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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悅讀會
自傳性記憶究竟是什麼？
我們為何會擁有似曾相識
（Déjà vu）？為何有懷舊
效應？……
(第一次讀書活動)

書名：記憶的風景-我們為什麼「想起」，又為什麼「遺
忘」？
日期：102 年 04 月 10 日 地點：通識中心辦公室
出席人：王傳燾、林青蓉、康才媛、鈕則誠、簡國榮、
劉久清、駱芬美、孔令信、傅錫誠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主持人（康才媛）
：看了這本《記憶的風景》談記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總共有十七章，也可以說是作者杜
威．德拉伊斯瑪在他專攻人類記憶質和運作方式的研究成果。剛開始看真的頗為吃力，因為作者強調的就是從
「自傳性記憶」做為探討的起點，不過，作者也指出了真正的答案不只存在心理學中，神經學家、精神病學家
還有詩人、作家、生物學家、生理學家、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們都對於記憶發表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還超越心
理學的界限。這個讓我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者都覺得很好奇。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師一定有更多奇妙的感覺，現在
請發表。
王傳燾：書中提到蘇聯心理學家布隆斯基的研究，在他的學生蒐集的 190 個 20-30 歲最初記憶還有 83 個约
12 歲初記憶中發現，兩組人馬，對於 3-5 歲以前記憶是消失無蹤的，這個對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對我來
說小時候或者最初所能記起來的事，真的是在五歲以後，在台中與母親一起去教堂的情景，其餘的事就想不起
來。
鈕則誠：記憶對哲學來說屬於認知的一部分。布隆斯基特別觀察到：最強大的記憶因子是恐懼或驚愕。這
種說法就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思考。而對於希臘哲學家來說，哲學起源於驚奇。驚奇激發了哲學之亦想，然而
恐懼特別是在記憶中常會讓當事者驚嚇，有時會在夢中出現，這些就成了佛洛伊德可以發揮的重點了。
簡國榮：是否真的就是 3 歲以前的事就記不起來呢？顯然因人而異，書中就提到了有關於心理學家皮亞傑
記得他在 2 歲時被人綁架而女僕英勇退敵的事，可是事實上卻是女僕自導自演的一個故事，13 年後女僕也寫信
向皮亞傑的父母道歉。問題是皮亞傑自己卻說他記得 2 歲時這個事件，有人懷疑是他的家人在他成長的過程中
一再地提起此事，讓他內化成為日後的記憶，也因著這樣的記憶，說出自己能記得 2 歲被綁架的事。
傅錫誠：很妙的事，有時我們雖說記得當年的事，可是在描述這些記憶時，常常會去改變其中的某一個場
景或用詞，使得雖然是在談記憶，但是卻不一定和事實完全一樣。所以記憶真的可靠嗎？這還真的是值得我們
再深入探討的大問題啊！
駱芬美：我好奇的是記憶既然跟我自己有關，那麼是不是就在人自己意識到自我時就會有記憶呢？接著就
是我意識到我自己，每個人都不同，所以說每個人對自己的記憶也因著這個自我意識的先與後而有所不同嘍？
孔令信：我自己一直都在哲學內打轉， 曾經研究過法國哲學家柏格森，他是主張以時間的連續性來看待世
界，他認科學家是以量化的方式來處理世界，結果是把事實真相切割成片片段段，這種切割再組合的「連續」
是空間化的產物，並不是世界的真相。因此要用直觀才能切入，他曾描述直觀讓我們進入意識，在某一點亮起
來之後，隨之讓更多我們腦 海裡的意識一一地感染都高了起來，這是連續的，在某一部我們所感受到的就是記
憶，記憶在這種通體感通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在連續的意識中，有些會成為物質有些還是記憶有
些則是意識，直觀能幫我穿透其中不受任何限制。
林青蓉：我對哲學了解不是很深，可是作者提到了「絕對記憶」
，我的朋友中就有人對於他所走過的地方記
得一清二楚，好像地圖就在他的腦袋裡，他能說得明明白白絲毫無誤，這是否就是一種絕對記憶呢？
主持人（康才媛）
：我也有朋友從小背書記憶都是一流，可以說是過目不忘，顯然這也應該屬於絕對記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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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則誠：的確，像我很喜歡看地圖，每到一個地方就買他一份地圖，每到一個地方我就會去記這個地區的
