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規劃案成果報告 

 

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講座 

 

 

規劃案編號：NSC103－2420－H－002－001－A10301 
規劃案執行期間：103年 07 月 01日至 103年 11月 30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 

 

計畫召集人：蔡明璋 研究員 

共同召集人：黃寬重 講座教授 

計畫參與人員：周晏詮 陳肇萱 

 

 

 

 

 

 

 

 

 

 

中   華   民   國 104年 03月 13 日 

 1 



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講座 

一、 前言 

    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一方面需要學術知識的深度化，一方面也需要學術社群

的社會化。前者強調科學研究不斷精進，跨過原先自限學門界線，累積豐富的基礎

知識；而後者則著重這些研究能夠與大眾社會對話，了解社會發展的問題與困境，

進而提出有益社會的實用知識與政策建議。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界，近年來非常專

注在學術專門領域內部的細緻化鑽研，而跨學門的知識交流，對在地關注與政策貢

獻的積極度則稍有不足，這是急待改進的地方。基於這個背景（或關懷），本計畫書

試圖規劃七場重要的演講學術與交流活動，在 2014年度進行，期許在人文社會科學

界激起普遍的迴響，讓學界成員更加了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前沿，以及與人文社

會科學與本土社會應有、應行的接續方向。 

 

二、 講座目的 

執行系列講座期待達到三個目的: 

1. 台灣人文與社會科學進步與深化： 

藉著傑出學者的演講以交流活動，增進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社群整體知識的發展。 

2. 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影響力向外擴散： 

透過對當代重要的人文社會經濟議題的檢討、批判，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於台

灣社會未來演變方向的與論述，做出重要的貢獻，。 

3. 促成跨學科、跨國界的交流合作： 

人文與社會科學可以更深入的互相了解，而非自足於自身的學術社群中；透過國外

知名學者的來訪、交流，也增加本活動的國際化，也讓國外學者了解台灣人文社會

科學的現況與發展。 

 

 

三、 執行方式 

「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講座—社會、人文領域」，共邀請 7位學者舉辦 8個場次的演

講，以下為演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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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 單位 演講題目 演講時間 執行者 
Luc 
Boltanski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朝向一種歐式新

保守主義？-從正

宗經濟學的形成

到國族意識型態

的更新 

103 年 7 月 24 日 蔡明璋研究員 

Luc 
Boltanski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批判社會學與批

判的社會學：一場

「法式」批判之旅 

103 年 7 月 25 日 蔡明璋研究員 

謝雨生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

傳播暨發展學系 
觀察研究因果推

論方法之發展趨

勢 

103 年 9 月 10 日 蔡明璋研究員 

關秉寅 國立政治大學社學系 傾向分數分析方

法的實際步驟 
103 年 9 月 10 日 蔡明璋研究員 

岸本美緒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 
教授 

鴉片戰爭的信息

傳播：從江南到日

本 
103 年 9 月 29 日 黃寬重教授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研究員 

打造利基─臺灣的

英美文學研究 
103 年 10 月 6 日 黃寬重教授 

林聖芬 
中國電視公司 
董事長 

人文學面對學用

落差─尋譯贏策略 
103 年 10 月 31 日 黃寬重教授 

鄭秀玲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解決失業與低

薪：我們需要與時

俱進的產業政策 

103年 11月 27日 蔡明璋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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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成果 

「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講座—社會科學領域」，由計畫主持人蔡明璋研究員，規

劃執行五場實踐講座，內容分述如下： 

1、 Luc Boltanski 理論與教授實踐講座之一 

講 題： 

朝向一種歐式新保守主義？從正宗經濟學的形成到國族意識型態的更新 

主持人：蔡明璋研究員 

時 間：103 年 7 月 24 日 14:00-16:00 

地 點：清大社研所 c306  

摘 要：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o-liberal policies in Europe, and their devastating results, 
have triggered,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 numerous critical reac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fields. But this renewal of social critique has not 
yet had any concrete effect on the actions of the power elite, belonging to the left 
as well as to the right, whose members use the argument of “necessity” to justify 
their conservatism. On the other side, the critical stance has had only very weak 
support from the social movements and, particularly, the labor Unions, whose 
energies are absorbed by their efforts to survive. In the vacuum created by a 
demoralized Europe and by an ineffective social critique, there have emerged 
ideologies, coming from the extreme right and even, sometimes, from the left, that 
have shifted from the critique of economical neo-liberalism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They stress nationalism, supported by a strong State, and on 
the valorization of moral authority and tradition. They are, above all, strongly 
xenophobic and racist. One can se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ideologies the 
making of a kind of European neo-conservatism which, unlike the American 
neo-conservatism of the 1980-90’s, can present itself as “anti-capitalistic”.  

