作為主題，同學們必須要直接進入公

園或是遊戲的現場去觀察兒童的遊戲行為，也需要從

中挖掘不同年齡層兒童自身難以表達的遊戲需求，作

為後續遊具開發設計的參考。「跨領域創新專題（一）」

在找尋藝術作品創作靈感與社區合作對象時，亦要求

圖說：「設計思考」課程中共創作為一種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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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深入街區觀察，並且與街區民眾及店家互動。這

些都可以看作是大一「文化人類學」課程的延伸。

而在選修課上，筆者除了發揮自身的人類學細分專業，

亦考量到學生們跨領域合作的需要，選擇了「物質文化

與人類學」、「數位文化與人類學」、「設計文化與

人類學」這三門課每年輪流開設外，而不是人類學專

業系所的傳統理論或區域民族誌課程。這即是希望同

學們能夠藉此透過人類學的視角來洞察人類當前的物

質文化、數位文化與設計文化的諸多現象，進而也能

從中對接這些主題背後的科學、技術、數位資訊與設

計。這三門課在作業上亦搭配「使用者經驗研究」(user 

experience research) 的相關專題作業，其目的即是幫助

有志走入相關產業的同學們能夠從中獲得更多對於發

展職涯有益的課程學習。

另外，筆者也結合對於地方創生的關懷開設「創意街

區發展與設計思考」（上學期）及「創意街區發展實

務與藝術管理」（下學期）兩門課，並且組合成為為

期一年「深碗課程」，參與課程的同學則不限定是人

科學程學生，而是對於全校開放。兩門課均以解決高

圖說：課程中帶領同學助理一起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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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鹽埕區因駁二藝術特區導致的區域發展不均問題

為目標，希望能夠透過舉辦「鹽夏不夜埕」的年度創

意活動，帶領舊商圈發展轉型成為「創意街區」，進

而吸引觀光客從駁二回流。課程中，雖然沒有直接指

導學生人類學的相關內容，但街區的訪談、調查、合

作等均需要運用到民族誌田野調查能力，許多修課學

生也因此加入上述人類學相關課程的行列。

人類學在跨領域教育中的挑戰

綜合來講，雖然中山大學人科學程並不是人類學專業系

所，但卻提供了很大且獨特的舞台給人類學教育，幫助

學生們在跨領域學習過程中獲得重要的人文素養，也發

展出對於「人」的深刻關懷。然而，在人科學程指導

人類學亦會碰到一些在專業系所較少發生的特殊挑戰，

例如學生因為高中階段可能分別來自自然組與社會組，

所以在人文社會領域的知識落差太大，導致在課程上

必須考慮降低難度的必要性，好讓缺乏基本素養的同

學比較容易跟上；但這樣一來原本人文基礎比較強的

同學們又會覺得太過簡單，反而容易喪失學習的興趣。

其次，雖然學生們選擇了「跨領域」作為大學的主修，

但其實並沒有選擇「人類學」，因此也就缺乏了對於

這個學門的基本認識與學習動力，在學期之初必須花

上更多的時間幫助同學們理解學習人類學的價值，以

及這個學門的知識及方法論與其他領域之間可以對話

合作的可能性。其三，由於大部分抱持著跨領域的「應

用」作為學習出發點，對於探究人類學知識本身的興

趣也會有所受限，這也讓授課老師需要準備更多應用

的案例來滿足學生的期待。這些困難都是逐步在執教

過程之中一一浮現，筆者也在不斷嘗試解決這些跳戰，

並讓人類學在跨領域教育之中擁有更為不可取代的角

色。

礙於篇幅限制，本文僅簡短介紹筆者在中山大學人科學

程的教學服務內容討論，並未做更為廣泛深刻的探討。

台灣目前也有許多的高教系所不以培育「未來的人類

學家」在教授人類學或是發展相關課程，且這樣的系

所單位理應將會越來越多，人類學者若想在這些系所

單位服務，勢必得調整自己所熟悉的教育模式。筆者

相信在這些領域中工作的高教教育工作者們亦有許多

屬於自己的獨特心法與作法，值得在人類學學界之內

交流。筆者僅以此文拋磚引玉，期待有更多同業能分

享相關的寶貴經驗，也望學界能有更多跨領域人類學

教學經驗的交流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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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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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類學的眼睛做媒體——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跨世代女「人」交流暑期活動 廖雲章演講紀錄

黃怡菁｜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人類學無用論，是真的嗎？

2021 年暑假，全臺灣籠罩在三級警戒的陰霾之中，臺

灣人第一次理解不能外出的感受，學習居家辦公、居家

上課，就連三餐也只能帶回家內用。在這樣的變化之

下，人們習慣吸取知識的方式改變了。聽眾不再能夠

面對面看見講者，線上演講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講座

籌辦團隊面臨許多挑戰，例如要在雲端上與幾百人相

遇，或是能夠控制設備及網路連線能夠穩如泰山。【百

工裡的人類學家】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裡籌備了暑期線

上講座，也首次加入新世代的成員，讓三位暑期的實

習生規劃這次的活動內容。

我與另外兩位成員幸運地成為了暑期實習生，帶著我

們進入到團隊的疑問，我們在這個暑期活動裡想要問

「人類學究竟可以做什麼？」這樣的疑問約莫從十年前

起，每一兩年就會被放上社群媒體討論。被獵頭的系

所囊括各人文社會科學學系，例如人類學系、社會學

系、哲學系等等。有些學者高舉學科的核心關懷，認

為這些學科有其不可動搖的價值，但是就讀於這些科

系的學生卻在另一頭苦哀著「站著說話的人不腰疼」，

嚴正地認為學者沒有理解學生面對的，並不是學科價

值的問題，而是「學科如何轉化成職場知識」的問題。

隨著學術市場緊縮，越來越多流浪博士出現，踏上學術

之路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吸引人。各大專院校也漸漸地

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嘗試和業界接軌，開出了

許多知識應用的課程，希望能夠挽救這些科系的前景。

那麼，我們該如何探索這個疑問？

跨世代女『人』交流 ~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021 暑期活動 實習紀實＆心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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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代、跨領域、跨職能的女性人類學職涯分享

