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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蔡明誠大法官：談學術倫理的挑戰與反思
採訪／李宛芝、黃怡菁　撰文／黃怡菁

　曾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委員，同時也

是現任司法院大法官的蔡明誠教授，多年來致力於推動國內科技法律及學術倫理規範

制度之建立。面對現今學術倫理發展所遇到的困境與挑戰，蔡明誠教授透過其長期在

學術界耕耘的經驗，與讀者一同分享現今學術倫理發展，以及公部門、學術研究者應

持什麼樣的態度從事學術研究。

　在討論學術倫理的困境之前，必須先瞭解學術倫理的定義。蔡明誠教授指出，不同

的學術機構或研究單位，對於學術倫理有不同的定義與解釋權，但基本上來說，學術

倫理即為研究人員從事學術研究時，應堅守的基本工作倫理及必須遵守的規範。

　違反學術常規的行為大致上包括捏造資料或實驗結果、竄改資料、抄襲他人構想或

內容、一稿多投等。蔡明誠教授指出，當有違反學術常規的行為發生時，不同的機構

和單位往往有不同的懲處方式，較為常見的懲處為取消獎項、降職等。

　為了能打造出一個較為健康的學術環境，蔡明誠教授認為首先要將學術研究中不當

的行為改正去除，而這點也是向來學界的共同追求目標。蔡明誠教授指出科技部近幾

年對學者的要求是從量轉向對質的追求，「但現在問題又來了，判斷質很難；學術界

之間相互尊重不容易，要如何客觀判斷學者的表現是問題所在。」

　蔡明誠教授認為，如果有一個能夠客觀判斷學術成就或表現的標準存在，相對而言

學者冒險的動機就會減少，「不過現在的狀況是，有些人為了爭取比較好的投稿刊物

或獎項，就會做出一些違反學術常規的事情。」蔡明誠教授無奈地說。

　在蔡明誠教授眼裡，透過教育去改善學術環境、培養學術倫理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

的方法，例如「實驗室的老師要指導學生什麼叫做學術常規。」蔡明誠教授說。但蔡

明誠教授也坦言，如果需要透過「教育」方法來改善環境，某種程度也點出目前的環

境仍有待改善，因此學術倫理的宣導是必須持續不斷的進行的。

　目前針對違反學術倫理的案例，政府已訂下許多處罰規定，像是警告、停權或取消

獎項，不同的機構與單位亦有不同的懲戒辦法，或輕或重，因情節而異。蔡明誠教授

坦言，過去參與處理懲戒案例之審議時，內心是充滿無奈的，「因為你不是要提拔人

或給予獎助，經反覆討論後，所作出懲處，並沒有成就一個人的那種喜悅。」蔡明誠

教授語重心長地道。

　站在學術發展的立場，違反學術倫理的爭議越少越好，這不僅代表學者對學術的尊

重，也讓學術環境的發展形成一種健康且良好的循環。蔡明誠教授強調學術研究者應

該有戒之慎之的態度，「不管是學術單位的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應該都要有希望爭議越

少越好的心態，不要心存僥倖，並從自我做起去培養研究個人及團隊對學術的誠

實。」蔡明誠教授說。

　除了主管單位負有教育和管理責任，蔡明誠教授強調，學術倫理更重視的是學術研

究者本身的自律。學術倫理本身涉有道德層面的要求，相對法律而言是較為軟性的層

次。站在學界的立場，蔡明誠教授認為應該更重視增強研究者的自律，「讓研究者能

發自內心的對自己、對研究誠實，才能達到學術倫理目標。」蔡明誠教授說。

　自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其是學術研究者發自內心、對誠實正直的追求，因此，倫

理的標準應該要比法律的要求來得更高。蔡明誠教授舉例，「現在很多人提到抄襲，

或是共同著作掛名的問題，事實上其內部可能有協調好怎麼處理（如經過同意或授

權），如此一來個人就可能沒有侵害著作權等法律責任。」但這所產生的影響是，學

術補助可能有重複計算的問題，導致資源分配上的不均，亦對學術倫理產生不良影

響。

　綜觀目前臺灣針對學術倫理所提出的政策，可以發現公權力的介入有增加的趨勢，

蔡明誠教授指出，學術倫理的制度化從某方面而言是社會期待下的產物，「當教授比

較知名或擁有的社會資源比較多，社會對他的期待就會比較高、標準也比較高。」蔡

明誠教授說。

　然而，公權力介入漸增，某方面來說是否也暗示著學術倫理的發展遇到挑戰？蔡明

誠教授對此則回應，學術倫理所面臨的挑戰一直存在，沒有古今之差。之所以會有學

術倫理遇到困境的疑問，是因為臺灣社會過去慣於等到事件爆發，才開始處理、善後

學術爭議，「但等到問題發生才去解決，通常都已經太晚，傷害的不僅是個人，還包

含整個學術圈。」蔡明誠教授說。

　面對目前他律介入增強，蔡明誠教授認為不是不好，只是他律的性質必須存在更客

觀的審查標準。他具體指出，要更強化投稿的審查，發表也要更嚴謹，而其所屬的學

術機構應該也要建立良好的學術倫理制度。此外，政府的政策應也要宣導自律精神，

涵養誠實正直研究的風範。蔡明誠教授認為，唯有學術研究者從心做起，即發自內心

的對自我有所要求，才能達到學術倫理的最高標準，並成為遵循學術倫理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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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人專訪：
山崎直樹教授談語言教學的趨勢與挑戰
採訪／吳培瑜、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學部山崎直樹教授於今年春天至中心訪問，流利的中文與隨時