This neo-conservatism is conditioned by socio-economic changes whose precise 
analysis seems particularly urgent. The first and most visible change is the decline 
of industry, which dismantles an “old” proletariat given over to unemployment 
and precariousness. The second change, no less important if less frequently 
noticed, i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ic forms which create wealth by 
exploiting the patrimonialization of sites or “terroirs” whose “authentic” character 
is distorted by forms of commodification and/or through the extens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of luxury brands. These two economic processes have political effects 
that promote reactionary and xenophobic positions. Groups and social classes 
whose interests are linked with industry accuse “foreigners” of “robbing”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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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eal” French people. Groups and social classe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patrimonialization accuse “foreigners” of polluting “authentic”, “ancestral” and 
national places and values.  

The task of a leftist critique is then made more difficult by the necessity of a 
twofold orientation. It must go on with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neo-liberalism, but 
it must also be attentive to the reactionary drifts of certain attacks on liberalis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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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2、 Luc Boltanski 教授理論與實踐講座之二 

講 題：批判社會學與批判的社會學：一場「法式」批判之旅 

主持人：蔡明璋研究員 

時 間：103 年 7 月 25 日 

地 點：中研院社會所 8 樓 802 會議室 

簽到表：見附件一 

摘 要： 

In that talk I will address questions which have been very unsettling for the 
sociological enterprise since its beginning, stemming from the very problematic 
relation between, on one hand, endeavours directed towards 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 i.e. objective or neutral -, descriptions of the social world, and, on the 
other, attempts aiming at modifying society by criticizing the state of affaires 
which has been depicted. I will, particularly, work out this question by comparing 
two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mplemented in French sociology during the last forty 
years, which have proposed two different path in order to manage passages 
between scientific exigencies and critical stances. Namely, first, what has been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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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sociology - 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 
implemented during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and, secondly, another stream, 
developed more recently, oriented towards the analysis of critical operations 
accomplished by ordinary people in the course of daily life, and frequently 
phrased as 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c. In Critical sociology, descriptions in 
terms of power relations underscores the potency of mechanisms of oppression, 
the way the oppressed passively endure them. Pragmatic sociology, by contrast, 
describe the actions of human beings who rebel but who are endowed with the 
ability to rise up against domination and construct new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in 
the service of critical activity. I will finally try to outline a frame aiming at 
unifying the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proposed by the Critical sociology and by 
the 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c. 

 

(This lecture will be based on 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Polity 
Pr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Original publication in French: De la 
critique. Précis de sociologie de l’émancipation, Paris, Gallimard, 2009).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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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謝雨生教授理論與實踐講座 

講 題：觀察研究因果推論方法之發展趨勢 

主持人：蔡明璋研究員 

時 間：103 年 9 月 10 日 

地 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第一會議室 

簽到表：見附件二 

摘 要： 

因果推論之研究目的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目標之一。不過，社會科學的研

究卻常常無法以「實驗設計」的方式達到因果推論的目的。社會科學的研究

常常只是觀察研究（非實驗研究的通稱），但研究者的研究目標卻又是進行「因

果效應」的推論。換言之，觀察研究中「原因變項」（被視為實驗研究中的「處

理變項」）對「結果變項」的影響效果有多大，常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過

往，觀察研究中的因果推論之分析方法，存在不少的問題，如「原因變項的

選擇性問題」和「結果變項的內生性問題」，常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理，導致因

果效應的估計偏誤。近年來，社會科學界提出「反事實因果推論法」

（counterfactual causal inference），透過「傾向分數」（propensity score）配對

法，處理觀察研究之因果推論中的「原因變項選擇性效果」的問題。傾向分

數配對法也僅能克服「可觀察的共變項」（observed covariates）對選擇性效果

的影響。同時，過去諸多使用傾向分數配對法的分析，也引入了很強的假定

條件（assumptions），即原因變項的「處理效果是同質性」（hom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事實上，處理效果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異質性」，即所謂的

「異質性處理效果」（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9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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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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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秉寅教授理論與實踐講座 