生活在這樣的世代裡，我們想要理解人類學是如何跨

領域地運用。另一方面，我們也想從自身的性別出發，

詢問女性人類學者的職涯經驗又是什麼？女性在職場

上會面臨到諸多考驗，升遷、婚姻、母職等關卡，每

到一個關卡門前就是一道選擇。那麼這些前輩又是如

何在十字路口下定決心，踏上自己的道路？因此，「跨

世代女『人』交流」系列講座誕生了，獻給這個世代

的青青學子們，也獻給我們自己。

跨世代女「人」交流的「跨」有三重含義，跨世代、

跨領域、跨職能，我們邀請三位講者前來分享自己的

人類學職場經驗。首先，這個系列講座想呈現跨世代

的經驗，找到了在新聞領域的廖雲章、在健身領域的

May、以及在市場諮詢領域的林宛瑩，試著看見不同世

代的講者如何思考這個問題；接著是跨領域，我們找

到的三位講者都不在人類學領域就職，分別在媒體業、

健身與新媒體產業、市調公司就職；最後，女性帶來

的特殊議題是「跨職能」，橫跨了職場與家庭兩面。

接下來，本文將會以獨立評論在【獨立評論＠天下】

總監廖雲章的演講內容，來討論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幾

項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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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類學的眼睛做媒體

廖雲章，獨立評論在【獨立評論＠天下】的總監，過

去曾是《台灣立報》的記者、《四方報》的共同創辦

人。另類媒體的經驗及先前老闆的鼓勵，讓她一直注

意媒體是為誰發聲，創辦《四方報》的初衷便是希望

讓新移民工有自己的報紙，能夠以他們自己的文字，

說自己的故事。自創立四方報起，廖雲章一直關心著

這塊土地的移民工，關心他們如何生活，如何與臺灣

有更深層的互動。她先後創辦了「外婆橋計畫」、「移

民工文學獎」、「地板圖書館」等活動，更於 2015 年

開設了「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這些活動多

與文字、媒體相關，一方面是源自於廖雲章的本業，

另一方面是廖雲章認為能夠書寫、發聲，是最能彰顯

移民工們主體的方式。

廖雲章雖然是新聞工作與社會學出身，但是她撰寫移民

工報導、書寫著作《西貢流浪一百天》以及日後在臺

灣耕耘移民工群體的服務時，都善用了人類學的方式。

對於人類學家而言，做田野就是要浸淫在研究的群體

之中，每日每日反覆地出現，直到田野地的人們不再

視你為外來者，而成為了當地人。學會當地人的語言，

學會當地人思考的方式，理解當地的儀式與文化。廖

雲章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做媒體、做移民工的服務。

廖雲章將臺北車站的黑白格地板，比喻成火堆，「大

家在曠野上很無聊，就會開始交談⋯⋯」。起初將東

南亞的書籍帶到臺北車站，是因為廖雲章發現臺灣缺

乏東南亞語言的書籍，移民工來到臺灣後沒有閱讀的

材料，於是她發起「多帶一公斤」的活動，凡是去東

南亞旅遊、辦公，或是移民工返家，都歡迎多帶幾本

書回來，讓移民工在臺灣有書本閱讀。而後，臺北 101

也自行響應，運用 101 觀光景點匯集的人流，讓更多

人加入參與這個計畫。後來她將這些書本帶到了臺北

車站，回憶起活動一開始的場景，廖雲章說「當她們

開始閱讀，北車大廳的喧囂突然安靜下來」。許多移

民工告訴廖雲章，「在台灣買印尼書很貴，可以讀到

自己看懂的書真好」，就這樣北車地板圖書館開張了。

不過，在圖書館閱讀久了也會疲累。以閱讀作為藉口，

來這裡的人有些人看書、有些人無聊。無聊的人們開始

交談、認識彼此，匯集成更緊密的網絡，也讓廖雲章有

機會聽見更多移民工動人的故事、看見更深層的文化。

正因為像是一個人類學者做田野，有空時跑去臺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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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坐坐、聊聊天，也讓她隨手捻來一個個移民工的生

