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片中的 Muu 是一只嘟嘟嚷嚷，

只有眼球的「脆弱」机器人，但

一旦将它放置于身旁，连会认生

的孩童也积极地向 Muu 搭话。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约会时的见

面实在非常戏剧化。

　　在约好的地方情人一直不出现，

我们已经讲好了约在新宿车站的南出

口了吧？不过确定是这个时间吗？说

来说去，的确是约在今天吧？ 10 分

钟、20 分钟 ...... 随着时间的消逝越

发增加焦燥感。没有直接向对方确认

的方法，想要打电话，在对面的公用

电话却大排长龙；一旦离开约定场所，

在这个空隙必定会与对方错过 ...... 那

么，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在「不便」中催生戏剧

　　遭遇到不顺利的约会时，我们的

忍耐力、想像力、决断力、记忆力、

观察力会全员出动，等待对方的到来。

因此，约定是非常重要的，顺利见到

面的喜悦感是无以言喻的 ；而被放鸽

子时也会心灵受创，并且开始推测对

方的心情。然而，现在只要利用手机

智慧型手机一切就可迎刃而解了。对

于约定的日期与时间只要大概记得即

可 ；若是迟到还可以用 LINE 直接联

络，造成人们不遵守时间，甚至于根

本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便利的代价

　　的确，这个世界变得便利了。但

随着便利的到来，我们不再需要再扮

演戏剧中的主角了。

　　我们当然不希望回到过去也不希

望捨弃今天已经到手的便利，但是，

确实是因为「不便」，我们周围才会

产生「有益」的事物。

　　因「不便」就嫌弃 ；因「无益」

就省略 ；因「危险」就避开 ；因「少

数」就无视 ；因「脆弱」就随意践踏

......。着眼于并有效运用这些具有负

面观感的「脆弱」事物中「强大」，

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势必可以

得到潜藏在其中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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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弱为强的构想
战后追求效率，发展「强大」经济实力的日本，却自泡沫经济崩坏
以来，经济停滞，整体社会活力至今仍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由重
新审视并有效利用，在效率化的过程中因为「无益」、「脆弱」而被
捨弃的观念，创造出新事物，以建立具有多元性的社会为目标，有
人开始着手进行相关对策。
摄影 /（扉页）内藤 SATORU（人物）高井朝埜　採访撰文 / 伊藤史织（JQR 编辑部） 

单靠效率无法跨越这层障碍 !?
特集

探讨「无益」、「危险」、「少数」、
「脆弱」所拥有的可能性



何谓活化社会的设计？

　　何谓「活化社会的设计」呢？

　　「我们的确要庆幸生活在便利的

世界中，但这并不代表人类本身的能

力提升了。另一方面，科技也是一个

让弱势与强势可以均衡的工具。」只

要善用科技，人们会改变，社会也会

　　日本在战后开始追求效率发展经

济，大量制作均一化且高完成度的物

品，其中的技术代表日本的「强大」；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决意摒除

「无益」、「危险」、「脆弱」、「少数」

等概念。

现代日本充满着「脆弱」

　　专攻人因工程学的东京大学尖端

技术研究中心的中邑贤龙教授指出 ：

「强大」之中必定伴随着「脆弱」的

出现。「『脆弱』并不一定表示比较逊

色，若能运用『脆弱』一概念，将会

产生更具多元性的社会。就是由『强

大』与『脆弱』两个概念互补，任何

人都可以生气蓬勃地过日子，此即融

入多元性的社会。」

　　由于亲自着手的专案计画与研

究，是与社会脉动一起进行的，因此，

中邑教授的大学教职一直坐不暖席，

经常在全国东奔西走。「目前正实行

如何将感受现实所体会到的东西广为

传知。这是因为将现今日本的『脆弱』

改变为『强大』时，必须具有活化社

会的设计。」

改变，这是中邑教授进行的研究中的

重点之一。

　　日本人偏好于「人人相同」的文

化，整体社会认为相较于发展个性，

倒不如遵从既定的轨道，这个观念的

确带给我们安全与安心的感觉，这成

为塑造高效率社会的根基。另一方面，

当然也使得社会失去生气与突破力。

置身于多元性中，
进而去理解

　　「组织是一个拥有学历与专业的

等质化团体，在这个具有封闭性的团

体中，无法接触到多元的生活方式，

由于过于互相尊重，而无法刺激新想

法的产生。而如果于和具有多样背景

的人们交往，置身于多元性中，就能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虽然

在整合『强大』与『脆弱』的社会与

团体之际，必须烦恼运作上的困难，

但其中的确存在着魅力，而它所带来

的感染力也能促成革新。」任何人都

可能生气蓬勃的理想社区是一个融合

「强大」与「脆弱」，且能容纳多元性

的社会。

运用「不便」、「脆弱」等观
念来创造多元社会
若能运用「脆弱」这一概念，将会产生更具多元性的社会。中邑贤龙教
授以创造接纳少数派的多元融合社会为目标，推动许多专案计画。

找出隐藏在「脆弱」中的价值

东京大学尖端技术研究中心
辅助人机工程学教授

Kenryu Nakamura

Professor of Assistive Technology 
at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中邑贤龙

08 092014 vol.222014 vol.22 09

转 弱 为 强 的 构 想

更 具 多 元 性 的 社 会 ， 乃 是 运 用
「 脆 弱 」 一 概 念 而 产 生 的

中邑贤龙教授认为就是由人与物的互补才能完成此
设计，同时也配合利用资讯沟通技术，协助有发展
障碍的孩童。

珍惜脆弱事物的心灵能丰富社会，尽管有很多人
在中邑教授的研究室中出入，里面却有珍藏的高
级杯子，以及可放置酱油与醋两种调味料的贵重
调味品瓶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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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方面太神经质又完美主义 ( 但某
方面却非常随便 )。