講 題：傾向分數分析方法的實際步驟 

主持人：蔡明璋研究員 

時 間：103 年 9 月 10 日 

地 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第一會議室 

簽到表：見附件三 

摘 要： 

追蹤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越加普遍，長期觀察研究的因果推論的研究需要

也相當蓬勃，因此，「原因變項的動態性」對結果變項的影響之推估，愈形重

要。再者，「多元的原因變項」及「多元原因變項的動態性」的因果效應有無

效果，是累加效果（additive effect），還是乘數效果（multiplicative effect）都

是反事實因果推論在觀察研究之因果推論上的最新發展趨勢。 

有鍵於國內社會科學界的研究同仁，對於這樣的發展趨勢和研究實務的操作

過程並不太熟悉，影響了其學術論文的研究結果和國際發表的可能性。因此，

希冀透過「工作坊」的形式，讓國內的研究同仁可以理解這個領域的最新發

展和研究實務，能提升因果推論的研究品質。 

「工作坊」的預定主題： 

1. 觀察研究的因果推論問題 

2. 反事實因果推論法—傾向分數配對法 

3. 異質性處理效果（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4. 多元與動態性處理效果（multiple and dynamic treatment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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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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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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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鄭秀玲教授實踐講座 

主持人：蔡明璋研究員 

時 間：103 年 11 月 27 日 

地 點：台大社科院 社科 201 教室 

簽到表：見附件四 

摘 要： 

我國產業政策應該更為靈活，與時俱進，才能提振我國經濟，進而解決失業

與低薪的問題。生技醫藥、食品科技和雲端科技及軟體產業，將是我國未來

產業發展主流。 

1980 年代政府開始推動生技醫藥產業，但因缺乏專業領導人與執行力，加上

產官學三方未充分合作，以致成效不彰。美國政府通過結合產官學，達成群

聚效應以及知識外溢效果加速該地的生技產業成長，應是我國效法的典範。 

隨著生物技術的進步，農業轉型的食品革命也正在燃燒。如無雞肉雞柳條或

是植物打出的液態蛋白質汁，顛覆了傳統食品的範疇，並成功獲取大量企業

奧援。自 2007 年 iPhone 問世，雲端運算、 App 產業興起，亦帶動另類商

業模式，也藏有龐大商機。 

希望能夠藉由產業政策的討論，帶給執政者一些方向。面對經濟瓶頸，若政

府能制定出能與時俱進的產業政策，必將能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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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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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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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講座—人文領域」，共同主持人黃寬重教授，規劃執行三場實

踐講座，內容分述如下： 

1、岸本美緒教授實踐講座 

講 題：鴉片戰爭的消息─從江南到日本 

講 者：岸本美緒（Kishimoto Mio）教授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 

主持人：方震華教授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時 間：103 年 9 月 29 日（一）15：00~17：00 