命經歷。當有其他記者問她「你為什麼有很多故事？

能不能介紹給我？」，廖雲章這麽回答「我幫你介紹

沒有用啊，人脈並不是把人介紹給你，事情就會發生。

地板很重要，因為她一次次看到我，我一次次看到她，

她一次次決定要告訴我事情。」不斷地出現在同一個

空間，一次次的相遇與熟悉，替她與這些移工們建立

起不可取代、不可複製的關係。

身為媒體人，如何平衡家庭與職場？

當我們問起廖雲章「你是如何平衡家庭與職場？」，

她用著清脆的嗓音說「我覺得我沒有平衡耶！媒體工

作很難區分上下班時間。」在螢幕面前的我們笑了出

來，廖總監的話相當地直白、坦率，反應了她的真實

生活。廖雲章和先生張正，兩人都投身於媒體工作與

移民工議題，她說他們上班也聊這些，下了班也還是

分享這些，許多的活動就在兩人「表定」的下班時間，

閒談之餘誕生出想法。廖雲章說，影響她的兩位「女

老闆」對她帶來莫大的影響，而這兩位老闆也是他人

口中的「女強人」類型，讓她從以前就不覺得女性要

為了家庭犧牲職場。這兩位老闆，一位是《台灣立報》

的社長成露茜，她不停地叩問、提醒廖雲章另類媒體

的角色及使命。另一位是《天下雜誌》創辦人殷允芃，

以身為度地作為典範，不停不停地去思考臺灣的未來。

這兩位女老闆的指引不但醍醐灌頂，奠定了廖雲章媒

體人的使命，也親身示範身為女性媒體人是如何工作、

如何投入於職場之中。

在服務移民工的過程裡，廖雲章也曾經因為文化差異，

而反思了自己的女性角色。她說到，有一次和一位越

南女性移民到她的家中，吃完了飯她繼續坐在飯桌上，

遭到該位移工的丈夫調侃臺灣的女人不用做家事。經

過這段歷程，讓廖雲章回過頭反思「移民工處在什麼

樣的社會？臺灣又是什麼樣的社會？」她並不會先驗

地評斷這些移民工所處的社會文化是優是劣，抑或是

憐憫那些將婚姻視為交換，嫁來臺灣的外籍配偶。相

反地，她進一步反問自己「如果這就是她的想法，我

有什麼資格去批評她？她或許也不需要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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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人類學給予我們什麼啟發？

在廖雲章的分享裡，我們看見人類學的影子。用田野

工作蒐集到的資料、得到的故事，比起單純、傳統的

新聞工作還要來得更動人，更具有自身的觀點。回到

最一開始的「人類學無用論」的討論，跨世代女「人」

交流系列講座，讓我們看見人類學知識與方法應用的

多個可能。確實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並不是一套簡易、

能反覆複製、操作的「技術」，我們身為人文社會科

學的學生，難以在修習四年的課程後，拿出一張證書、

帶著一套專業方法，進入社會「對症下藥」地解決問

題。不過打開人類學的眼睛，運用田野工作的方法，

我們能夠更親近我們所關心的人、所關注的社會，而

這樣的親近與貼合，也會更讓我們知道要前往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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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視野與社群經營的結合：

健身鍛煉如何賦予女性新的身份認同與社群歸屬感？

張天馨｜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三年級

文化人類學 x社群經營

在實際和知名健身網紅 /Mayfit 創辦人劉雨涵 (（以下

簡稱 May）互動前，我作為一個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學士

班的學生並不如其他兩位於台大在學的實習生熟悉這

位從台大人類學畢業的講者。然而，一鍵點擊「追蹤」

後，我彷彿逐漸跟上腳步，越是深入挖掘 Mayfit 的帳

號越可以發現這位講者的精彩之處。不僅僅是人類學

的背景，在社群網路上統一的色調、積極的態度等，

僅需要關注瀏覽，很難不被他的風格吸引。

所以當講座中， May 提到「我好像是一個社會的革命

者」時，實在讓人深受震撼。即使回顧會議紀錄，這句

鏗鏘有力的陳述都仍然光彩照人。但 May接下來對自己

求學經歷的描述，卻讓我頻頻停下思考，甚至更親密

的感同身受。原來，作為台大人類學的學生 May 曾經

覺得人類學與自己遙遠，文本中觀察的異文化都看似

脫離當代的生活。但隨著浸潤修習不同的課程，May 開

始感覺到文化的範疇十分廣泛。尤其在「民族誌寫作」

課堂後，促使她在大二開始運用自己和外籍生的相熟，

觀察他們不同的生活風格，並加入到自己的寫作之中。

在那一刻開始，她意識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人類

學，人類學其實就在自己身邊。

這樣的自我探詢和反覆推敲，不正是當代台灣人文社

會學群莘莘學子的寫照嗎？經常徹夜未眠閱讀文本，

時而慷慨激昂面對言辭懇切的論述，卻經常徬徨猶疑，

可望實習這樣的機會磨練自身實力，也就是自己如今

跨世代女『人』交流 ~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021 暑期活動 實習紀實＆心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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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講座承辦位置的緣故。這樣深刻的回顧，於是讓

我開始深思過去對 May「成功」理所當然的想像，是否

片面同時草率？

事實上，在成為健身 KOL 前，May 的家庭也抱持較為保

守的態度，認為女性讀到高學歷反而可能變成結婚生子

的阻礙。高中和大學生活的巨大落差，加上科系中沒

有人分享對健身的熱情，May 曾經感到無比孤單，只能

透過 IG 作為一個自我展現的小舞台，藉由社群網路尋

找志同道合的傾訴對象，連結更廣泛的社群。May 在畢

業後也考慮過接手家業，抑或出國進修研究所，在遠

赴柬埔寨實習後，意識到製造業無法發揮原本的熱情，

才回頭成為全職創作者。

所以，May 創作的根基從來就不是金錢，甚至一開始有

廠商合作時都十分抗拒，擔心粉絲的眼光和內容的變

質，但吸收《第四消費時代》書中所謂「當物質已經

過度豐饒，大眾反而需要一個代表性的人物，形塑購

物模式」，May 發現這其實是一個共享經濟的形式，將

我們的物質進行重新的分配。同理，當自己出於一顆

分享的熱誠之心，業配其實也是一種分享。昭示著所

以現在的消費思維已經和過往有很大的不同。

以社會人來說，May 或許尚嫌年輕，但她藉由豐富、多

元的取徑來傳達自身對於健身的熱愛，不難讓人看見

May 的成功絕非偶然；以媒體來說，IG 或許新興，但

箇中種種無一不是再三忖度後付諸實行，甚至連外界

看似簡單的決策都往往有深刻的理論基礎及沙盤推演。

若沒有對於健身的熱愛，很難長時間地投入熱情於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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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給予女性新的力量