特點，還有公車或捷運是幾分鐘一班，再來就是計算從家裡出門到要去的地方，用什麼方式？需要多少時間？
哪一種方式最快最方便？這樣一邊記一邊檢查，很快地就可以把重點記起來，下一次要到同樣一個地方，很快
地再複習一次就馬上可以知道下一步會是怎樣。句話說，這只是重覆練習而己。
劉久清：正如鈕老師所說的，記憶是訓練出來的，就像背書也是重覆地讀誦，一直到熟悉，不用看書也可
以馬上念誦出來。這個方式也可以說是傳統讀書的一種授課與學習方法。
孔令信：問題就在這種死記的方式，很容易只記住書本的內容，同樣無法去思考與檢視書本內容的真實意
涵。我們從小都這樣一路背過來，小時候還因為背得不夠熟而老師打板子，很痛的。
王傳燾：利瑪竇來中國之後，他除了教導天文與數學之外，還有一本談記憶的書，指導人如何去深入與快
速地記憶，那時頗受到清朝的王公貴族喜愛，願意與他結交，看起來這本書也有點貢獻。
駱芬美：我記得史景遷有一本《利瑪竇的記憶之宮—當西方遇到東方》就是談到記憶的記法。學校的圖書
館內也有這本書。
簡國榮：各位剛才所提到的都是在談記憶的原則與方法，這本書的作者做的分析則是心理層面的，並且他
從案例裡找出記憶的各種面向。像其中有位「絕對記憶」，就是 1965 年由羅斯神經心理學家盧力亞所研究的案
主舍雷沙夫斯基，盧力亞對這位案主追蹤研究過 30 年了。案主有驚人的超絕記憶能力而且是沒有極限，他能記
憶看起來幾乎都一樣而沒有意義的音節組合，並且可以一字不差地覆誦出來。根據盧力亞的報告指出，案主是
用一種視覺化記憶法來處理，也就是任何單字都可以自動在他的腦海中喚起一個圖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記憶
內，一個太學公式在案主視覺化的記憶下，15 年後他還可以不假思索地準確複述這個公式。
傅錫誠：我看到這個故事也覺得真的不可思議，視覺的記憶不就是像拍照一樣地把當時見所聞記錄起來嗎？
問題是記下來之後是存在哪裡？15 年後再從那裡拿了出來，對一般人來說 15 年前的事可能早就忘了。但是他
卻能如此清楚地記下來。
林青蓉：這位心理學家也注意到他研究的案主有另一種特殊的能力就是「通感」
，他的身體各種感官是相通
的，語言文字可以讓他感覺看到某種顏色、嘗到某種味道、甚至感到疼痛。這顯示出案主的記憶不是只在腦袋
內存檔而已。很可能有讓他感覺深刻的味道、痛感或其他感覺。
駱芬美：武俠小說裡或偵探小說像福爾摩斯等人都有超強的記憶能力與感官能力，這種超強的通感能力讓
他們能夠很快地進入現場發揮專長找出破案的線索。
鈕則誠：盧力亞的實驗非有趣，這位案主應該說是綜合了敏銳的感官感覺與視覺記憶，讓他可以在袋中形
成一張地圖，並且不斷地外擴充，如此一來，他所記下來的東西就不再只是我們所看到的昔日照像機所拍攝的
黑白照片了。它是有聲有色有感覺的還原，如此一來，對案主來說很多快樂的記憶可以讓他歡愉，但是下碰上
難過的字或者傷心的故事時，豈不是一想起來就要同樣再難過一次？這樣活著有點讓人受不了哦！
孔令信：我也認為擁有這樣記憶的人，生活世界會很不一樣，過往的歡樂固然可以讓人高興，但是難過與
傷心的事也會讓人不能自已，這對一般人來說會是很痛苦的。有人會選擇「遺忘」
，就是不想讓當時刻骨銘心的
悲慘感覺再度升起。以免活不下去！
主持人（康才媛）
：其實在這個案例中，案主儘管可以精準地用圖像式來思維與記憶，可是對於抽象的「概
念」他就真的束手無策。就像「無」這個概念，他就無法想像或用任何圖像來串聯起來。 可是對一般人來說這
只是一個單純的概念。
林青蓉：還有案主對於人的面子也不太能記起來，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他認為人的面孔變化太快，人的表情
在此時此刻當下碰頭時都有可能碰到不同的環境與心境而表現出不同的臉孔，其實人的模樣不斷地在變，表情
的細微別很容易把他搞胡塗，結果就是很難把人的面孔記住。
王傳燾：這意謂著「絕對記憶」仍是有陷阱與盲點了。對於案主來說別人可以刻意忽略到不愉快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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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卻是得照單全收，每個細節都記下來。
簡國榮：有了這樣的絕對記憶，其實就是沒有記憶也沒有生活品質可言。
駱芬美：這樣的生活，就是會讓案主逼得自己把自己關起來，不要去做太多的感官接觸，色太多的細節源
泉不斷地襲來。
鈕則誠：所謂的「過猶不及」的道理就在這裡吧!