在达到完美的境界之前，只有彻底
实行。

眼光

不论是设计、生意都都要靠眼光。

以 自 身 的 创 意， 想 将 超 越 iPhone
的衝击带到人类生活中。

Q1

Q2

Q3

Q4

Q5

Answers

　　机器人设计家高桥智隆先生开发

出在国际太空站「希望」中与太空人

若田先生进行沟通实验的 KIROBO

机体。他持续追求的是「可放于口袋

里随身携带，像『眼珠爸爸』般大小

的小型人型机器人」。

　　然而，我们既已沉浸在寸步不离

身的智慧型手机中的游戏与应用程

式，如果拥有它们就可以获得满足，

那么，从智慧型手机移转到机器人是

意谓着？

从虚拟到现实

　　高桥说道 ：「近十年来，人们认

为拥有一件物品，若需花费成本与精

力是不合理的，因此极力避免。」例

如唱片，即使没有放下唱针，光是看

着大唱片套就足以心神荡样。但是，

现代人不买 CD，甚至连数位音乐下

载也不选购，只是随时以串流播放的

方式观赏，而这些动作全部都可以在

智慧型手机与电脑的萤幕中解决。

　　但现今，我们察觉到虚拟的虚无，

并且也感受价值的流失。「不论欣赏

到多棒的 CG 也无法感动，即使是再

好用的 App 也不想掏出钱来购买。

近十年来，所有的才能与资金几乎都

投入到电脑世界中，结果形成如同通

货膨胀的状态，使得人们厌倦这个没

有实体的世界了。因此，最近也产生

欲将电脑世界的成果回馈到现实世界

的动向，亦即所谓的全息投影、3D

列印以及机器人。」

 　原本属于计算设备的电脑，改变

其型态，进化成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兼

具文化与感性的存在，将这个概念应

用在机器人开发上，可以产生极大的

变化。「过去对于机器人的构想就只

有，力气大，可以有效地进行反覆作

业的便利机械。但是现在，我正在致

力发展，透过人性化的沟通，与人们

在交换资讯的同时，也可与之共生的

小型人型机器人。」

对于机器人的感情产生新
的 IT 服务

　　为了赋予机器人人性，高桥开始

将形状、色彩、动作、声音等几个元

素縝密地组合在一起。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研究全都是靠自己一人进行的。

「对着智慧型手机那样四方型的箱状

物说话，人们心理上会有所抵抗。但

若是富有情感、亲切的机器人，人们

就会主动向它搭话，然后它所收集到

的资料会再还原到客制化服务上。」

　　高桥先生说 ：「每个人与一台机

器人生活的时代会在 10 年后来临」。

此时，人们正在致力于打开 SF 的世

界大门。

在口袋中，
小而「脆弱」的机器人
自从机器人诞生以来，它们被要求拥有超乎人类的能力，并且可以提升作业效
率的「强大」。但今后我们所需要的是「可以触动人类感情的机器人」。

与人型机器人一起生活的未来

【Questions】　①你的弱项是什么？　②感觉到自己的弱项时，会思考什么防御对策呢？　③你的强项是什么？　④有觉得庆幸自己有强项的时候吗？　⑤今后想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我 想 制 作 的 是 ：
如 朋 友 伙 伴 般 的 机 器 人

机器人设计家，东京
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
究中心特聘副教授。
现任ROBO GARAGE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Tomotaka Takahashi

高桥智隆

身高 ：34公分　体重 ：980公克　自由度 ：20 
具备语音辨识、自然语言处理、声音发声合
成、资料通讯功能、沟通动作，以及顏面辨
识记录用摄影功能。2013年夏季长期驻在国
际太空站，在日本实验舱「希望」中，与太空
人若田进行沟通实验。

KIROBO 

身高 ：34公分 体重 ：1 公斤 自由度:20
藉由语音辨识可以进行沟通。迪亚哥日
本以组装杂誌方式贩售，是超越10万台
销售量的大热销商品。

ROBI

ROBI 

转 弱 为 强 的 构 想

10 112014 vol.222014 vol.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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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有时会妨碍新创意的产生。