在這場講座中，May 更分享了我們平時難以觸及的面

向。張愛玲說成名造趁早，卻忘了面對名聲往往比成

就名聲困難數倍。「instagram 改變了我的人生」May

也毫不諱言 IG 平台上的形象展演。她曾在教授建議下

開始 1990 年代的網路社群研究，May 發現——網紅打

破了傳統上對下的資訊傳播，甚至沒有任何的門檻，

透過一段照片、影片，可以影響到大量受眾，甚至爭

取和其他大平台平等洽談合作的機會。

但社群媒體就像一把雙面刃，凡事總有過猶不及，IG

符合行動裝置的設計，也使虛擬的社群交往無孔不入

的侵入我們的生活。其中受衝擊最大者莫過於以社群

媒體形象展演為業，如 May 這樣必須時時刻刻注意社

群媒體趨勢的網紅們。在幾乎無所不在的行動裝置下，

IG 的舞台又有更多的展演空間，濾鏡的內建、相似的

風格等，這個社群在近年已然脫離以往奠基於親友的

連結方式，儘管帶來無遠弗屆的影響，但九宮格下的

自己也開始變得模糊。

在 May 彷彿總是完美的一張張照片下，從言談之間，

我驚覺儘管再正面、陽光的人物表象下，每個人都會

有對自己不自信，或者受到他人的言論動搖，而質疑

自己的時段。但 May 在對自我身分的不斷摸索中，學

會藉由回到身體，單純健身、調整飲食，感覺自己在

過程中的快樂，學會與現在的自己對話共存。正是在

這樣矛盾的抉擇中慢慢微調、反覆推敲，May 不斷探索

什麼是女性的新身份，並希望可以引領更多女性勇敢

展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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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百工裡的人類學家】不斷自問「人類學家還

可以是什麼？」，May 也不斷思考「網紅還可以做到什

麼？」深度探究哪些東西是自己應該捍衛的堅持。畢

竟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的研究對象和深耕領域，遑

論面對的是自己的身體和價值。人類學常常談論的「身

體感」究其根本也是在回應人類自己該如何面對生理、

文化彼此相互影響的複雜感官。所以，May 在講座現場

熱情的鼓勵觀眾——當別人用自身的框架和理解質疑

時，也不妨用自身的框架回應對方。這樣的事也帶我

看見，當兩人帶有差異的框架彼此交會時，或許迸發

而出的不是火花，而是更溫和的共振共鳴，在兩個生

命的碰撞中娓娓道來新的可能性。

探詢女性新的身份認同

談到自我的展演，身為健身網紅的 May自然有深刻的體

悟。「如果自己不覺得自己值得這份美麗和自信，即

使是單一標準的美，都會被流言蜚語輕易擊潰」Ｍ ay

提到，IG 起源於歐美，所以不少使用者會追求健身的

美麗；但在她看來，台灣女性對美的概念變化，比起

地域的差異，更具有時間上的動態。隨著時間的變化，

台灣人對「美」的想像也會逐漸改變。美到底是什麼

樣子？對 May 而言，東西方人與不同世代的台灣人審

美觀念都會不一樣，但沒有一個特定的模樣是不得不

去追求的，而是要看見在社群媒體平台上，使用者同

時被平台上的流行影響，卻也能夠影響流行的可能性。

對 May 而言，美不一定單純是外在，而該要對其所展

現的美抱有自信，並進而去認可自己。這讓我想起 May

幾度在社群媒體上慶祝獲取證照、展現出讓人瞠目結

舌的表現（引體向上、肌肉量等等），其實是嘗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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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外界的酸言酸語轉化為女力前進的動力，藉由各種過

往台灣本土可能不熟悉的展現方式，藉由合適的鍛鍊

及充滿野心的目標設定，不僅僅突破身體的極限，更

是在衝破刻板印象。正如 May在講座中鼓勵聽眾的——

在領域中成為佼佼者，可以更有力量的抵抗外界的攻

擊。因為跟外界的互動，並非去服膺外界的主流，更

重要的是照顧在生活在社會中的自己、保守本心。唯

有如此，才不會在風雨飄搖時，驀然回首才發現已經

不知所措。

在我們的線上展覽中，May 寫下「透過補足身體所需營

養，照顧好自己的身心靈」、「 享受美味的食物，讓

生活充滿愉悅與幸福感」。人類學帶給 May 的是在外界

的追求下，焦慮和不安都能以同理、關懷的視野，思

考如何多感受自己的身體，以人為本去關切自己。May

讓我看到，儘管網路的比較讓人必須不斷看見自己、

凝視自己，擁有打磨過的信心和堅定的內心，反而可

以藉由網路打破距離的隔閡，成為影響力者。藉由革

命的過程，去影響到別人。而當代人與人之間的交心

來往也絕不會因為被簡化為一只「追蹤」鍵削弱任何

內涵豐富者的精彩。

就如同這次實習經驗，【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在面對

嚴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百公里外的共學、共事、共

識，卻成為了另類滋養我的土壤，在原本彼此斷裂的

知識和所學下穿針引線，線上該如何營造出「風格」

並讓觀眾、同事，甚至非目標受眾的路過朋友，都能

夠如我被 May激勵般感受打破空間藩籬，並安心分享、

滿載收穫。種種安排都絕非一蹴可幾，一時要面對疫

中實習的窘境，卻也讓我得以從三位老師、系列講座

中的三位講者身上，理解到一種同聲共振下，對卓越

的追求。比起讓活動成行，May 的社群經營和【百工】

的實習活動都更注重讓一切「成形」，並運用【百工】

團隊緊密的合作得以實現一種全新的共同經驗。這種

力求創新，新 / 心中求好的態度，也在這次的活動配

置中，讓人期待開拓出一種嶄新的知識轉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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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可以怎麼『應用』？」—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2021 跨世代女『人』交流企劃實習經驗與反思