劉久清：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後遺症，那就是記憶在白天來的時候常可幫這樣的超強記憶者可以說給周遭
友人聽，但是到了晚上無法入眠 時，這些記憶的細節與歷程就有可能使他失眠，而在失眠的過程中，每段記憶
中的不快與難過，都有可能成為他最大的負擔，如此的負擔不解決失眠情況會更嚴重，如此惡性循環，最後會
嚴重地讓案主精神分裂。這對失眠症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簡國榮：這本書非精采，還提到腦損傷的案例，就是著名的「恐怖伊凡」的指證事件。其中涉及到二戰與
恐怖的死亡集中營，基上在環境方面的壓力與為了生下去而被迫的各種行為，讓不少身陷其中的受害者大腦損
傷。等到事過境遷這些倖存者回到安全與自由的社會時，很多人會刻意地去忘掉這一段人生恐怖的經歷。同樣
地為了指證「恐怖伊凡」
，那種刻骨銘心難忘的記憶再度被翻攪，問題是在集中營中的情節雖難忘記，可是觀察
事物的方法與角度明顯不同，而回到自由社會之後，這些記憶中的細節部分，明顯地會有鬆脫的情況，可能用
力想也想不起來。這個是大腦損傷很重要的癥兆。
傅錫誠：我對這個恐怖伊凡的案例深感興趣，顯然地在集中營生活過的受害者，記性明顯和一般正常人不
太一樣，專家們特別是在處理這些受害者的證詞時多半會存在一個保留的態度方所以在指認恐怖伊凡時，讓這
個指證事件變得曲折離奇，最後才發現另有其人，讓原本被指控的那位殺手得以無罪獲釋，問題是後來有新事
證，讓這位有嫌疑的殺手人物再度被調查。集中營的受害者的記憶雖然因大腦受創而有點怪，可是真相還是真
相，不容輕易消逝。當然這也提醒了我們，大腦受創後記憶明顯會有所改變或者不太容易記起更多的細節，然
而，受迫害底下的情節也並不是一筆就可以勾銷的，明顯地法庭可以用交叉詰問的方式去檢證相關人士的證詞，
不是只持保留態度而已，因為畢竟這些受害者是在現場。
鈕則誠：集中營的傷害不僅僅是在大腦，人性尊嚴也受到嚴重的扭曲，在生死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受害者
在生存與未來的邊緣之中，過的是最痛苦與最不安與不確定的生活。生命的價值對他們來說很可能就是一個堅
持活下去的意志。這一點來看恐怖伊凡的案例，前者是生命意義的再創造，後者則是對於受到迫害歷程的再度
回憶，這是消極與痛苦的，可是最後的正義的堅持則是必要的。不然那些成千上萬枉死的受害者就白白犧牲了！
孔令信：剛才老師提到的就是生死學裡很重要的關鍵：意義。生命與生活的價值與意義到底是什麼？傅朗
克也曾是集中營的倖存者，他曾描述自己和妻子被分為男隊女隊，無法相見。在夕陽西下時，看著女隊的背影，
想到自己和妻子雖然被分隔開來，但是兩人相愛的心卻是不能被強迫分開的，同樣地他深信走在夕陽下的妻子
也同樣會感受到自己的這份心意。這是在異常環境下的自處方式。 在他們的內心裡，希望才是活下去最根本的
動力。記憶會帶給他們一些慰藉當然也會勾起痛苦，只要「希望」還在，相信一定還會有未來。這也是哲學和
心理學不太一樣的思考角度吧！
主持人（康才媛）
：時間過得真快，這本書還談到「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涉及到前世今生的議題，其實，
這早就是許多心理學家在深入研究的議題，有人說就像是電影的預告片一樣，也有人發展出兩個腦子的理論與
雙重知覺論，都能解釋這種 Déjà vu 感，我們不得不到止畫下一個句點，下回有空，我們再來討論，謝謝大家
今天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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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悅讀會
檢查周遭似是而非的 語
言陷阱，探索生活中應用
到卻未察覺到的數學原理