改变流程而从事无益的事物。

挣扎。

由于不妥协而挣扎，进而发现新视
野的时候。

除了视觉以外的设计，包括肌肤触
感、口感等等

Q1

Q2

Q3

Q4

Q5

Answers

虽人们对很多事物或结构中「脆弱」

感到「不满」与「不便」，但大多都无

法言喻。只要着眼于一直以来被忽视

的的「脆弱」，就会产生新的事物。

　　着眼于「缺点」、「脆弱」来创造

新的事物，这是美术总监神原秀夫先

生的想法。虽人们对很多事物或结构

中「脆弱」感到「不满」与「不便」，

但大多都无法言喻。这个被忽视的「脆

弱」，即成为神原先生想法的源头。例

如，「该用哪一种不让镜子破碎的包装

方式呢？」针对神原先生的提问，在

大部份人都会想要回答「将这面镜子

放到坚固的箱子里」。于是乎，神原先

生提出了「包装完后，经由人搬运」

这个意想不到的回答。「将镜子放进坚

固的箱子也可行，但是如果将焦点放

在镜子的『脆弱』又将如何呢？为了

让每个人知道里面装的是镜子，于是

将包装的正面大幅度地打开，之后，

搬运者的意识也会随之改变。」

　　镜子是容易破碎的「脆弱」物品，

若知道里面装的是镜子，不论是谁都

会小心对待。藉由触动人心的作用，

使镜子拥有的「脆弱」变成「强大」。

意识到感觉不对而进入设

计领域

　　神原先生对设计的坚持甦醒时是

在高中生的时候。人们选择事物的标

準，在于「每个人都说好」或「刊在

杂誌上」，他对这种想法感到非常奇怪。

　　因此，高中毕业后进入艺术大学

学习设计，出社会后 1 年，他参加一

个竞赛并以「多角橡皮擦」一瞬成名。

「多角橡皮擦」是具有 28 个角的橡皮

擦。「使用橡皮擦擦掉铅笔的痕跡时，

我察觉到作用的部份只是接触到纸的

一角而已，还有就是使用者本身。」不

论是谁都会在无意中察觉到，橡皮擦

最好用的就是角。「或许是数量有限，

所以角才更具有价值吧！」

如同制作满是草莓的草莓
蛋糕般

　　神原先生笑着说，这个构想来自

于制作满是草莓的草莓蛋糕，所以才

做出有 28 个角的橡皮擦。虽然橡皮

擦的体积变小，但是因为增加许多角，

随时都可以使用全新的角来擦拭，这

是一个使用上能令人喜悦的橡皮擦。

　　「发现以往从未发现的事之衝击

性，对我本身来说是一件大事」发现

一个思考迴路的神原先生如此说道。

他想持续追求着眼于事物所拥有的「脆

弱」，只要稍微改变它，就能创造出「强

大」新事物的趣味。

设计「脆弱」
来引人注意
虽人们对很多事物或结构中「脆弱」感到「不满」与「不便」，但大多都无
法言喻。只要着眼于一直以来被忽视的的「脆弱」，就会产生新的事物。

着眼于「缺点」、「脆弱」的设计是？

【Questions】　①你的弱项是什么？　②感觉到自己的弱项时，会思考什么防御对策呢？　③你的强项是什么？　④有觉得庆幸自己有强项的时候吗？　⑤今后想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产品设计师/美术总监 1978年生于广
岛县，东京造型大学毕业后，历任T
OTO、电通等公司，现设立BARAK
AN DESIGN公司。除产品设计之
外，也活跃于画报与室内设计等领
域进行设计。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特聘副教授。

HideoKanbara

神原秀夫

我 们 的 周 遭 隐 藏 着 许 多 被 忽 视 的 启 发

以往的橡皮擦的角很少是其弱点。每个人都认为这个角的存在是理所当然，而这个将大家没有察觉到的事物做
成的多角橡皮擦，已被选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永久展览品。

转 弱 为 强 的 构 想

12 132014 vol.222014 vol.22 13

立体设计的日文「ゆ」字，只有一个方
向才可以辨识。将它用于浴场标识，
使用者就可以知道哪里是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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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把握自己能完成的工作量。

与人对话并寻求协助。

一直被诱导，将自己逼到危机边缘。

意外地发现自己能做很多事的
时候。

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然事物打造企业
品牌。发现没人察觉到的魅力，并
以此维生。

Q1

Q2

Q3

Q4

Q5

Answers

　　每个人都有「强项」与「弱项」，

身为艺术家的铃木康广，小时候在大

家面前讲话会怯场，这是他的「弱项」。

他説 ；「相较于说话，我更擅长于做

东西，倾注太多时间在改善『弱项』

只会浪费时间，因此，我要利用自己

的『强项』─亦即做东西来寻求沟通，

这就是我成为艺术家的契机。」

航跡在左右形成波浪来拉
开地球

　　铃木从笔记本和原子笔开始，再

纯熟自如地运用数位工具来挽回自己

的弱势。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工具会

产生惊人的作用，正所谓根据使用方

法不同而产生不同作用。对他来说，

工具是刺激自己的感性，并引发自己

的潜力的一个工具。

　　而铃木问世的其中一个作品是

「拉链之船」。「船在前进的同时，其

航跡会在左右形成波浪并慢慢拉开，

看起来就像是拉链 ( 笑 )。光是想像

地球渐渐拉开来的情景，不就令人雀

跃万分了吗？但是要将这种感觉用语

言形容并非容易，所以我才想以作品

的方式呈现出来。」由于能感同身受

这种雀跃感的人们的支持，「拉链之

船」成为真正的船了。它航向大海，

成功开拓了地球。

　　「利用工具使增加我的感性，再

往前方则存在着艺术」铃木说道。而

其独一无二的构想又是自何处得来的

呢？

作为艺术家渡过的
特别时刻

　　「我不会被时间追着跑，而是在

玩乐与看似浪费时间时灵光一现发现

工具，并将它比喻为某种物象展开素

描，以此得到新的构想。我使用的笔

记本与其说是过去的，倒不如说是构

想的来源。人类无法乘坐时光机器，

存在于当下的只有『现在』而已。」

不管是一句话或是一个情节，吸收浮

游的过去与现今眼前的事物，利用这

些灵感来完成作品。

　　以此概念表现的作品是刻有「现

在」的印章，按押下去会出现「过去」

一文字，人们称此作品为「未来印章」，

但每个地方都找不到未来这个字眼，

却非常地有趣。看来铃木想成为连时

间都能自由支配的艺术家呢！

转「弱」为「强」，
这就是艺术 !
铃木康广以其独特的观点来创造出人意料的作品，重新审视被
社会冷漠对待的「脆弱」事物，并使其昇华至艺术境界。

对于没有用处的事物倾注爱心

【Questions】　①你的弱项是什么？　②感觉到自己的弱项时，会思考什么防御对策呢？　③你的强项是什么？　④有觉得庆幸自己有强项的时候吗？　⑤今后想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如 同 将 玩 具 箱 翻 转 般 的 工 作 室 中 ， 潜 藏 着 无 数 创 意

代表作品之一 ：看到航行在海上的船而灵光一现的作品。航行瀨户内海全长11公尺的船变成拉链，逐渐拉开地
球，看到这个情景的人们，各自想像着地球的内容。

「苹果剑球」(右图) 将牛顿的引力以剑球表现的作品。

艺术家，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
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武藏野美术大
学专任讲师。

Yasuhiro Suzuki

铃木康广

转 弱 为 强 的 构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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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①你的弱项是什么？　②感觉到自己的弱项时，会思考什么防御对策呢？　③你的强项是什么？　④有觉得庆幸自己有强项的时候吗？　⑤今后想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机 器 人 的 「 脆 弱 」 等 同 于 人
类 的 「 脆 弱 」

（左图）Muu是一个可以引发潜藏沟通能力的机器人。（右图）只要垃圾
桶机器人一出现，孩子们就会开始捡十垃圾，并且放进垃圾桶，放进
垃圾桶的同时，机器人就会点头。在一般印象中，机器人都是自己捡
垃圾放进垃圾桶，但此机器人却引发人类自行捡十垃圾的「强大」能力。