陳彥文｜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跨世代女『人』交流 ~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2021 暑期活動 實習紀實＆心得（三）

實習的起點

去年的暑假，整個台灣淹沒在新冠疫情的無可奈何中，

「如何生存」對於許多人來說成為生活中首要的關鍵

詞，而面對不可抗的病毒，更凸顯了人的價值與生命的

意義 ... 等諸如此類的課題。就在這樣低迷、充滿徬

徨與未知的社會氣氛下，我鼓起勇氣向關注許久的【百

工裡的人類學家】（以下簡稱【百工】）投下實習履

歷。老實說，回顧那個當下，我並沒有抱著滿腔熱血

的願景或是理想，更不是出自於「菁英式的職涯規劃」

所安排的決定，只不過是一個對於自我充滿懷疑、迷

失在職涯市場選項中的人文社會科學生，猛然看到喜

歡的粉專在招實習生，所以就衝動地一頭熱栽下去，

現在想想，果然有人類學家式獨有的浪漫不羈。

事實上，在參與【百工】的實習企劃前，我對於自己

所學到的知識充滿著一種矛盾的情懷。我醉心於人類

學家對於世界的關懷，從那些細膩的日常中理解文化，

又或是在多重、跨域的視角間對話，充斥著獨樹一格

的驚奇與趣味，牽引著我在各種文化的尺度上探索；

但這段曖昧不明的關係總會被名為「現實」的枷鎖綑

綁，「我到底該如何『使用』這些知識呢？」「我學

這些有什麼『用』？」「人類學可以被『應用』嗎？」

糾結於這些疑問中，也讓我對於這門魔幻的學科萌生

出本質性的大哉問—「所以，人類學到底是什麼？」

時至今日，距離去年的企劃結束也過了好段時間，我

不敢保證我已經有了回答上述問題的能力或是一個漂

亮的滿分解答，但在【百工】的經歷確實於我如養分，

那些與團隊教練（老師）們線上開會交流的點滴、與



37人類學視界：人類學的跨領域實踐與應用

兩位實習夥伴們在夜半策劃活動、切磋奮鬥的日常，

還有和夥伴一起策劃執行出的「跨世代女『人』交流 

」這三場精彩講座與線上互動展覽 ....，種種皆給予

處於主流就業市場邊緣的文科生某種程度上的勇氣繼

續追尋、向未知前進，讓身處徬徨的我能夠在這充滿

不確定、混亂且模糊的時代；在被算計、概率與演算

主導的世界，擁有一股扎根的力量，同時賦予我大步

往前邁進的能量。

我由衷地感謝這段時光所經歷的人、事、物，也很感

謝那時的自己願意踏出舒適圈、挑戰未知。或許，去

年夏天在【百工】的經驗是身為人類學徒的我在追尋

自我生命意義的答案時，所嘗試實踐的田野初體驗，

而這些線上活動的結束彷彿像暫時離開田野地，即使

實習已有了終點，我仍舊不停在追尋著某個答案或是

真相，也仍舊感到很不安、焦慮，但卻對於模糊的異

地有了更加立體而寬廣的想像，也醞釀了滿多想法和

感觸。希望能夠藉由這次的書寫，分享我在去年夏天

的人生田野體驗，也在回顧的過程中，嘗試回答、理

解那些我始終猶疑而不能一語概之的疑問。

「如果不走學術，那我在大學裡學到的東西到底要怎

麼用？」

這個問題就像某種不能說的魔咒一樣，總籠罩在人文

社會科學院，而就在去年夏天【百工】活動舉辦期間，

對於「人文社會學是否有用」的議題又再度成為話題

焦點，不只是就業市場所關心，許多人文社會學科學

生也對此抱有疑問、徬徨，當然也包括我在內。

事實上，「跨世代女『人』交流」 三場講座的講師都

以不同形式的身體力行給了這個問題一個鏗鏘有力的

答案。其中，講師之一目前擔任市場諮詢顧問的林宛瑩

老師，更是將她在大學期間在人類學系與社工學系所

接觸、學習到的知識轉譯成無法取代的職涯工具，在

擔任「智榮基金會」研究員與「龍吟研論」的資深研

究經理之後，銜命創辦了「奧沃市場趨勢顧問」。她說，

「人類學是對眼前事物、身處環境、膝反射的內心直覺

與情緒感受，都能保有一點猶豫與遲疑的感官。」帶

著這樣敏銳的感官，對於這個世界裡習以為常的概念，

抱持著反思與覺察的能力，就是人文社會學科學生，

在大學知識的培育浸化中慢慢積累而成的獨有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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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瑩在這次的線上講座中，講述了自己在求學和求職路