(第二次讀書活動)

書名：學校沒教的邏輯課—發現八卦、婚姻、網拍背後
的定理
日期：102 年 05 月 15 日 地點：通識中心辦公室
出席人：鈕則誠、簡國榮、劉久清、駱芬美、孔令信、
王傳燾、林青蓉、傅錫誠、康才媛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主持人（簡國榮）
：邏輯是大家日常生活天天都在運用的推理能力，可惜的是大家都在推理卻不見得了解自
己在推什麼東西，有些時候我們運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來找別人的碴，卻不知不覺地自己也陷入的矛
盾的陷阱之中。這也是這本書《學校沒教的邏輯課》所特別要強調的一個重點。本書的作者劉炯朗曾任清華大
學校長，2000 年時選為中研院院士，他在 2011 年時獲得了卡夫曼獎，這是電子設計自動化界的諾貝爾獎。
本書分了四個部分來談：語言的邏輯，人際的邏輯， 金錢的邏輯與數字的邏輯。不同一般的邏輯教科書，
我的簡介就告一段落，接下來就是聽聽大家的想法。
劉久清：對於學習邏輯來說，很多人都覺得要去計算或推理，這是很煩的事，不過邏輯本身就是一種「形
式學科」
（FORMAL SCIENCE）
，既是形式的推論與檢證，所以需要的是不斷地練習，問題是很多人不喜歡多練習，
所以常會視邏輯為畏途。一但有這種心態就很難進入邏輯的領域，體味到邏輯的興味，這本書用比較口語與日
常生活上的例子把邏輯還有數學，這兩門都是形式學科，寫得淺白近人，讓大家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會發現
「原來如此」。
鈕則誠：儘管如此，邏輯真的不好教，我曾經接了師培一個外校學生申請數學領域教育學程的學生，他的
學分中還需補修邏輯，在短短的一個月內要上滿 18 周的課程並考試，不但說他受不了，我自己在教課一天連上
6 小時都是在談邏輯時，最後發現自己都不知道在講什麼了，才驚覺不對，趕緊踩煞車，整理一下情緒才能回
到正題。
康才媛：對了，我們上一次讀書會討論的記憶，有一位有絕對記憶的記者，他能用視覺化來記住一個科學
公式，即便是 15 年後他也能夠一字不差地記起每一個細節。可是他雖然能夠記得這麼清楚，公式是用來應用的，
他若是無法運用這個公式來做出更進一步地做出更多新領域的推展或應用的話，那麼這個公式對他而言也只不
過是一個記誦的對象，對於人類的發展顯然就沒有太大的價值與意義了。
林青蓉：科學對人來說是利器，用了這個利器再一步地改良我們的工具，就有可能造出更多有利與有效率
的事物與成績。我們的社會中有很多人是在不斷地學習與運用這些科學原理與工具，然而其中有很多人是根本
不了解這些原理與工具的基本道理，只知道很好用，就不斷地使用。這就是知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邏輯也
是這樣，訓練人的推理能力，可是使用者卻不一定知道所以然啊！
王傳燾：我以前的理則學也是全班第一高，那時候只知道做練習題，老師考試都是按著練習題出的，所以
很快地就能答出來。同學們都在抱怨好難好難，重點就是這些同學都不願意練習，結果自然考不好。只是就像
林老師說的，會答題，可是不會廣泛地運用，沒有再多用的結果，現在也都忘掉了。
傅錫誠：在西方的正義論與道德論上有不少思想家他們運用的方法就是以邏輯論做為基礎而演譯出來或論
辯出來的，同樣地很多法院上的判例也是運用到邏輯理而做出整個事件的辯證，問題是一般人常只接受結果而
不願意再往裡面去思考或檢查，自然就無法了解到這個邏輯推理的過程與根本的原因所在了。看了這本書，再
去檢視我們所看過的哈佛教授那本《正義》就可以理解，那也是運用邏輯來論證在經濟與行為上發展出來的社
會覑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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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芬美：常有人說 邏輯論並非女性的專長，這個刻板印象是有問題的，我就發現我們不少傑出的女老師，