掛在臉上的笑容，親切而溫暖。山崎教授的研究專長是第二語言之教學設計，以符合

科學證據的方式，設計出適合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的課程。

　「全世界語言教學學界目前有一個潮流，就是『教學標準運動』。」山崎教授說。

教學標準運動的目的在制定一個讓教學者可以參照的教學標準。目前世界各地針對語

言學習程度評估所制訂的標準，以「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CEFR）影響較為廣泛，因其分級明

確、標準淺顯易懂，且經過科學驗證，因此許多考試都會參考此標準設定層級。例如

臺灣的中文能力考試CPT（TLI-Chinese Proficiency Test），在編列8000個中文

詞彙時也是參考CEFR制訂等級水平。

　提到日本的語言教學學界對於教學標準運動的反應，山崎教授表示日本學界標準林

立，沒有統一的方式，有些參考了歐洲標準，有些則遵循美國標準，也有學者是參考

其他標準後，獨自研發出自己的一套標準，且往往也會針對不同的族群制訂不同標

準。雖然日本語言教學看似沒有統一的標準，但因CEFR的分級制度明確易懂，且具

有科學驗證，在日本仍是相當重要的參考依據。

　由此，山崎教授認為教學標準運動已是主流趨勢，未來語言教學應會持續朝此方針

來制訂教學標準。而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根據標準研發出具體的教學與語言資源，為不

同的學習者量身訂作學習標準與教材。

　「教學標準運動的『標準』並非從語言體系出發，也非專注於學習者知道多少語言

知識。」山崎教授特別說明，此標準更看重的是學習者運用語言的能力，如何藉由語

言達到人際溝通的目標、解決問題並執行任務。因此在研發教材時，會更重視如何使

用溝通策略，以及如何使用語言的知識和技巧。

　山崎教授一直從事於針對高中生學習中文及韓文教學標準的研發工作，後來也加入

了一個公法人團體，為不同的第二外語研發教學標準。山崎教授也為我們展示了他所

研發針對高中生韓文與中文的教學標準手冊，明確將能力指標分為四層水平，十六個

話題領域，每個話題領域有數十條能力指標，藉此劃定每個水平的學習者所應具備的

能力。例如是否能與他人說明自己身體不適，並能買到需要的藥品，或是能否自我介

紹自己與身邊的人等。

　然而，山崎教授與共同研發的教師仍認為目前的教材不足，需要開發新的資源。為

此，山崎教授特別選擇到臺灣訪問，調查並掌握在臺灣華語的使用情況。主要的調查

對象是一般使用華語的臺灣人，希望能了解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華語的習慣，以及執

行交際任務時所使用的技能與策略。同時，山崎教授也希望了解教學標準運動對臺灣

語言教學學界的影響，並期待與臺灣語言專家交流後，能更深入理解此運動在臺灣可

能的發展與貢獻。

　「如何維持學習者的動機是華語教學者的一大挑戰。」在談到教學經驗時，山崎教

授有特別的感觸。對住在日本的華語學習者而言，使用華語交流沒有「現實感」，因

為在日本的環境中能接觸到華語使用者的機會較少，工作上使用華語的機會也不多，

無法將之融入日常生活當中。因此，維持學習者的動機對教學者來說是一大難題。

　雖然如此，山崎教授分享了在教學歷程中對他很有意義的一段話：「成功學會外語

的人有一個特徵，就是他們的內在有一個形象（image），一個能夠自由自在使用外

語的自己。」因此山崎教授在教學過程中，都在盡力引導學生形塑理想的自己

（ideal self），希望透過內在形象的建立，鼓勵學生的學習動機，也促使他們能更

有自信的使用第二外語。聽著山崎教授用華語侃侃而談他的研究領域與多年的教學經

驗，不僅讓人感受到山崎教授對華語教學的熱情，也體會到他內心中確實有一個自由

自在使用華語的自己。

　訪談中，我們也詢問山崎教授對臺灣的看法，山崎教授表示對臺灣的日常生活適應

良好，除了假日曾經參與臺北市野鳥協會的活動外，他也預計到臺灣各地旅行，感受

臺灣的人文風光。山崎教授也對臺灣細緻的垃圾分類感到驚嘆，並很佩服能夠執行此

政策的行政單位，「如果有機會我很想去採訪臺北市環保局，並把採訪內容編寫為教

材。」山崎教授笑著說。

　山崎教授最後與我們分享他對臺灣印象最深刻的兩件事：一是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判