上的成長經歷，也與我們分享她在奧沃參與的市場調查

裡看到的世界。雖然因為疫情受限無法與他面對面交

流，但即使只透過螢幕，我也感受到他對於自己工作

的熱忱與堅定，而這份執著也許是源於她對社會真切

的關懷、世界的好奇，又或是創造某種新生活的理想，

雖然說不清也理不白，但卻讓在人類學系將要待上三

年的我有極大的共鳴與共感，或許這樣的註解會有種

過於熱血的自以為是，但從宛瑩身上，我看到了「如

果不走學術，在大學裡學到的是『追尋理想的勇氣』」，

而這也是人類學所教導我的—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中，謙

虛地觀察人們如何面對生活，同時以開放的視野想像、

重構未來，開創一個能容納想像力又能確實執行的世

界。

回答「究竟人類學該如何被『應用』？」前，先回答「人

類學到底是什麼？」

不過，這樣的解答似乎還是太過理想化，究竟人類學

要怎麼被「應用」？雖然我自以為地認為「要怎麼用

知識」本質上就是一個「功利性質」的邏輯問題，且

把知識變成經濟交換體系裡的一種貨幣也讓人有種難

以言喻的不快，但無法否認的是，我們所身處的世界

就是資本的時代，在理想之外，仍舊要面對茶米油鹽

醬醋茶，也仍然得要在職涯市場與經濟體現裡找到一

個足以安身立命的位置，「該如何在自我追求與社會

中找到共存與平衡」變成人文社會科學生與世界和解

的方式，而我也在這次的「跨世代女『人』交流」的

活動策劃過程中，探到一絲曙光。

在嘗試回答人類學的應用前，要先釐清一個難以被定

義的大哉問，這也是許多人類學徒在學思歷程中不斷

追問自己的問題，那就是「人類學是什麼？」

在這次的活動中，三位講者都從自身的觀點出發解釋

了人類學—宛瑩說這是一種感官，讓我們對事物保有

遲疑；May 認為人類學探索不同的文化，而文化即是生

活；雲章則說，人類學是讓人長出昆蟲複眼，發展多

元立體觀點，認識世界的方法。我認為這些都精確點

出了人類學的樣貌和特色，而事實上，人類學就是在

學一套人類、社會、文化運作與思考的方法，將這套

邏輯轉化為一個工具就是人類學應用與實踐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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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個的出發點思考，那麼就不用擔心學習人類學會

無用武之地，因為每個地方都是人，而每個角落都需

要這套「以人為本」的思考方式。

「以人為本的設計思考」

在去年活動策劃的過程中摸索著，我似乎碰觸到了「以

人為本」的設計思考在實際操作下所有的輪廓和形狀，

不再只是高聲一呼的浪漫理想，而是真正親自、實際

去體驗和操作，這當然要感謝【百工】團隊的教練們—

Charles、懷萱和廷宇老師以及宛瑩、雲章還有 May，

願意相信經驗不足的實習生們，並給予我們盡情發揮

的機會，因為以此作為基礎的活動設計，需要有許多

容納想像的空間，更不用說當時面對疫情，使得許多

活動必須轉往線上形式運作，讓整個企劃過程必須面

對需多挑戰和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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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若將以人為本的思考方式視作為一種工具，操

作上確實極為困難。首先，當我們形容知識為一種「工

具」時，通常會有一套具體的操作方針或 SOP，又或者

可以帶我們走向某種預設的答案；但人類學絕非是作

為如此的工具，它更像是打怪時所需要的輔助，幫我

們建立一種開放的思維和邏輯，透過不斷地切換視角

來打造一個更貼近人的視野，同時還會在我們遇到瓶

頸的某些瞬間，跳出來提醒—「嘿也許，你還可以這

樣想！」

或許，這樣解釋仍舊太過抽象。右圖是團隊在活動設計

初期時，發想此次企劃的前期源起。Charles 帶著我們

幾個夥伴一起從【百工】粉專的知識服務對象思考，練

習從人類學家的視角觀察、換位，嘗試更貼近閱聽者，

並且在行有餘力之外，進一步嘗試回到饋人類學本身，

讓這套知識經濟的運作轉化為一種更加有機、人性化，

同時帶著溫暖的正循環。

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他的《後事實

追尋》裡引用了齊克果之言—「日子必須向前走，但

理解卻得回頭看」。在【百工】的這段經歷，是我在

追求知識與生命意義的一趟奇幻田野旅程，而與其他

學科不同的是，田野對於人類學家而言不只是一種獲

得資料與研究成果的工具，而是帶有「反身性」特質，

足以改變研究者生命態度的重生經驗，就像人類學的

存在，不只是一種解讀文化或是應用工具的手段，更

是一種能夠關懷、理解並在不同尺度間始終游刃有餘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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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體裡覺察，向世界敞開
陳可欣｜ fleurir 手帳創作者與品牌主 / 台大人類學系碩士

在百工裡的人類學家（一）

編者按：陳可欣，雖然在台大人類學系攻讀時碩士主修考古，畢業後卻沒走上考古學家的職業道路，而是在電子媒體、另類療法

等領域發展。經營設計品牌 fleurir lab（開花生活實驗室），希望以紙本手帳為媒介，幫助人們從四時變化與身體出發去覺察

內在。近年來則創立 Simple Quiet（簡單寧靜），進一步思考如何透過科技，讓電子產品成為協助身心整合的媒介。

「使用人造物是人們享受自然物的最佳方法。…文明的本質是一種教育。人造物是鑑賞自然物的途徑。…自然物和人造物之間的

協調構成了高等人類靈魂的自然狀態。」- Fernando Pessoa

"Bathed in light, submerged in sound and rapt in feeling, the sentient body, at once both perceiver and 
producer, traces the paths of the world’s becoming in the very course of contributing to its ongoing renewal."
- Tim Ingold