她們在對事物的觀察很仔細，同時也能把這些觀察轉化進入她們專精的領域，運用邏輯變成非常有價值的探討
與論文，所以說女性不適合研究科學，對學邏輯推理不太擅長的說法真的有問題。我想信就像王老師所提的只
要多練習，一旦學會了，能夠不斷練習運用到各種不同領域上，任何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理路說得很清楚，這
不是天賦而是學習來的。
孔令信：很多老師都提到學習教授邏輯的經驗，我自己從高中時也不喜歡數學，大學聯考時數學只考了 18
分，那時候覺得自己是和數學完全絕緣的。沒想到上了大學大一就要上經濟學和理則學，那是緀濟學是施建生
的高徒來上課，她一上課就是總體經濟學，再來就是供需的曲線圖，一畫下來全班傻眼，根本是鴨子聽雷，一
個期中考下來全班皆當。這位好老師改變教學用最簡單的說法讓大家抄筆記，期末考都是按著筆記出題，如此
一來，全班才低空掠過，如今這堂經濟學到底學到什麼？我現在的腦袋裡還是一片空白。倒是理則學，我們是
從傳邏輯開始一直到符號邏輯。一開始全班也都不懂，我是後來發覺還是一步步地照著做，把練習題一題一題
地解答之後，做到後面就愈來愈順。日後再上了科學哲學與研究所二階邏級之後，才發現原來數學與邏輯重點
是在做形式的推論，再看了一些像哥德爾、帕柏等人的傳記，才發現西方在這個領域的思考趣味，想起自己害
怕數學的那種光景，自己再對比一下上課時和學生談到邏輯的論證與謬誤的推衍，自己都覺得我們的學教育問
題很嚴重，不但是無法讓學生產生興味，反而讓學生更怕數學，這是不對的。看了劉炯的這本書，再整理自己
學習與教授邏輯的歷程，真的是受益菲淺啊！
主持人（簡國榮）
：我自己也是在教邏輯時讓我自己的理更清楚，學生上課明顯地會有大多數人都覺得很難
的表情出來，可是一旦做了作業或者用作業中的原理去檢查時事或者某個名人的說詞，很快地他們就會發現哪
裡有漏洞或者就是倒果為因時，學生就會始有興趣，一旦他覺得有興趣的時候，學邏輯的速度就會變得更快，
同時也會舉一反三，那時候你就會知道他已經懂得一二了。
林青蓉：我很喜歡介紹這本書給同學，因為作者把大學入學的志願配對與婚姻上的配對等問題拿來討論，
這些話題也都同學經歷過或者很好奇，想要知道的。劉校長運用了配對理論來說明如何能穩定的配對，讓更多
學生可以選到自己想要念的學校，而想要結婚的在各自己的喜愛與條件下能夠找到真正的良伴。
駱芬美：我對這個配對理論也很感興趣，拿給孩子們看，他們馬上就懂了，很快地就能舉一反三，這真的
是非常有趣的思考方法。
傅錫誠：這其實和博奕或賽局有關聯，都是希望能夠在危機發生時找出最佳的策略得到最高的效益避免最
大的損失。不過，很妙的是有時候就會有人不信邪，就是想要孤注一擲，結果不是兵敗如山倒就是弄得灰頭土
臉的。
王傳燾：歷史上最有名的就是楚 漢相爭，現在的象棋就是把當時的對奕局面轉換成為棋盤上的布局，讓愛
好者去廝殺，這種賽局帶來的不只是娛樂也提供了思考的布局和訓練。
康才媛：劉炯朗校長提到了長尾巴理論，我看完之後少恍然大悟，很多時間我們都注意到暢銷的事物而忽
略了還有其他的選擇，小看這些其他的選擇就是讓我們失去了方便與快速的機會。
鈕則誠：我平常不是很在意那 些名牌不名牌的，只要方便就好，所以我的手機還有其他用品也都是朋友拿
給我，我覺得好用就拿來用，也沒有特別在意是哪個牌子，不像很多學生都喜歡用 iPhone, iPad 的，他們一講
究起來就是好像手機只有蘋果那一種才叫手機，結果成就的就是「80/20 理論」顧了頭而不顧尾。
孔令信：蘋果顧了頭不顧尾這是他的發展策略，因為從賈伯斯開始就強調他們的產品是一流的領導時尚的，
既是如此所以價格當然最貴，最貴又有最好的功能是當年賈伯斯最引以為豪的，但是賈伯斯過世之後，蘋果就
沒有更多更讓人亮眼的產品推出，結果三星等運用的就是去吃下長尾巴理論的後面與中段的消費者，如今不但
超過蘋果而且帶給自己更多的利潤。相信這也是賈伯斯和庫克所沒有預料的地方吧！