決民法中不允許同性結婚違憲，二是立法院制定了「原住民語言發展法」，將原住民

語言列為國家語言。山崎教授認為這兩件事非常具有歷史意義，顯示臺灣為了保護少

數團體所作的努力，也許過程中會有爭議以及不同的思辨，但也確實讓國外人士留下

臺灣是先進國家的印象。

　　境外訪問學人

　　．申請受理時間：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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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科學驗證，在日本仍是相當重要的參考依據。

　由此，山崎教授認為教學標準運動已是主流趨勢，未來語言教學應會持續朝此方針

來制訂教學標準。而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根據標準研發出具體的教學與語言資源，為不

同的學習者量身訂作學習標準與教材。

　「教學標準運動的『標準』並非從語言體系出發，也非專注於學習者知道多少語言

知識。」山崎教授特別說明，此標準更看重的是學習者運用語言的能力，如何藉由語

言達到人際溝通的目標、解決問題並執行任務。因此在研發教材時，會更重視如何使

用溝通策略，以及如何使用語言的知識和技巧。

　山崎教授一直從事於針對高中生學習中文及韓文教學標準的研發工作，後來也加入

了一個公法人團體，為不同的第二外語研發教學標準。山崎教授也為我們展示了他所

研發針對高中生韓文與中文的教學標準手冊，明確將能力指標分為四層水平，十六個

話題領域，每個話題領域有數十條能力指標，藉此劃定每個水平的學習者所應具備的

能力。例如是否能與他人說明自己身體不適，並能買到需要的藥品，或是能否自我介

紹自己與身邊的人等。

　然而，山崎教授與共同研發的教師仍認為目前的教材不足，需要開發新的資源。為

此，山崎教授特別選擇到臺灣訪問，調查並掌握在臺灣華語的使用情況。主要的調查

對象是一般使用華語的臺灣人，希望能了解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華語的習慣，以及執

行交際任務時所使用的技能與策略。同時，山崎教授也希望了解教學標準運動對臺灣

語言教學學界的影響，並期待與臺灣語言專家交流後，能更深入理解此運動在臺灣可

能的發展與貢獻。

　「如何維持學習者的動機是華語教學者的一大挑戰。」在談到教學經驗時，山崎教

授有特別的感觸。對住在日本的華語學習者而言，使用華語交流沒有「現實感」，因

為在日本的環境中能接觸到華語使用者的機會較少，工作上使用華語的機會也不多，

無法將之融入日常生活當中。因此，維持學習者的動機對教學者來說是一大難題。

　雖然如此，山崎教授分享了在教學歷程中對他很有意義的一段話：「成功學會外語

的人有一個特徵，就是他們的內在有一個形象（image），一個能夠自由自在使用外

語的自己。」因此山崎教授在教學過程中，都在盡力引導學生形塑理想的自己

（ideal self），希望透過內在形象的建立，鼓勵學生的學習動機，也促使他們能更

有自信的使用第二外語。聽著山崎教授用華語侃侃而談他的研究領域與多年的教學經

驗，不僅讓人感受到山崎教授對華語教學的熱情，也體會到他內心中確實有一個自由

自在使用華語的自己。

　訪談中，我們也詢問山崎教授對臺灣的看法，山崎教授表示對臺灣的日常生活適應

良好，除了假日曾經參與臺北市野鳥協會的活動外，他也預計到臺灣各地旅行，感受

臺灣的人文風光。山崎教授也對臺灣細緻的垃圾分類感到驚嘆，並很佩服能夠執行此

政策的行政單位，「如果有機會我很想去採訪臺北市環保局，並把採訪內容編寫為教

材。」山崎教授笑著說。

　山崎教授最後與我們分享他對臺灣印象最深刻的兩件事：一是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判

決民法中不允許同性結婚違憲，二是立法院制定了「原住民語言發展法」，將原住民

語言列為國家語言。山崎教授認為這兩件事非常具有歷史意義，顯示臺灣為了保護少

數團體所作的努力，也許過程中會有爭議以及不同的思辨，但也確實讓國外人士留下

臺灣是先進國家的印象。

　　境外訪問學人

　　．申請受理時間：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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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師下午茶跨世代對談：
李歐梵院士的學思歷程和研究心得
撰文／林封良、陳琬茹、曾琮琇