經過一段長期浸淫在身體工作、另類療法與身心覺察

的探索歷程後，我開始把目光投向如何進行社會實踐。

作為前身體工作者、另類療法諮商師、UI 與平面設計

師，多年來習於運用各種工具書寫、記憶、覺察自身，

我開始思考如何讓電子產品的迅速與即時不成為生活

中的打擾，而是幫助人們在每個當下更加覺察，並且

從而發現自身慣常的模式。在所有媒介、工具日新月

異的當代，如何有意識地去把「科技衍生的人造物」

好好安置，成為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工具，是

這幾年我一直在思索的課題。

1 從身體感到身心覺察

 

身體經驗相較於情緒、情感，其實是更為直接而具體

的存在。身體做為我們的思想情感與外在溝通互動的

中介，在過往卻常被追求客觀主義的傳統經驗所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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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受的身體工作訓練中特別強調透過「身體感」

回到當下。每個與身體連結的片刻，我們就只專注在

身體裡，只專注在眼前的這個時刻，身體帶來的感官

經驗是靈性存在的物質基礎，而所有頭腦帶來的迷障

也只能在身體裡被消融。

 

在我所學習的哈科米取向諮商裡，強調以正念為基礎、

以身體為中心的治療法，認為當一個人能仔細聆聽自

我，就能找到自我心靈癒合、轉化以及成長之所需。

哈科米提倡溫和非暴力、全然尊重的陪伴，透過當下

的身心覺察去看見慣性的模式，讓療癒與個人成長在

支持與接納的環境中發生。

 

每個受苦的經驗都會伴隨身體的感受，身體感帶我們從

外在的受苦經驗轉而進入內在，意識到自身如何去「經

驗」以及「感知」情緒的流動，而個人內在深層的療

癒與轉化也隨之可能發生。

 

我開始在想，是不是能建構起這樣一種空間，在每個

感受到負向情緒的時刻，構築起一小斷不被打擾的時

空，這段時間裡就只有你和自己的身體、感知在一起，

可以去完整地經驗情緒如何流過身體，並且就只是「允

許」與「尊重」這種流動，不帶有任何批判與評價。

2 身心覺察作為 UX 研究的田野地

 

想像手機作為你內在視界的殿堂，只有你可以決定要

開啟哪些時空片段，而不是被絡繹不絕的提示和訊息

干擾，你可以創造出一個場域，只有你和自我延伸的

空間在一起。你在手機上設定了幾分鐘後的提示音，

在這段時間裡不用擔心被外界突來的資訊打斷，在這

短短的片刻，手機幫助你構築出了差異空間。在這個

空間裡，自我療癒可能發生。

 

從自身的叩問出發，透過長期觀察社群中對覺察的需

求，我開始慢慢形塑一種產品與服務的可能性。做為

既是長期浸淫在身心覺察領域中的報導人與參與觀察

的研究者，同時又是讓產品能夠實際產生的設計師，

我常擔心自己落入每個角色可能會有的盲點。人類學

式的田野工作因為陌生而對萬事萬物皆好奇，那些已

經習焉而不察的觀念和習慣要如何被敏銳地捕捉，並

且以相對客觀的觀點被檢視，是我遇到最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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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人 類 學 的 概 念 與 使 用 者 經 驗 設 計（User 

Experience Design）的方法論恰好為此提供了解方。

 

我總認為所有好設計的背後必然帶有人類學式的觀點

在其中，那即是「以人為中心」的思考，理解「人」如

何去看待所處的世界並與之互動，進而發現真正需要

被解決的問題與需求。循著此一脈絡開展並延伸下去，

從勾勒出社群的面貌、真實理解人的需求、到產品功

能開發、服務系統的整合，都能從人類學的視角出發，

運用設計思考的方法去落實。

3 在人類學裡找到思考設計的路徑

 

人類學的本質源於對差異的探尋，卻在剝開一層又一

層的文化脈絡後，發現終究屬於不可分割的網絡中的

一份子。「設計」運用人們在社會文化脈絡下被建構

起對某些價值與信念的渴望與嚮往，將其從習以為常

的時空中挪移，進入設計師構築出的生活樣態裡，並

且帶著在此生活的經驗與改變回到日常。整個過程是

一個不斷變動中的有機體，人們在限制中創造，使其

產生意義，成為結構中的一環，慢慢拓展成一片覆蓋

著意義之網的密林。

後疫情時代，因著空間限制拉出的距離感，其實更有

助於我們在每個當下回到內在，遠距創造出了讓身心

能夠呼吸的時間與空間。憑藉電子產品所建構起來的

日常與人際網路，帶來的也可能是因著時空差距所產

生的輕盈與美感。平靜科技一書的作者，同時也是人

類學家－ Amber Case 說：「我們是以延伸自我的角度

來設計科技。」我期望我能永遠帶著人類學式的好奇

與探詢，向這個世界敞開，正如Tim Ingold所說：「要

理解事物，你必須在事物之中長成，也讓它們在你之

中生長。（To know things you have to grow into 

them, and let them grow i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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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者的職涯機會點：使用者體驗
李文馨｜軟體產品經理 / 台大人類學系碩士