主持人（簡國榮）
：這本書真的非常有趣也還有很多有趣的話題沒有討論的，我也把這本書強力地推介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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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去讀，相信原本喜歡邏輯的同學會更喜歡接近邏輯，至於那些原本就不喜歡邏輯的同學，希望他們在讀過這
本書之後，能夠開始對邏輯產生更大的興味而願意來開心學習。今天我們的討論就到這裡告一段落，謝謝大家。
下次悅讀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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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悅讀會
臉書的出現，可以說是大
眾傳播的新紀元，社群媒
體和「讚」 特別是口碑行
銷在新世代發生巨大影響
力。

書名：「讚」起來，開始拉攏顧客變粉絲
日期：102 年 06 月 05 日 地點：通識中心辦公室
出席人：劉久清、駱芬美、王傳燾、林青蓉、傅錫誠、
鈕則誠、簡國榮、康才媛、孔令信

(第三次讀書活動)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主持人（駱芬美）
：正如作者戴夫．可本所說：「社群媒體就像世界上最盛大的雞尾酒會，會中的任何人都
可以聆聽他人的談論，或是加入討論任何你喜歡的話題。」不過不同的是，在「網路上當然是無酒可喝，不過
更重要的，是在真實的雞尾酒會上，你一個只能和一些人做幾場對話。但是在社群網路上，你一次就可和成千
上萬的人進行無數對話。這把 Facebook、Twitter、Youtube 、Linkedln 等新興媒體的特色說得一清二楚。這
些社 群網站和工具都非常創新，比史上其他傳播媒體與技術都還要快速與效果佳，其間的變化化更是瞬息萬
變，如何能善用這些網站，作者以個人的經驗與自己手創的口碑公司來做實驗，整理出 18 項相關策略提供給世
人參考。相信在座的老師們一定都看得目瞪口呆吧！
今天的讀書會就請各位發表讀了此書的心得與想法吧！
康才媛： 現代人都喜歡在手機上交互聊天、交換訊息，網路上的使用對我們這一代雖然不是必然，可是應
該是愈來愈多了。當然要和我們的學生、孩子來比，我們可以 說是差得太遠了。他們幾乎天天都是在 FB 上你
來我往，而且是樂此不疲。FB 傳播度真的非常快，一下就可以把你在什麼地方或你發生什麼事傳遍各地，以往
你好久都沒有聯絡的同學或朋友，極有可能看到你的打卡的照片與傳出來的訊息和你再度連結上，這種巨大連
結性真的很恐怖，不過，也應該是有了這樣強大的連結力，才會讓更多人看到商機吧！
鈕則誠： 的確，FB 的連結力真的強驚人，教育所就要求每位導師一定要開設，我就是和台北班的研究生
們天天在 FB 上來往，了解他們的動態與問題，我也是被打鴨子上架開始用 FB。不過，也就是因為連結力太強，
讓一些根不知名的「朋友」莫名其妙地就和你聯絡上，我是照著規矩來填自己的生日，沒想到大家都知道，去
年六十歲生日就讓很多朋友與老同學要為我慶生，鬧得吃了好幾回的生日宴。同樣學生只要聚會就喜歡拍照打
卡，而一上 FB 馬上就有人按「讚」
，回應你，這些都還是好的，那些不知名的朋友才讓人頭痛，同樣教育就有
一位女老師根本拒絕使用 FB，我自己也打算當這班導生帶完之後 6 月 30 日就把臉書關閉以免後患無窮。
劉久清： 鈕老師要關掉 FB，可是學生還是想要聯絡你時怎麼辦呢？
鈕則誠：我真的是要停用，可是隔一段時間後我就要用其他的名字來申設如此一來只有少數知道我的朋友
可以和我聯絡就夠了，也不會再有其他的困擾了。就像王品的戴勝益說只有 66 個朋友就夠了。