可能是因为工作速度太慢，才堆积
了许多工作。

感到困惑的时候，总之先踏出第一
步试试看。

处于困境时也能改变态度并享受当下。

遇到出乎意料的邂逅时。

希望悠閒地写一本关于「沟通」的书。

Q1

Q2

Q3

Q4

Q5

Answers

「脆弱」的机器人
　引发人类的能力

不在身旁的话会感到寂寞，帮不上忙的话又会觉得没用。
像这样「脆弱」地不可思议的机器人，教导我们人类潜藏
在其中的「强大」。

追寻真正的「人性」

什么都无法做的机器人能
做的事？

　　明明是机器人却什么事也无法

做。但只要有人类的协助与介入就能

做到某些事 ......。出自丰桥技术科学

大学的冈田美智男教授创造的机器

人，与我们印象中的机器人不同，它

乍看之下似乎是毫无用处的「脆弱」

的机器人。

　　例如，「Talking-Ally」机器人

是一个身旁有听众就会讲话，但听众

若分心的话，它就会立即停止说话。

另一个「垃圾桶机器人」则不会自己

捡垃圾，而是只会央求在附近的人帮

忙捡垃圾。

　　「虽然手机有很多功能，但是真

正用到的功能却不多，而且一旦过于

费心制造这些功能，可能会产生许多

与起初的目的背道而驰的状况，最后

造成逐渐不再使用或是厌烦这些功

能。我的目标是，不企图提出正确答

案，并且创造出没有终点的机器人 ；

这是一个可以产生新的意义与价值，

并且对人类开放的机器人。」冈田教

授所说「没有终点」的构想意谓着，

得到来自于周遭的支持，在与周围环

境产生关系时，才得以形成事物的存

在。这在生态心理学领域中是最基本

的思考方式。

引发人类的主动思维

　　冈田教授以从内部观看身体的形

象来表现，不拘泥于形体，制作出露

珠外形中只有一个大眼睛的机器人

「Muu」。

　　「因为从内部的观点与身体的动

作，才使外界的人类有所变化，因此

设计上重视会讨使用者喜爱的外观。」

透过制作机器人，冈田教授研究包括

语言在内的沟通方式结构，这意谓着

此机器人亦是论述用的工具。

　　「机器人引发他人身上的某种特

质，才会被认同其存在价值。将

Muu 放置在有沟通障碍的孩子身旁

时，这些孩子产生了一些变化 ；不理

会任何事物的孩子们，开始热情地向

Muu 搭话。这是因为 Muu 的『脆弱』

引发出了孩童们参与的能力。机器人

的『脆弱』等同于人类的『脆弱』。」

需要人类主动地介入，这些机器人才

可以发挥「强大」力量，正是反映人

类「强大」与「脆弱」的一面明镜。

转 弱 为 强 的 构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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豊桥技术科学大学工程学研究所资讯
智慧工程学教授　
近着《脆弱的机器人》医学书院(2012年)。
与松本光太郎共同编着《机器人的悲哀
：以人类与机器人的生态学为方向》新

曜社(2014年10月预定上市)

Okada Michio

冈田美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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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冈「川上先生的专业领域原本是人