　為了使年輕學者能獲得資深學者的啟迪，科技部人文司與人社中心特別舉辦「人文

大師下午茶」系列活動。「跨世代對談：李歐梵院士的學思歷程和研究心得」是這一

系列活動的第一場，由長期致力於中西跨文化研究的李歐梵院士與十一位青年學者一

起探討，對話。

　李院士認為研究應該觸類旁通，奠定「思想史裡面文學意味很強的東西」的研究方

向。他於1960年左右前往美國求學，六十年代後期剛好是越戰期間，美國開始反資

本主義、社會科學，這個氛圍使他成為學術上的左翼：挑戰當時學術的基本模式。他

強調，他反對任何經典文本「政治正確」的閱讀，而必須用自己的方法重新對喜歡的

經典文本作出詮釋。他相信，歷史的幽靈只要有人都會存在，不是把傳統打倒，而是

從中建立新的想法。

　李院士提及，以「文化研究」切入不同經典文本的視角，就是要去了解文本、藝術

的陰暗面。不使經典文本道德化、正典化，才能讓不同的文本開放，使其重新置放回

世界性的意涵。李院士強調，「世界主義」的構想，應該是文化史的構想。全球的文

化脈絡與不同的在地民族，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選項。當下，我們所面對的是全球後

殖民的結構性問題，也充斥著整個世界性勞動壓迫、流動的問題，更包含環境及全球

氣候變化的問題，而如何帶著一個「全球人」（Global Citizen）的視野，由下而

上，從在地處境並就整體世界的複雜輪廓進行描素、追問，則是眾人應該認真思索的

方向。

　針對當前學術結構的問題，李院士也指出，它對人文研究者並不友善，從事人文研

究的朋友，一定要彼此支援、對話，形成一個能相互協助的學術團體。

　人文學者應該以出書為主，並給予七年至八年寫一本書，但目前的制度，卻是讓研

究者不斷去寫論文。過度現代化的結果，造成了過度組織化和制度化，使整個人文學

術的空間更加地被限縮。

　因此，李歐梵院士提到，或許退而求其次，可以考慮一個以研究小組聯名出版論文

的方式。當然，它也會有漏洞；但不同的研究小組，卻可以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發

展出更為不同的議題和研究。

主持人與李歐梵院士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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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使年輕學者能獲得資深學者的啟迪，科技部人文司與人社中心特別舉辦「人文

大師下午茶」系列活動。「跨世代對談：李歐梵院士的學思歷程和研究心得」是這一

系列活動的第一場，由長期致力於中西跨文化研究的李歐梵院士與十一位青年學者一

起探討，對話。

　李院士認為研究應該觸類旁通，奠定「思想史裡面文學意味很強的東西」的研究方

向。他於1960年左右前往美國求學，六十年代後期剛好是越戰期間，美國開始反資

本主義、社會科學，這個氛圍使他成為學術上的左翼：挑戰當時學術的基本模式。他

強調，他反對任何經典文本「政治正確」的閱讀，而必須用自己的方法重新對喜歡的

經典文本作出詮釋。他相信，歷史的幽靈只要有人都會存在，不是把傳統打倒，而是

從中建立新的想法。

　李院士提及，以「文化研究」切入不同經典文本的視角，就是要去了解文本、藝術

的陰暗面。不使經典文本道德化、正典化，才能讓不同的文本開放，使其重新置放回

世界性的意涵。李院士強調，「世界主義」的構想，應該是文化史的構想。全球的文

化脈絡與不同的在地民族，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選項。當下，我們所面對的是全球後

殖民的結構性問題，也充斥著整個世界性勞動壓迫、流動的問題，更包含環境及全球

氣候變化的問題，而如何帶著一個「全球人」（Global Citizen）的視野，由下而

上，從在地處境並就整體世界的複雜輪廓進行描素、追問，則是眾人應該認真思索的

方向。

　針對當前學術結構的問題，李院士也指出，它對人文研究者並不友善，從事人文研

究的朋友，一定要彼此支援、對話，形成一個能相互協助的學術團體。

　人文學者應該以出書為主，並給予七年至八年寫一本書，但目前的制度，卻是讓研

究者不斷去寫論文。過度現代化的結果，造成了過度組織化和制度化，使整個人文學

術的空間更加地被限縮。

　因此，李歐梵院士提到，或許退而求其次，可以考慮一個以研究小組聯名出版論文

的方式。當然，它也會有漏洞；但不同的研究小組，卻可以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發

展出更為不同的議題和研究。

現場參與者聆聽李院士的學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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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使年輕學者能獲得資深學者的啟迪，科技部人文司與人社中心特別舉辦「人文

大師下午茶」系列活動。「跨世代對談：李歐梵院士的學思歷程和研究心得」是這一

系列活動的第一場，由長期致力於中西跨文化研究的李歐梵院士與十一位青年學者一

起探討，對話。

　李院士認為研究應該觸類旁通，奠定「思想史裡面文學意味很強的東西」的研究方

向。他於1960年左右前往美國求學，六十年代後期剛好是越戰期間，美國開始反資

本主義、社會科學，這個氛圍使他成為學術上的左翼：挑戰當時學術的基本模式。他

強調，他反對任何經典文本「政治正確」的閱讀，而必須用自己的方法重新對喜歡的

經典文本作出詮釋。他相信，歷史的幽靈只要有人都會存在，不是把傳統打倒，而是

從中建立新的想法。

　李院士提及，以「文化研究」切入不同經典文本的視角，就是要去了解文本、藝術

的陰暗面。不使經典文本道德化、正典化，才能讓不同的文本開放，使其重新置放回

世界性的意涵。李院士強調，「世界主義」的構想，應該是文化史的構想。全球的文

化脈絡與不同的在地民族，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選項。當下，我們所面對的是全球後