林青蓉： 李家同教授就曾痛批學生一天到晚玩 FB，說只有笨蛋才會玩 PTT，成功的人不會上臉書。應該指
的就是有太多人在臉書上只是在 SOCIAL 而不是在做真正的討論與研究。換言之，在 FB 的平台上太多的玩樂訊
息與個人感受，鮮少有深度的思考與討論，造成學生的膚淺與庸俗，這一點真的是值得不注意。然而，本書作
者我們看到的是臉書在社交與社群中所能發揮奇妙功效，應了那句凡事有利必有弊，善用這些臉書的好處，的
確對教學有很大幫助。
王傳燾： 我覺得一般人都注意到臉書的書寫自己心情與想法功能，較不重視回應的新效應。作者提出聆聽
這個概念，的確是在人際溝通時最重要的第一步，問題是聆聽之後呢？下沒有回應或下一個「讚」就沒下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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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有了一個交代，可是若是有回應，甚至採用對話的方式，來回對應。作者提到不要停止聆聽，而且對於
特別針對在經營臉書的人，全心投入聆聽，完全入你的工作這才是真的聆聽。
用上述的標準來看，許多在使用臉書的學生根本不是在聆聽，反過來根本只是自言自語，想讓更多人聽到
自己的聲音與想法或讓人家看到自己的影像，一點都不在乎別人給我們的回應與建議。
傅錫誠：王老師說得很妙，學生在上課時大量地在玩手機與 iPad，這就是把自關在自己的世界中，只與少
數的好友交往。這種圈限也明顯地會限制學生自己的視野與遠見。所以我是嚴禁學生在上課時使用手機與 iPad
的。
孔令信：這本書是以顧客導向而寫出來的參考經驗，其中不少案例也提到傳統行銷方式下的公司運作優缺
點，傳統運作模式大都會採取廣告來不斷地 強化消費者印象，有點鋪天蓋地一網打盡的味道，而傳統媒體本來
就是所謂的 mass 大眾傳播，因此最容易與廣告相結合，問題是學生這個世代就是上網族，際特別是社群網站
它是分眾的（de-mass）它所要的是自我特色的產品，是講究自我品味的時代，所以客製化的要求別多也特別高，
因此傳統的廣告若是一味地講究大眾口味的話，很容易被棄絕也很容易就成為過去式。顧客導向既不是全面的，
所以分殊性或是在各種分眾中找尋其中的共同特色會成為未來廣告的重要發展趨勢與方向。
學生聽課也是一樣，他們會使用手機或 iPad 等新科投載具，主要的就是想要找尋他們所需求的合符他們口
味的訊息，教師的課程雖不用去討好學生而給予他們「客製化知識」
，可是在講授的形式與討論的方法，是可以
有新的嘗試，可以用學生手中的載具來進行動式的個案探討操作，這樣會讓更多學生更感興趣。同樣是使用手
機與 iPad 師生們同樂，教學與學習效果可能因此而提升，這應該是更好玩的。
傅錫誠：我所謂的禁止是我在課堂上不讓學生分神，因為我們的課程中的問題是緀過設計的，同學在討論
時若是玩手機或 iPad 的話很容易忘了聆聽別人的意見而無法參與討論。
主持人（駱芬美）
： 現在是行動時代又是分眾時代，依著作者的說法，想要經營臉書有聲有色，那麼就應
該思考與行動像個消費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站在消費者立場來思考與處理，這個也是一個非有趣的話題。
簡國榮： 作者說過意謂著當我傳出這個訊息時，它是否有價值？還是會讓收訊者覺得很煩。其次，當消費
者收到這則訊息時會不會想要詳看內容？在臉書上「動態消息」就是根據三項因素來提供消費者個人化的內容：
1.這內容是多久前出現的，2.你和發訊者或組織的關係疏密，3.那則內容吸引多少人留言按「讚」
。這裡最值得
注意的就是第三點，愈是有人注意到這則訊息或有更多人按「讚」
，那麼這則訊息就會在「動態消息」中凸顯出
來。所以這裡還是有個指標，這種設計就是臉書最大的特色，愈是有人按讚或留言，就代表這個訊息受到重視
的程度。
劉久清：臉書有這樣的設計，不過重點還是消費者本身。因為消費者才是決定這一切的重要關鍵，消費者