工智慧，为何会进入研究『不便』学

的领域呢？」

川上「这个契机源自于，我刚到任京

都大学的助理教授当时的研究室教授

片井老师对我说道 ：『今后将是不便

带来益处的时代』。」

平冈「然后您就捨弃人工智慧研究了

吗 !?」

川上「不 ! 不 ! 我并没有捨弃它，而

是心想，相较于将人类的智慧实现于

机械上，研究不便所带来的益处更加

有趣。你不这么认为吗？」

平冈「我也是从学生时代就在片井老

师的门下研究人工智慧，在还没有出

现不便带来益处的这句话开始就有这

种感觉了。虽然如此，我之后却一直

从事控制相关的研究。」

川上「平冈老师当初是一度出社会后，

再回到大学时，就一直研究汽车的自

动行车控制系统了吗？」

平冈「是的。」

川上「那为何会转换至现在的研究领

域呢？」

平冈「对于喜欢汽车的我来说，会自

己动作的汽车根本不叫汽车，抱持这

样的想法 ( 笑 )，因此在研究的过程

中，我认为仅仅靠系统提供资讯根本

是徒劳 ；另外，若是下工夫后能顺利

得到资讯的话，驾驶员自身需花费精

力，如此一来不就可以成为极棒的驾

就喜欢便利这一点（笑）。」

川上「我们的目标是 ：『如何将既存

于世界中的系统的某处，改造成不便

就能得到益处？』建构出这样的系统

设计理论。最近，我们利用符号逻辑

学，尝试将不便带来益处的学问体系

化，虽然尚在途中，但却逐渐变得有

趣呢！」

多士済々が集い、不便益を研究し始

めた

集结各方能人，开始研究不便带来益

处这门学问

平冈「最近，有各种不同领域的人对

不便带来益处这们学问感兴趣。」

川上「不只工程学，还有建筑与心理

学，甚至于也有佛门人士。」

平冈「全都是有使用者的存在，也就

是有人才可以成立的领域。」

川上「但是，我很不喜欢将不便带来

益处这门学问与人因工程学混为一

谈。不便带来益处的『益』，很多是

用数字没办法表达的。」

平冈「因为，不便带来益处的『益』，

代表着使用物品时，是由下工夫所得

到的喜悦、兴奋等感情，而这些大多

是主观的。」

川上「正因为必须下工夫才有价值，

以这个观点来看，在教育场景中有很

多共通之处。例如，下了一番苦工才

驶经验吗？于是，我逐渐从自动行车

转换跑道至行车支援研究。」

川上「这正是所谓的不便带来益处的

系统呢！」

平冈「藉由行车支援系统，我认为可

促使驾驶员乐在『安全行车与节能行

车』的感觉中。因此首先，必须先抓

住他们想利用此系统的心理，再增加

不使人厌倦，可以一直使用下去的手

法。」

川上「即使使用此系统须费时费工，

但是从中依恋它却是非常重要的。」

昔が良かったというノスタルジーで

はない

「这并非认为以前事物较好的怀旧观」

平冈「不便带来益处研究领域的出发

点来自于，虽然便利但却有害的事物

正在这个世界增加。虽说如此，我想

强调此研究并不仅是『回到过去不便

的状态吧 !』的怀旧观，而是朝向是

由添加不便的因素来找回益处的目标

迈进，这并非意味着否定便利的好东

西。」

川上「不 ! 不 ! 这是不便带来益处研

究『右派』的想法吧 ! 身为不便带来

益处的『左派』，相较于便利的事物，

反而使用不便的事物，并欲从中得到

益处！」

平冈「我与川上先生不同，因为本身

背熟的单字，经过很长时间依然记

得。」

平冈「嘴上说着便利，却将不思考称

作便利的话，思考能力确实会逐渐变

弱。」

川上「有不便才会被迫积极思考解决

方式。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对于脑

部是相当好的刺激。」

川上「要想出新的不便带来益处的系

统并非简单的事情，因此，我校学生

的构想是这个不便带来益处卡。此卡

分别为 12 张不便带来益处的原理卡

与 8 张的益处卡两种类。不便带来

益处的原理卡表示如何使系统变得不

便的方针 ；而益处卡就表示可能得到

的益处。」

平冈「标示于卡片上的图像非常有味

道耶。在向不太熟悉不便带来益处这

门学问的人们说明时，常常会有无法

好好表达的心痒感，因此，若能使用

这个卡片，一眼就能大致理解『不便

带来益处』的概念，这一点非常棒。」

川上「这个不便带来益处卡的使用方

式是，首先利用『不便带来益处原理

卡』，尝试将现在的某系统变成不便

的状态，接这是由使用『益处卡』思

考这个不便系统可能会带来的益处，

按照这个流程进行即可。」

使うほどに道が消えるかすれるナビ

の仕組み

差不多该买
手机了吧？

因为我不觉得不
方便啊 !

摄影／盐川真悟　採访撰文／伊藤史织（JQR编辑部）

探讨「不便」中的「益处」
不便受到众人的厌恶由来已久，但是，不正是因为不便所需花费的工夫，才更能使人感到喜悦吗？在追
求效率的尽头，人类到底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研究不便带来益处这门学问的川上浩司、平冈敏洋，透
过这两位专家的对谈，再次认识不便所带来的益处之魅力。

沉浸在便利事物中的人们会变弱

京都大学情报学研究所助理教授 京都大学设计学组教授

平岡敏洋 川上浩司

转 弱 为 强 的 构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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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使用越使道路消失的「模糊导航」

体系

川上「没有导航的话，没办法到任何

地方去的人很多。」

平冈「即使是第一次前往的地方，也

能确实到达目的地，对于路痴来说是

必需品。但是，一旦使用导航系统，

确实会失去记忆道路的能力，因为根

本没有必须记得，因此，使得他们记

忆道路的能力更加变弱。」

川上「将不便带来益处的思考模式导

入这个便利的导航系统后 ......」

平冈「成为这个『模糊导航』。一开

始虽然会显示普通的地图，但是通过

的道路将会被模糊化，越通过越模糊，

最后会变成全白，而且，移动越缓慢，

模糊的速度越会加快。」

川上「总之，常通过的道路、慢速通

过的道路就会存在于脑海中了吧？因

此，这个导航的道路变得模糊时，乃

表示它正在读取驾驶员的使用经歷，

此即意谓着完成『属于自己的地图』。」

平冈「使用者也会开始在意尚未模糊

的地点，进而产生想尝试的心态，就

是由这样的心态或许能促成新发现。」

川上「在观光景点漫步时，我们期待

与平常路线不同，转换风景的使用方

法。但是，在必须严守时间，不迷路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也使用模糊导航

系统吧 ! 我丝毫没有要强迫大家这样

做的念头 ( 笑 )。」

教育の現場に導入したい不便益

20

省去便利就也能省下浪费 !?

http://fuben-eki.jp/

不便带来益处系统研究所研究有效利用不便中的益处之方法，来自于他们的
构想，除了「不便带来益处的导航系统」，还有「猫媒体」、「曲线电子微波炉」

与「不知不觉预测堵车的系统」等等。有兴趣者请前往此网址 ：

黄 色 卡 片 是 「 容 易 得 到 益 处 的 1 2 种 不 便 」
绿 色 卡 片 是 「 不 便 所 带 来 的 8 种 益 处 」

将 超 过 1 0 0 种 的 事 例 一 般 化 ，
详 细 分 析 后 以 图 像 表 达 的 不 便 带 来 益 处 卡

不便带来益处的导航系统

『模糊导航』

一开始虽然会显示一般的地图，但是通过的道路将会被模糊化，越通过越模糊，最后会变成全白。而且，移动越缓慢，模糊的程度越会增加。

使用方法 ①移动时画面会显示地图，请正常使用。
②随着通过相同的道路，此道路会逐渐模糊。
③慢速通过的话，会增加模糊的程度。
④已被模糊化的道路，可从您的脑海中追踪。下次开始，
　请利用脑海中的导航系统。

先有不便带
来益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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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引进教育现场的不便带来益处