殖民的結構性問題，也充斥著整個世界性勞動壓迫、流動的問題，更包含環境及全球

氣候變化的問題，而如何帶著一個「全球人」（Global Citizen）的視野，由下而

上，從在地處境並就整體世界的複雜輪廓進行描素、追問，則是眾人應該認真思索的

方向。

　針對當前學術結構的問題，李院士也指出，它對人文研究者並不友善，從事人文研

究的朋友，一定要彼此支援、對話，形成一個能相互協助的學術團體。

　人文學者應該以出書為主，並給予七年至八年寫一本書，但目前的制度，卻是讓研

究者不斷去寫論文。過度現代化的結果，造成了過度組織化和制度化，使整個人文學

術的空間更加地被限縮。

　因此，李歐梵院士提到，或許退而求其次，可以考慮一個以研究小組聯名出版論文

的方式。當然，它也會有漏洞；但不同的研究小組，卻可以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發

展出更為不同的議題和研究。

李歐梵院士與與談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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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106年5月11日（四）14:00至16:30

　　．主持人

　　　　李時雍（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與談人

　　　　王穎（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李時雍（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許嘉書（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

　　　　留婷婷（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黃文倩（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陳允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羅景文（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劉亦修（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生）、

　　　　熊婷惠（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系助理教授）、

　　　　陳筱筠（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直播影片網址

　　　　http://cms.colife.org.tw/video/541f3a64-571a-4226-a8ba-863fad7bba2e.mp4 

　　．更完整的活動報導，可參閱106年9月出刊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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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師下午茶：
與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的跨世代對談
撰文／陳琬茹、潘怡帆

　「人文大師下午茶」系列活動的第二場次，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101教室舉辦。

本次對談邀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教授與青年學者一同展開一場跨世代對談。

　高行健教授認為眾人應該超越二十世紀種種，重新呼喚文藝復興的可能。文藝復興

並非只能發生在特定的某個地域、國家或時間點，在國家界線幾乎抹消的世代，應該

展開一種眾人都能參加的、全球性的文藝復興。臺灣擁有思想訊息傳遞的自由，東西

方文化的交流毫無障礙，對人類文化也能深入了解，這些條件搭配經濟優勢，具備了

文藝復興發生的條件。

　關於戲劇，高行健教授提出「完全的戲劇」，演員不該局限於某種才能，或某一種

類型，相反地，要成為全能的演員，具備全方位的演法。

　例如表演所即將演出的《靈山》，表演所的孩子們既是戲劇演員，也是舞者，雖然

用的是靈山的劇本，但他們同時完成創新。如果全能是可能的，那麼，導演也可以不

只是導演，而是與燈光和舞台設計一起工作。

　人們應當在個別的領域皆專精，然後把所有手段綜合起來使用。當然，每個藝術家

都應該有很確定的、特屬於自己的方向與自己的美學。藝術家的美學是很精深的，藝

術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如果想創新，就必須找出個人的美學觀。同時藝術也可以跨

越，通過某一種層面去納入所有的藝術，例如在電影中納入舞蹈、繪畫、聲樂等藝

術，這就是創作美學，它涉及人所擁有的一個想法，以及如何去實踐，這跟哲學的純

粹思辨截然不同。另一方面，藝術家要學會跨越，學會不受藝術形式界線的限制。

　在過去的時代裡，藝術是普遍的，而現代教育的毛病就在於領域劃分的太細。當

然，每種藝術都需要專精與精緻，然而卻不能忽略它必須同時具備某種程度的通才，

必須某種程度地納入不同的藝術。譬如說戲劇，為何不能加入舞蹈、音樂、美術等層

面？

　高行健教授也對建立哲學體系的可能性抱著存疑的態度，倘若每個哲學家都有自己

的一套看法，那麼，要追問的就是誰的真理更真理？而倘若哲學家把世界都講完了，

那麼，世界還剩下什麼可能性嗎？或者，這樣被講透的世界還會有趣嗎？高行健教授

認為，對世界要時時保持存疑的態度，不要預設一個世界觀、不要預設框架，因為人

性是無限複雜的，無法如此簡單地就被納入某一個框架中。雖然體系可能可以發展出

很有見地的思想，但這樣的思想卻不一定合用。

　高行健教授也對佛學中所談到的大智慧很感興趣，所謂的第三隻眼或智慧之眼，亦

即覺悟的概念。很多事情需要透過靜觀才會理解，才會知道怎麼去處置事物之間的關

係，這種想法比起只能在某個已經被定位的關係上，才能看到某些固定的視角而言，

是比較自由，甚至自然的。

人社中心王泓仁主任頒發感謝狀給高行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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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大師下午茶」系列活動的第二場次，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101教室舉辦。