在百工裡的人類學家（二）

編者按：李文馨在拿到台大人類學碩士之後，沒有走向學術，而是立即就開始探索自己的科技業之路。過去五年，文馨曾在業界

和 UX 志工圈活動 ( 擔任過國際 UX 組織 LTUX Taipei 的核心志工和秘書長 )，逐漸在科技產業站穩腳步，也找到人類學應用的

舞台。本文中，文馨分享自身的經驗，幫助想幫助走入科技的人類學相關系所畢業生能夠有可以參考的道路。

從未想過，人類學，會是我進入科技業的敲門磚。引

領我一路上在新創企業、顧問公司、大型軟體公司看

到許多不同的風景。

軟體科技圈近年來興起的「使用者體驗」（User 

experience，簡稱 UX），強調透過各種研究方式，了

解用戶對使用產品的情境、動機與需求，進而擬訂產

品策略或具體設計，讓產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

而出。

不過，由於 UX 本身就是一門橫跨科技、人、與設計的

領域，因此在軟體圈的實際職務劃分上，UX 相關職務

包含 UI ／ UX 設計師、UX 設計師、UX 研究員、產品設

計師、產品經理、UX 工程師等各種職位。其中，尤以

UX 設計師、UX 研究員和產品經理更重視對於用戶和市

場的洞察，因而常會看到相關職缺上會特別標註需要

社會科學背景的人才，包含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

受過這些學科的深入訓練，再補充一些 UX 基礎知識或

作品集，在求才若渴的資訊業，往往可以看到許多面

試機會。

海內外的 UX 職缺

無論海內外，職缺最多的應該就是「產品經理（Product 

Manager）」。 尤 其 在 國 外， 常 聽 到 科 技 巨 頭 如

Google、Apple、Facebook（Meta）開給產品經理的薪

水福利，可以與年薪千萬的工程師平起平坐，甚至更

甚一籌。因為產品經理常需擁有深厚的產業經驗與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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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知識，才能帶領開發團隊往對的方向前進，創造更

多的商業利潤和影響力。由於這是相對資深的職位，

剛畢業的學生，通常較難在海外找到產品經理的工作。

不過，在台灣，也有蠻多新創公司願意聘僱沒有太多

產業經驗，但對產品有想法的人才出任產品經理；如

果在求職平台上看到相關機會，我都蠻鼓勵大家去嘗

試看看。

如果你是科技小白，又擁有對人類學的知識和熱忱，

專注於用戶需求和流程設計的 UX 設計師或 UX 研究員

也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尤其是 UX 研究員的職位門檻

較高，通常需要碩士以上的專業訓練。在學術界求職

日益困難、薪資福利缺乏彈性的現今，許多人類學的

博士也紛紛接下科技公司拋出的橄欖枝，在業界進行

跨文化的深入調查。

所以，人類學和 UX 的關聯是？

反芻這些年在 UX 設計師、UX 研究員及產品經理工作累

積的職場經驗，我覺得人類學訓練對進入 UX 領域的幫

助如下：

最能讓人在履歷或面試脫穎而出的，就是你的硬技

能——質性／量化的研究技巧。從大學到研究所累積

下來的民族誌閱讀思辨、田野工作、訪談技巧，寫論

文時對於跨學科知識的開放擁抱，甚至是具體如行為

考古學的操作鏈分析，如果學得夠紮實，在執行 UX 研

究方法如易用性測試、脈絡訪查、任務分析等都會事

半功倍。

而面對難解的問題，業界實務上往往需要結合質性和

量化技巧來分析（在 Meta 還特化出一種 UX 研究員叫

做「mixed-methods researcher」）。相較於其他設計、

資訊背景的從業者，受過社會科學基礎訓練者，也更

容易上手問卷、數據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

另外，人類學訓練培養的軟技能，則是你在職涯上能晉

升前進的關鍵，也會直接影響你是否能將研究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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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精準對齊組織和用戶需求，從而發揮更大的影

響力。例如，在民族誌寫作上，常需要將田野中的複

雜資料，歸納成抽象的文化概念並加以論述；而這種

邏輯推論和抽象思考的能力，將會是你在資訊產業中，

和工程師溝通的重要能力——你不需要具體知道一個

功能具體如何用 python 的程式碼實現，但在和工程師

們討論時，需要運用這些技巧，來抽象理解與討論可

能的解決方案。

此外，在業界工作，就如同以商業環境與組織文化作

為田野一般，人類學訓練強調的全貌觀與土著觀點，

能讓你更快掌握組織檯面上與檯面下的政治運作，並

更傾向站在對方的立場來溝通，奠定良好溝通基礎。

而如果你在大學或研究所的研究主題，涉及特定的產

業或組織，或是商業人類學領域的博碩士論文，恭喜

你！你已經對這些領域的文化和生態圈有很深刻了解，

也就是專業人才很重要的「產業知識」。若你做的是

海外田野，田野中磨練的語言能力和文化洞察，也會

是你在相關國際企業裡工作的一大利器。

從學術到業界：技能與心態轉換

然而學術與業界的研究，畢竟不同。踏入 UX 領域，除

了需要了解介面或互動設計以及資訊工程的基礎知識

外，也需要學習許多新的研究技能，並轉換心態，才

能真正在業界發揮你的價值。在企業內，你會發現大

家習慣用數字來溝通和衡量你的工作成效，需要在短

時間內就看到你的研究洞察是否能延伸出有企業貢獻

的行動或策略；更別提那些業界人士引以為傲的「田

野調查」可能只有一天或幾小時，在門市前面觀察（對

某些人來說，能走出辦公室和用戶互動，就是一個非

常獨特的工作成就）。

此外，心態上的調整也不可或缺。你不再是提出一個

理論框架的學者，而是在日常工作中時時思考如何提

出更好解決方案的行動者。人類學之眼，總會讓你看

到一些獨特細微的事物，或能自由穿梭在微觀和巨觀

視角之間進行批判思考。但切記這句話：「我看到了

這些別人沒發現的行為或動機，然後我們可以做什麼，

為企業創造價值？」持續在職涯內透過專案累積更深

的產業和專業經驗，或許，我們終將都能找到一個適

合自己的企業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