有興趣就有可能讓這則訊息更受到重視，反之，消費者都不感興趣，這個訊息再怎麼吸引人一點都不會引起後
續的反應。問題是現在的消費者到底在想些什麼？消費者到底喜歡什麼呢？
林青蓉：作者所舉的奧瑪哈牛排，這個美國頂尖牛排 冷凍肉品供應商，當社群媒體興起後，這家公司的高
層馬上了解到，行銷內容應以顧客為重，而非品牌。所以他們討論發在臉書上典型的顧客是介於 40 到 65 歲之
間的男性，喜好運動與娛樂。為此他們開設了一個「閒話家常」
，讓大家來討論。 這個單元什麼都可以談，不
只限於牛排或這個店，反而是高爾夫或電影等話題讓更多人留言，也因為這些讚與留言，讓每人每年訂購奧瑪
哈數量劇增，這是拜臉書所賜。而最重要的是由於臉書上的留言與讚，無形之中做了口碑傳銷讓奧瑪哈牛排得
到更多消費者的青睞。這個案例說明了臉書的應用不該只是簡單的社交來往，它是可以做為心靈交流與品味溝
通的重要平台。
孔令信：的確這本書幾個案例都提到一個重要的觀念：臉書的連結力，因為有了這樣強而有力的連結力，
使得訊息傳播模式有了重大改變，這種改變影響到當前媒體寫作、採訪與傳播形式。我們在上傳播學院的課時
就發現臉書已成了不少記者採訪的重要消息來源之一，記者大量從臉書與網路上找到新聞線索，再進行採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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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若是不查證常會造成錯誤訊息的散播，這就是假新聞的來源，再以訛傳訛，成了烏龍新聞。這也是我們
一再要提醒學生注意的地方。
主持人（駱芬美）
： 作者提到要培養與顧客的關係，重要的就是解決顧客的問題，這種客服的議題已經是
當前服務市場上第一要務，臉書在互動平台上可以集結更多人的力量解決問題。這也是臉書另一個特色，值得
再深入討論。
傅錫誠： 作者談到消費者喜歡對話、分享意見，當然也會發發牢騒，客服最重要的應該就是提供一個可以
供消費者去發抒情緒或想法的平台，臉書就是這個社群平台可以讓消費者去發揮，一旦消費者知道了這個平台
是可以暢所欲言的，或是所發表出來的意見不但有人會重視而且會給你回應，對他／她而言就會願意投入繼續
在這個平台上發抒己見。所以懂得經營者最重要的就是提供這樣的自由時空來供消費者發揮，屆時即你不回應，
你的社群其他成員也可能幫你發聲，那時就是你成功的時候。
王傳燾：作者也提到了歌手卡洛搭聯航的飛機，他的吉他受損，他傳向聯航求償，沒想到聯航不但拒絕理
賠更拒絕道歉。卡洛就錄了一首歌來嗆聯航，鋪上了 YOUTOBE 指責聯航的不負責任。一下子就吸引了成千上萬
的人注意，一天之內吸引了十萬人次的點閱，最後逼得 航只好趕緊向卡洛道歉並願意賠償，可是卡洛拒絕，建
議聯航將錢以他的名義轉贈給慈善機關。聯航在這件事上吃了大虧，這支影片在網上不斷被瘋傳，聯航鬥不過
消費者，還成了新聞焦點，結果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個案例就是提醒在客服的經營上臉書的確可以發揮很
大的功效。
康才媛： 沒錯，我對這個案例也非常感興趣，這個教訓最重要的其實還是要懂得運用社群媒體，促進品牌
和顧客之間，以及顧客彼此之間的對話。
鈕則誠：既然臉書如此好用，當然就是要經營來發揮更大的效應，避開負面的效應，那麼書就有可能帶給
公司或業者更大的商機。
孔令信： 我想用到教學上，形成師生共學的平台，也可以讓學生或老師去發發牢騒或提建議，適時地將這
些建言也傳達給校方，如此一來，就有可能改善教學或教育行政上的爭議與問題。
主持人（駱芬美）
： 這本書許多觀念都非常新，對我們來說也可以幫助大家了解學生在想些什麼。而臉書
的粉絲緀營確實是非常需要，如何善用而發揮更大的功效，這一點將來有空時我們可以再來好好 一談，今天時
間就到此為止，謝謝各位老師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