本次對談邀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教授與青年學者一同展開一場跨世代對談。

　高行健教授認為眾人應該超越二十世紀種種，重新呼喚文藝復興的可能。文藝復興

並非只能發生在特定的某個地域、國家或時間點，在國家界線幾乎抹消的世代，應該

展開一種眾人都能參加的、全球性的文藝復興。臺灣擁有思想訊息傳遞的自由，東西

方文化的交流毫無障礙，對人類文化也能深入了解，這些條件搭配經濟優勢，具備了

文藝復興發生的條件。

　關於戲劇，高行健教授提出「完全的戲劇」，演員不該局限於某種才能，或某一種

類型，相反地，要成為全能的演員，具備全方位的演法。

　例如表演所即將演出的《靈山》，表演所的孩子們既是戲劇演員，也是舞者，雖然

用的是靈山的劇本，但他們同時完成創新。如果全能是可能的，那麼，導演也可以不

只是導演，而是與燈光和舞台設計一起工作。

　人們應當在個別的領域皆專精，然後把所有手段綜合起來使用。當然，每個藝術家

都應該有很確定的、特屬於自己的方向與自己的美學。藝術家的美學是很精深的，藝

術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如果想創新，就必須找出個人的美學觀。同時藝術也可以跨

越，通過某一種層面去納入所有的藝術，例如在電影中納入舞蹈、繪畫、聲樂等藝

術，這就是創作美學，它涉及人所擁有的一個想法，以及如何去實踐，這跟哲學的純

粹思辨截然不同。另一方面，藝術家要學會跨越，學會不受藝術形式界線的限制。

　在過去的時代裡，藝術是普遍的，而現代教育的毛病就在於領域劃分的太細。當

然，每種藝術都需要專精與精緻，然而卻不能忽略它必須同時具備某種程度的通才，

必須某種程度地納入不同的藝術。譬如說戲劇，為何不能加入舞蹈、音樂、美術等層

面？

　高行健教授也對建立哲學體系的可能性抱著存疑的態度，倘若每個哲學家都有自己

的一套看法，那麼，要追問的就是誰的真理更真理？而倘若哲學家把世界都講完了，

那麼，世界還剩下什麼可能性嗎？或者，這樣被講透的世界還會有趣嗎？高行健教授

認為，對世界要時時保持存疑的態度，不要預設一個世界觀、不要預設框架，因為人

性是無限複雜的，無法如此簡單地就被納入某一個框架中。雖然體系可能可以發展出

很有見地的思想，但這樣的思想卻不一定合用。

　高行健教授也對佛學中所談到的大智慧很感興趣，所謂的第三隻眼或智慧之眼，亦

即覺悟的概念。很多事情需要透過靜觀才會理解，才會知道怎麼去處置事物之間的關

係，這種想法比起只能在某個已經被定位的關係上，才能看到某些固定的視角而言，

是比較自由，甚至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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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交流毫無障礙，對人類文化也能深入了解，這些條件搭配經濟優勢，具備了

文藝復興發生的條件。

　關於戲劇，高行健教授提出「完全的戲劇」，演員不該局限於某種才能，或某一種

類型，相反地，要成為全能的演員，具備全方位的演法。

　例如表演所即將演出的《靈山》，表演所的孩子們既是戲劇演員，也是舞者，雖然

用的是靈山的劇本，但他們同時完成創新。如果全能是可能的，那麼，導演也可以不

只是導演，而是與燈光和舞台設計一起工作。

　人們應當在個別的領域皆專精，然後把所有手段綜合起來使用。當然，每個藝術家

都應該有很確定的、特屬於自己的方向與自己的美學。藝術家的美學是很精深的，藝

術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如果想創新，就必須找出個人的美學觀。同時藝術也可以跨

越，通過某一種層面去納入所有的藝術，例如在電影中納入舞蹈、繪畫、聲樂等藝

術，這就是創作美學，它涉及人所擁有的一個想法，以及如何去實踐，這跟哲學的純

粹思辨截然不同。另一方面，藝術家要學會跨越，學會不受藝術形式界線的限制。

　在過去的時代裡，藝術是普遍的，而現代教育的毛病就在於領域劃分的太細。當

然，每種藝術都需要專精與精緻，然而卻不能忽略它必須同時具備某種程度的通才，

必須某種程度地納入不同的藝術。譬如說戲劇，為何不能加入舞蹈、音樂、美術等層

面？

　高行健教授也對建立哲學體系的可能性抱著存疑的態度，倘若每個哲學家都有自己

的一套看法，那麼，要追問的就是誰的真理更真理？而倘若哲學家把世界都講完了，

那麼，世界還剩下什麼可能性嗎？或者，這樣被講透的世界還會有趣嗎？高行健教授

認為，對世界要時時保持存疑的態度，不要預設一個世界觀、不要預設框架，因為人

性是無限複雜的，無法如此簡單地就被納入某一個框架中。雖然體系可能可以發展出

很有見地的思想，但這樣的思想卻不一定合用。

　高行健教授也對佛學中所談到的大智慧很感興趣，所謂的第三隻眼或智慧之眼，亦

即覺悟的概念。很多事情需要透過靜觀才會理解，才會知道怎麼去處置事物之間的關

係，這種想法比起只能在某個已經被定位的關係上，才能看到某些固定的視角而言，

是比較自由，甚至自然的。

高行健教授與與談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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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106年5月19日（五）17：30