平冈「现在的小孩从一出生就围绕着

很多便利的道具，所以其实他们不太

知道什么叫做不便。这种状态太过于

理所当然，使他们对于现在所拥有的

便利也毫无感觉。」

川上「便利的事物一旦成为理所当然

的存在，当然也没有必要对此下工夫，

结果，在专心致力于任何事物时，就

会沾染上不想更进一步的感觉 ；但明

明要更进一步，才会找着喜悦。」

平冈「他们无法感受到经由努力所得

到的喜悦，因此，必须在幼儿期让他

们体验不便所带来的益处。但是，在

实际现况下，越来越多的游乐设备以

危险为由而逐渐消失，学校的教材也

大多是整齐划一，而玩具也渐渐变成

毫无变化的完美道具。一到夏天，书

店中虽有堆积如山的自由研究的书本

与器材，但使用这种道具的研究根本

就不是『自由』研究吧 !( 笑 )」

川上「我认为不便带来益处这门学问

与教育非常相配，想更加深入研究，

例如，『不便益带来益处的教材』与『不

便带来益处的玩具』。」

平冈「我觉得并不只是小孩有这个问

题，倒不如说可能是家长的问题。买

来自由研究等书本给小孩，这样的话

父母亲就会轻松多了吧 ! 说起来，这

不就是父母亲不了解养育孩子的喜悦

吗？正因为下工夫，劳心劳力后才得

到的喜悦。孩子虽然可爱，自己更加

可爱 ( 笑 )。」

川上「养育孩子也需要不便带来益

处！」

平冈「大部份父母亲都想让孩子有效

率地学会并运用各种技能，像是『不

顾前后』的想法已经不流行了。」

川上「如果不教他们感受经由努力完

成某件事的喜悦，日本人就会成为没

有梦想的民族了。」

平冈「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不管怎么

努力都不一定有回报，但是只要努力

就可以了 ......」

川上「像以前一样学会骑自行车与翻

转上身时，希望透过类似的原始体验

来掌握。」

除了 1 和此整数自身外，无法被其
他自然数整除的数中，除了 1 之外
的数字称为质数。长18公分的竹制
尺中，只刻有 2  、 3  、 5  、 7  、
11、13、17几个数字，这些数字全
部都是质数而表示「公分」，这是京
都大学福利社的大热销商品。

   虽然不便但却令人想要的
「质数尺」 我们要建立的是

：有效利用不便
的系统设计论

欲促进
「安全行车虽然麻烦但

却令人高兴 !」
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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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质数尺」

川上 「由不便带来益处系统研究所所推出的第一个商品就是这个『质数尺』。」

平冈「因『难以使用』而成为话题。」

川上「不过它却是另人惊奇的大热销商品。」

平冈「早知道如此热销，就算一支卖 10 日圆也好，把它当作本研究所的经费就更好了 ( 笑 )。」

川上「制造厂商本来认为不会如此热销，所以选择用手工烙印刻度。京都大学＋竹细工＋手工烙印，

　　　正是费时费工的绝品。」

平冈「『这个东西真是太有趣了』、『虽然不会用到但还是想要买它』这些在推特发的文，使得此物

　　　一瞬间爆红。」

川上「『在数学课中使用 !』这是来自于小学老师的回馈。可以将其利用于教育现场真是太令人高

　　　兴了。」

22

生于1970年，京都大学工学研究所精密工学硕士班修毕后，曾
任职于松下电器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从事人类机械系，特别
是行车支援系统的研究。资讯科学博士。

生于1964年，京都大学工学研究所精密工学硕士班修毕后，历
任冈山大学助教、京都大学副教授，现从事系统设计论之研究。
工程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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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长期闭门不出，并感受来自父母