地 點：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 

簽到表：見附件 1 

摘 要： 

日本於德川幕府時期（1603-1867），曾有長達兩百餘年（1630-1854）的鎖國。此時的日

本如何認識當時的海外局勢？這個問題應該結合信息傳播史（時人通過什麼信息來了解形

勢）、海洋史（東亞諸地域之間的互動）與地域社會論（時人在什麼社會關係中抉擇信息）來

回答。 

以鴉片戰爭的信息傳遞為例，《夷匪犯境錄》與《海外新話》的編寫、傳遞與流傳，扮演

著很關鍵的角色。《夷匪犯境錄》作者不明，極有可能是江蘇巡撫衙門（蘇州）的幕僚，他似

乎親身體驗了蘇州的恐慌，並且可以接觸中央與地方的政治文書（上諭、奏疏、報告和軼事），

記載中提到的人名「吉泉」，可能是長崎商人「顏吉泉」。故可以如此推測：1840年鴉片戰爭

發生後，在乍浦從事中日貿易的商人顏吉泉逃歸家鄉蘇州，對擔任江蘇巡撫衙門幕友的故交

提供了情報，這位幕僚則以自己可以接觸到的政府文書和吉泉所提供的訊息，整理了鴉片戰

爭的相關資料，而商人吉泉因應幕府對鴉片戰爭訊息的需求，將書稿帶到日本，提交了長崎

當局，引起日本政府和學者的看重，加了《夷匪犯境錄》的標題而流傳下來。 

《海外新話》的作者嶺田楓江（Mineda Fuko，1817-1883）則根據《夷匪犯境錄》的資

料，用小說的形式描述鴉片戰爭，輔以生動的圖畫，引起農工商民的關注。他對英吉利國的

認識以箕作省吾（Mitsukuri Shogo）的《坤輿圖識》（1845）為本，相較於其他蘭學者的著

作，《海外新話》對英國的信息並不新穎。嶺田楓江讚揚清朝軍民在鴉片戰爭中的英勇和智謀，

也描寫了黑白夷人在乍浦戰役中的殘暴，但卻特別強調林則徐具有易怒暴躁的性格，推測是

希望透過這樣的形象，勸戒日本為政者對外應該謹慎，故曰：「海國要務在知彼，預備嚴整恃

有待。」 

總之，《夷匪犯境錄》透過商人、幕友傳播了鴉片戰爭的消息給日本政府與學者，《海外

新話》則進一步擴大影響到庶民階層的海外認識，這個過程使人感到有趣的是，商人與幕友

這一類人物在國際消息傳播中所發揮的作用，尤其是商人吉泉在乍浦、蘇州、長崎所處的不

同社會關係，也顯示了地域社會概念的彈性。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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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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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德興教授實踐講座 

講 題：打造利基──臺灣的英美文學研究 

講 者：單德興教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張瓊惠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主任] 

時 間：103 年 10 月 6 日（一）12︰30~14︰30 

地 點：臺灣師範大學 誠大樓 B1會議室 

簽到表：見附件 2 

摘 要： 

本次講座以「打造利基」為題，單教授從闡述「利基」兩字的意思著手，從 SWOT 的角度，

探討英美文學研究的優勢、缺點、機會及威脅等，一步步分析身處臺灣的臺灣學者在英美文

學研究領域的利基，亦即以臺灣視角閱讀英美文學。 

單教授引用周英雄教授的一番話，說明英美文學在臺灣紮根，學術研究必須本土化、在

地化。另一方面，單教授也舉出臺灣本土的利基──雙源匯流（中、日文化的源頭）；因此，

單教授強調臺灣的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是密不可分的。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的蓬勃發展是單

教授演講後半部分的重點。 

單教授以亞美研究在臺灣為例，分享亞美研究的歷史和淵源，展望繼續努力發展，將臺

灣的學術研究推向國際。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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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聖芬教授實踐講座 

講 題：人文學面對學用落差—尋譯贏策略 

講 者：林聖芬先生 [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 

主持人：林清源教授 [中興大學] 

時 間：103 年 10 月 31 日（五）13︰00~15︰00 

地 點：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204教室 

簽到表：見附件 3 

摘 要： 

世界資訊的迅速傳遞，與網路帶來的挑戰和衝擊，身為媒體業不該隨波逐流被動前行。

打破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以及傳統媒體形式上的框架，才能持續突破與創新。現今媒體應活

用行動雲端儲存與各種的電子資訊整理，讓傳統與創新融合才能有所突破。 

在現今社會身為一個學習者必須對學用落差存有質疑，並了解傳道解惑比授業更重要的

現實狀況。網路時代對現代的顛覆，在各種產業中持續發酵。目前新興的各大媒體皆非由傳

統媒體產業轉型，對於此，傳統的報紙產業應與電子化之間應取得媒體資訊平衡和融合。更

需要自我行銷、自我成長並展現其中的特殊性，才能從中脫穎而出。不同時代對於媒體的監

督相當不同，由戒嚴至今，在用詞遣字以及報導的客觀性上也相對謹慎並充滿壓力，對於媒

體的監督也開始從政府轉移到人民身上。公民媒體的興起在現今社會是一種資訊與媒體報導

的自由表現，但他們也即將面臨商業化社會與全球化的考驗。而媒體壟斷在現今民主自由社

會中實則成為一種假議題，在臺灣與網路社會的環境下，我們可選擇的資訊與媒體媒介等相

當多元且複雜。學會閱讀與判斷資訊，才正是公民目前應學習的。 

身為在這樣社會中學習者的學習者們，應真正認識自己欲吸收的知識、興趣取向，並進

而活用與時代接軌。全球化的來臨並非全面的好處，應去理解其中的優缺。在閱讀知識之間，

非求當下的回饋與有用，而應照舊吸收消化成為自己的資產。跑新聞也應每件事實際去跑，

而非單純求見報、求有用，那只是上報一天，但知識與理解他人的生命經驗是永遠的。所以

在人生中跌倒並不是壞事，除了從地上站起以外，還應該要有所獲得。才能在這樣快速變動

的時代中前進，而非只被時間強迫推進。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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