　　．主持人

　　　　何康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所長）

　　．與談人

　　　　汪俊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林佳儀（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許仁豪（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陳碩文（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解昆樺（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熊玉雯（國立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鄭芳婷（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鍾欣志（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直播影片網址

　　　　http://cms.colife.org.tw/video/c160be78-8e5f-4d5c-916a-4e50ea99e70e.mp4

　　．更完整的活動報導，可參閱106年9月出刊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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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兒童文學的跨界應用
撰文／吳培瑜

別是：繪本作家李如青老師、作家及繪本評論家賴嘉綾老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

與創作學的陳玉金教授、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劉淑雯教授與國立臺

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的藍劍虹教授。活動最後以綜合座談與問答時間進行總結。

　因本次活動形式較為不同，吸引了近200名參與者，討論熱烈。上午專題演講的兩

位老師，運用了許多文本與會議研討的經驗，向與會者說明了兒童文學的歷史發展、

不同文本的不同面向，以及現在甚或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下午的繪本主題展覽活動

更吸引了許多來自業界及教學第一現場的人士參加，也有許多熱心的教授帶著課堂學

生來參觀，希望可以透過與專家的互動討論及實際觸摸文本的方式，促進學習的動力

與效能。各位專家分別帶來了不同種類的繪本與影片，展示繪本不只是單純的書籍，

也可以是乘載文化記憶、協助學習跟展示創意設計的媒介。

　活動會後的問卷顯示，與

會者大多是希望可以藉此活

動更了解兒童文學的內容，

也對活動的舉辦形式及內容

表示肯定。本中心期望透過

本次活動，能夠讓大家注意

到這個擁有許多可能的研究

領域，也期許未來有更多人

投入相關的研究，讓這片土

地上豐富的文化與創意能得

到發揮與推展。

 

　106年5月19日，科技部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兒童文學的

跨界應用」，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熱鬧展開！本次活動由中心與國立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及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共同

攜手，以推廣臺灣兒童文學研究的

發展與鼓勵跨領域合作為目的，舉

辦這場形式與以往不同的活動。

　回溯到今年2月，中心在籌辦本

次活動時，特別向國立臺東大學兒

童文學研究所的游珮芸所長請教是

否有合適的方式來讓大家了解兒童

文學的發展與跨領域激盪的可能

性，游所長遂提出了「自由跑堂」

的活動形式，讓本次活動跳脫了以

往以專題演講為主的型態，希望可

以透過讓參與者直接接觸到兒童文學的作品及與繪本作者現場對話，了解兒童文學的

內容並啟發未來發展的方向。

　此次活動上午為專題演講，下午則為主題展覽。上午場首先邀請游珮芸所長與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的賴維菁教授講解兒童文學的各種內容、發展與研究

可能性，以作為基礎知識，為下午的展覽活動進行準備。下午則挑選兒童文學中最為

人知的文本類型「繪本」做為主題，共邀請了五位專家進行主題展示，這五位專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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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個擁有許多可能的研究

領域，也期許未來有更多人

投入相關的研究，讓這片土

地上豐富的文化與創意能得

到發揮與推展。

 

　106年5月19日，科技部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兒童文學的

跨界應用」，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熱鬧展開！本次活動由中心與國立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及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共同

攜手，以推廣臺灣兒童文學研究的

發展與鼓勵跨領域合作為目的，舉

辦這場形式與以往不同的活動。

　回溯到今年2月，中心在籌辦本

次活動時，特別向國立臺東大學兒

童文學研究所的游珮芸所長請教是

否有合適的方式來讓大家了解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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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的文本類型「繪本」做為主題，共邀請了五位專家進行主題展示，這五位專家分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游珮芸所長帶著大家一起讀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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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主題展覽佈置與會者參觀人潮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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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這場形式與以往不同的活動。

　回溯到今年2月，中心在籌辦本

次活動時，特別向國立臺東大學兒

童文學研究所的游珮芸所長請教是

否有合適的方式來讓大家了解兒童

文學的發展與跨領域激盪的可能

性，游所長遂提出了「自由跑堂」

的活動形式，讓本次活動跳脫了以

往以專題演講為主的型態，希望可

以透過讓參與者直接接觸到兒童文學的作品及與繪本作者現場對話，了解兒童文學的

內容並啟發未來發展的方向。

　此次活動上午為專題演講，下午則為主題展覽。上午場首先邀請游珮芸所長與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的賴維菁教授講解兒童文學的各種內容、發展與研究