亲的压力而闹事。在发生这样的事件

时，通常会归究是儿童或是父母亲的

问题，但是，果真如此？」中邑教授

于是反问我们，难道这个情况不是因

为社会将他们排除在外的结果吗？若

是有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必定能发

掘出并培养现今的教育体制无法察觉

的奇才。

压抑没自信的脆弱才能之社
会

　　「现今的社会是为了能迴避危险

而成立的。例如，以前的孩子一旦遇

到下雨天，如果不边注意步伐边走，

就会陷进水洼之中或跌倒 ；但是，现

今的道路都已铺上柏油，即使边走边

玩智慧型手机也不会跌倒。以安全层

面来说是好事，但大家不认为太过方

便的社会反而会使儿童的能力变差

吗？」 　　这些对高龄者与障碍人士

来说贴心的作为，相反地，却削弱了

儿童原本应该拥有的能力，同时，大

人们是否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负面

影响，逐渐降低对多元性的理解与宽

设计儿童们「脆弱」的才能

　　有些儿童因超出社会中划一性的

规矩而被贴上「脆弱」标签，而发掘

并培养这些儿童的「强大」潜能的正

是「发掘奇才专案计画」，此计画主

持人是东京大学尖端技术研究中心中

邑贤龙教授。运用 IT 技术持续辅导

这群尽管拥有卓越的才能，却无法融

入学校生活的中小学生，今年秋天将

展开使他们的才能开花结果的尝试，

容？尽管确实有存在着如同史帝夫

‧ 贾伯斯与爱因斯坦，在遭遇困难

中仍可保持坚强意志的人们 ；但是，

在现在这个世界中，应该存在更多因

没自信而受到压抑的人。中邑教授认

为，并非要个人再努力去克服，而是

社会才需要逐渐改变。 　　在「发

掘奇才专案计画」中，招募拥有卓越

能力，却无法融入现今教育环境，有

拒绝上学倾向的中小学生，每年再从

全国报名者中选拔出十位左右的学

童。为了让孩子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步

调在家中学习而筹组的个别课程，以

该课程为基础，接受视讯电话指导，

透过新研发农业、木工、烹飪等职业

课程，亦致力于学科与实作上。另外，

东京大学尖端技术研究中心内除了有

常设教室外，也会外出旅行，辅导人

员直接接触孩子对知识的关心与能力

的高低，更能激发其特殊才能。再者，

由东京大学尖端技术研究中心教授阵

容与各领域第一线人员授课的特别课

程，预定能更加深孩子们的好奇心。

造一个可发挥儿童特殊才能

目标是建立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教育体

系。 　　尽管无法读写的儿童一向

非常多，但以往像是「可以耕田就没

问题了」的观念，使得他们必定在社

会中有立足之地 ；但是，随着世界变

迁，只要无法写字，无法沟通，无法

融入社会，那么，即使拥有其他能力，

也会无所适从。 　　「现况下，中小

学拒绝上学的儿童人数高达11万人。

问题在于，一旦无法融入学校既定的

框架下，就会被排除在外，这些孩子

的社会

　　要改变社会结构是相当不容易的

一件大事。 　　「越思考就会越踌躇

不前，因此，我的研究是一旦浮现想

法就立即去做，像这样，在过程中思

索该如何做才能解决问题。」坐不暖

席奔走各地的中邑教授，对于儿童们

被埋没的才能寄予极大的期待。「日

本的学校教育在于培养全能且能相互

合作的品格 ；与此相异，正因为儿童

的卓越才能跳脱在一般框架之外，我

们更欲使其开花结果。这并非意谓着

要提升能力所欠缺的部份，而是发挥

其特殊的一面。这些儿童大多皆能强

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被他人的意

见影响，进而创造突破性的事物。」 

　　在此期待未来的爱迪生与爱因斯

坦，会从这个「发掘奇才专案计画」

中登场。

培育「弱」儿童
潜藏的「强」
有些儿童因能力过于特殊而对课堂内容感到无趣，他们超出在学校范围之外 ；但是，这是否意谓这些人
属于吊车尾的一群呢？发掘超脱世界中各种规矩的儿童们之才能，所面世的「发掘奇才专案计画」，身为
主持人的中邑贤龙教授开始进行相关对策。

［发掘奇才专案计画］

并非提升适应能力，而是尝试培养其特殊才能

中邑贤龙
东京大学尖端技术研究中心 辅助人机
工程学领域教授 

●联络资讯／东京大学尖端技术研究中心 辅助人机工程学领域
TEL:03- 5452-5064　E-mail:rocket@bfp.rcast.u-tokyo.ac.jp

•太过简单
•不感兴趣
•不擅长与人沟通
•书写极慢
•擅长绘画却无法识字

不当行为
拒绝上学

霸凌
不知如何对待具

特殊才能的孩子们

•用线上教材学习
•来自线上教师的辅导
•有效运用 ICT机器
•提供职业课程的学校
•由尖端研究中心教授阵容所授课的特别课程
•与学校之间的协调、对父母亲的关怀

〈全新学习平台〉

〈中小学〉

全新教育的必要性

以往教育体系

不要压抑特殊才能，
而是持续发挥它

现今

发掘并教导奇才

未来

在「发掘奇才专案计画」中，也举行由东京大学尖端技术研究中心教授阵容与各领域第一线人员授课的特别课程。照片（从左至右）：渡边克己副教授(认知科学领域)、铃木康广客座研究员(艺术家)、神原秀夫特聘
助教(产品设计师)、中邑贤龙教授(辅助人机工程学)、佐藤美晴特聘研究员(歌剧总监)、为末大特聘研究员(前运动选手)、高桥智隆特聘副教授(机器人设计家)

转 弱 为 强 的 构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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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林留美
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助教
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资深研究员
言语听觉士、临床发达心理士

新谷清香
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专业学术辅导人员　

且输入常用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的

一笔一划。听觉敏感的情况，则使用

降噪耳机来营造可以专心上课的环

境。只要有效利用各种应用软体的特

色，则可清除阻挡学习的障碍。

接受 ICT 支援而充满生气
的孩子们

　　平林说道 ：「有学习障碍的孩子

们通常抱有为何自己这么痛苦，而这

个痛苦又无法被周遭的人所理解的孤

立感。这样的孩子们透过此活动接触

到 ICT，藉由认识和自己一样有相同

困难的孩子们，不但在精神上变得快

　　 明 星 汤 姆・ 克 鲁 斯 (Tom 

Cruise) 与企业家理查德・布兰森

(Richard Branson) 等人，皆是国外

的克服学习障碍中的阅读障碍困难，

朝自身的目标前进并且成功的例子。

而在日本也有不少人仅因读写较弱这

个理由而被社会排斥了。东京大学尖

端技术中心的中邑研究室，针对有各

种学习障碍的儿童们，正欲营造可以

实现他们梦想的学习环境而推动此专

案计画 ；现场的中心人物有助教平林

留美与支援本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员新

谷清香二人。

　　虽然称之为学习障碍，但其内容

却是因人而异，每次都是一次新的摸

索。「首先，尝试各种方法，看看哪

乐，也能提升学习效果。」相较于其

他任何事情，孩子们可以欢欣雀跃地

学习是最大的变化。可以看书但无法

划线，连写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难的 A

君，一旦开始使用键盘后，就从书写

文字的困境中解脱了，并且也变得可

以跟上课堂的进度。这是一连串因人

而异的障碍，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并

看清什么才是适合他们的工具之过

程。

　　原本因为书写文字实在太花费时

间而听不下来，但是利用相机拍摄照

片就可以变得从容不迫，这是学习兴

致增加的孩子们。由于听声音与看景

色的方式有失衡现象，造成所写的字

种方法会导向好结果。在无法阅读文

章的孩子，就从读给他们听开始，进

而将其声音录在数位录音笔中，为了

让孩子想听的时候可以听，他们并能

学会操作数位录音笔的方法。」

　　平林留美说道 ：「孩子们较不擅

长『先阅读再学习』，但是若能熟悉『先

听再学习』的方式时，就能进入学校

的教室，在这里重要的是，谁在操作

与管理。」这句话意谓着并非将责任

「全部交给」老师，最重要的是，而

是让孩子自己能将机器当成笔记本与

铅笔使用，并且拥有管理这些东西的

能力。

根據個案研究的 ICT 使用

方法

　　无法写字就可使用键盘。新谷清

香指出 ：即使是针对一般人所制作的

应用软体，只要下点工夫的话就会成

为有效的工具！「可以将讲出的话语

转换成文字档的应用软体，即使不会

用键盘输入也能作成文章。另外，也

有可以在相机拍下的照片中加上声音

备忘录的应用软体。」她说道。

　　拍摄教科书的相片，若是再配上

监护人与老师的声音，即能简易地制

作「有声教科书」。在常用汉字笔顺

字典的应用程式中，由于可以简单地

查询到笔顺与念法，因此也可临摹并

几乎无法辨别而被欺负的 B 君，发

现自己使用 iPad 就可以做到许多事；

他在这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笨蛋，感

到非常辛酸而眼角含着泪水。

　　这两位学者发现并扩展孩子们的

潜质。这是一场与欲将它当套进常识

的大人之间的战斗，连他们身边的朋

友也无法理解的痛苦，即便再努力也

无法改变的孤独感，但藉由 ICT 的支

援却使这群孩子涌现好奇心，并增强

了学习兴致。

　　藉由营造针对障碍人士的开放环

境，孕育新的才能，在孩子们的「弱

点」中，潜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探寻划向学习之
海的桨

因障碍与疾病导致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儿童们，在他们入学与就业时，透过得以实
现个人意愿的支援行动，开始启动以培养成为未来领袖的人才为目标的专案计画；
其中， 在利用 ICT( 资讯沟通技术 ) 的支援行动中，获得极大的成果。

协助有学习障碍的人们

利用资讯沟通技术的学习最前线
Diversity, Opportunities, Internetworking and Technology

这些是在学校容易被
孤立的孩子们，但他
们在这里找到学习伙
伴，并悠然自在地享
受参与活动的乐趣。

即使自己难以跟上文
字，但只要使用语音
跟读系统就能完全理
解内容。

●服务提供团体　DO-IT Japan 办事处　153-8904 东京都目黑区驹场 4-6-1
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3 馆 309　TEL ／ FAX ：03‐5452‐5064　
Email ：info@doit-japan.org　官方網站 ：http://www.doit-japan.org/26 272014 vol.222014 vo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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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感受到喜悦的是收割蔬菜之际。在Life Seed Labo课程最后一天办的派对中，一起探讨该如何呈现这些
蔬菜的调味与装盘，再进行料理供大家食用。

几公升的量杯才能达到 1000 颗。

　　透过烤比萨的课程，可以学习到

发酵的原理与制作乾货或醃渍物时让

细菌无法生存的方法。也了解到原本

是为因应冬天粮食不足而制作的乾货

或醃渍物，后来进化为罐头生产与冷

冻乾燥等技术。他们还知道了现在在

太空站中可以食用将来的可长期保存

食物之测试版，这些与食物相关的插

曲是浩瀚无穷的。

无食物可进食时还要抱持
「吃」的希望

　　此实验室的另一个致力的方向则

是，为了生存下去而思考「吃」这件

事。发生地震、河川氾滥、遇难等灾

害，在完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我们

应该如何摆脱困境呢？

　　「在饱食暖衣的生活中，我们很

少意识到遭遇紧急状况的机会，但在

1995 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与 2011 年

311 大地震时，食物问题对于受灾者

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从这些经验中

我们了解到，在长期的重建过程中，

维繫生命的食物与未来赋予身心活力

的两种食物皆是必要的。」福本与孩

子们一同探讨「维繫生命，并让身心

有活力的防灾食物」。

　　所谓的防灾食物是指泡面、干饭

等维持生命的「非常时期食物」，此外，

除干货与调味料以外，还有经干燥与

醃渍过的「可长期保存的食物」，与

从「种子」开始栽培的蔬菜，由这些

类组成防灾食物组合。

　　「地震时遭遇房屋毁坏，家人去

世等事情，不论是谁都似乎被悲伤压

得喘不过气来，在一团混乱中，无法

好好地进食，但是，也不能光是悲伤，

因为人不吃饭就无法生存下去。此时

可以试试看撒种，那么第二天我们就

会在意芽是否已经长出来吧？若长出

芽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高兴 ；原本如此

小的种子逐渐变大，直到开花结果的

话就会感到喜悦吧！」孩子们认真地

听着福本老师的话。「为了发生万一

时预作準备，意谓着重新审视每天的

生活。如此一来，或许可以使自身的

生活方式更加丰富。」

透过栽培的体验，有效培
养学习能力

　　从种植蔬菜、栽培至收成，制作

料理，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流程，对

于很多小孩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体

验。而孩子们在 Life Seed Labo 可

审视生活的基本──「吃饭」这个

概念，另外，不喜欢坐在书桌前看教

科书的孩子们，在触碰泥土、握住菜

刀的体验中，扩展他们的好奇心，培

养学习能力。

　　在这里都不使用教科书，在照顾

蔬菜的过程中使用平板电脑查询涌现

出的疑问，并记录观察事项记录，在

田地与厨房遇到的任何事物都是学习

的对象。「某次收成时，要拔出叶菜

时却看见一只虫正在拼命地吃着叶

子。孩子们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

情景，虽然此时的工作停滞不前，但

是他们一边使用手边的平板电脑，充

份地观察这只虫如何吃叶子，意图理

解这个生态。」

　　面对仅靠照片与文章无法理解的

大自然，在兴趣与好奇心被引导的同

时渴求知识。这里的学习并不限于理

科领域中。

　　豆奶中不可或缺的是黄豆，那么

要制作一杯豆奶需要几颗黄豆才足够

呢？「首先算算看 1000 颗大概是多

少数量吧！」「1000 颗！？」在数

量庞大的黄豆面前，孩子们发出哀嚎。

因此建议他们先仔细计算一公升的量

杯中可以放进几颗黄豆，并思考需要

利用防灾食物保护身体

孩子们收割种植于花园中的蔬菜，并在厨房中料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景，
都正是挑起他们好奇心的事物，因此，从中学习到的知识则是在没有粮食的紧急情况
下也不慌张，培养这种坚忍不拔的坚强心志。

「吃饭」即「生活」

利用防灾食物保护身体
从种子中培育的生活能力与坚强心志
Life Seed Labo

孩子们至今从未接触过泥土，起初虽然为了躲避小虫而跑成一团
乱，但伴随着值物的成长，也改变他们对生物的观点，透过栽培学
习生命与食物的重要性。

福本理惠
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专业学术辅导人员

育てる体験を通じて
学ぶ力を強く育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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