可能性，以作為基礎知識，為下午的展覽活動進行準備。下午則挑選兒童文學中最為

人知的文本類型「繪本」做為主題，共邀請了五位專家進行主題展示，這五位專家分

繪本主題展覽佈置：藍劍虹老師──繪本與書籍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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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發展研究跨領域整合工作坊
撰文／吳培瑜

族發展研究有興趣或已深耕許久的學者進行對話及討論，並一同分享在研究或生活中

發現的各種挑戰與感受，每每引起在場與會人士的共鳴。

　活動最後安排至禮納里永久屋基地參觀。此基地為莫拉克風災後建設的永久屋，參

觀期間由該基地的發展協會理事長李金龍先生進行介紹，表示該基地於重建期間與完

成後，均面臨了很多的挑戰，是在部落族人間不斷協調合作努力之下才一步步有了現

在的發展與樣貌。此次參觀行程，讓與會者看見了原鄉部落在災難過後的重建與挑

戰、文化的永續發展及傳承，以及在這過程中重新找到自己、部落與文化和土地之間

的關係，為本次活動畫下一個完美也充滿啟發的句點。

　本中心與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合作，並配合科技部「族群研究與

原住民族發展研究」跨領域徵件計

畫，舉辦今年度的原住民族發展研

究跨領域整合工作坊。

　為緊扣現今原住民族發展的重要

議題，本次工作坊特訂立主題：災

難、土地與文化。活動內容設計也

與此主題互相配合進行三場工作

坊，聚焦在原住民傳統領域與環境

的管理及自治、部落面對風災重建

的社會韌性與挑戰，以及部落在地

知識的傳承與永續發展，邀請各主

題的學者與在場人士分享研究發現

與未來的發展。

　活動由義守大學原民學院原民專

班學生的傳統歌舞表演開始，為本次為期一天半的活動拉開序幕。緊接著的三場工作

坊各分別邀請了兩位發表人與一位主持人，每位發表人以自身研究的各個部落或區域

為例，指出原鄉發展的現況與未來的種種挑戰，這些挑戰涵蓋了行政、立法、自治、

民生需求乃至傳統知識的傳承等等，皆需要學界與部落持續的合作、研究與觀察，方

能找出可行的發展方向與改善方針，其中也有許多研究已跳出了人類學的範圍，需要

與其他學科合作，才能使其內容更完善，提出更全面的狀況調查與分析。本次工作坊

也邀請了甫成立的魯凱民族議會包基成主席與霧台鄉公所人員與會，與現場對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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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發展研究有興趣或已深耕許久的學者進行對話及討論，並一同分享在研究或生活中

發現的各種挑戰與感受，每每引起在場與會人士的共鳴。

　活動最後安排至禮納里永久屋基地參觀。此基地為莫拉克風災後建設的永久屋，參

觀期間由該基地的發展協會理事長李金龍先生進行介紹，表示該基地於重建期間與完

成後，均面臨了很多的挑戰，是在部落族人間不斷協調合作努力之下才一步步有了現

在的發展與樣貌。此次參觀行程，讓與會者看見了原鄉部落在災難過後的重建與挑

戰、文化的永續發展及傳承，以及在這過程中重新找到自己、部落與文化和土地之間

的關係，為本次活動畫下一個完美也充滿啟發的句點。

　本中心與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合作，並配合科技部「族群研究與

原住民族發展研究」跨領域徵件計

畫，舉辦今年度的原住民族發展研

究跨領域整合工作坊。

　為緊扣現今原住民族發展的重要

議題，本次工作坊特訂立主題：災

難、土地與文化。活動內容設計也

與此主題互相配合進行三場工作

坊，聚焦在原住民傳統領域與環境

的管理及自治、部落面對風災重建

的社會韌性與挑戰，以及部落在地

知識的傳承與永續發展，邀請各主

題的學者與在場人士分享研究發現

與未來的發展。

　活動由義守大學原民學院原民專

班學生的傳統歌舞表演開始，為本次為期一天半的活動拉開序幕。緊接著的三場工作

坊各分別邀請了兩位發表人與一位主持人，每位發表人以自身研究的各個部落或區域

為例，指出原鄉發展的現況與未來的種種挑戰，這些挑戰涵蓋了行政、立法、自治、

民生需求乃至傳統知識的傳承等等，皆需要學界與部落持續的合作、研究與觀察，方

能找出可行的發展方向與改善方針，其中也有許多研究已跳出了人類學的範圍，需要

與其他學科合作，才能使其內容更完善，提出更全面的狀況調查與分析。本次工作坊

也邀請了甫成立的魯凱民族議會包基成主席與霧台鄉公所人員與會，與現場對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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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心絕品之謎？──從當下文創回觀歷史經典的秘密
人文沙龍講座
撰文／黃怡菁

令過去看似非常高貴、優雅卻有距離的藝術品，變得更為平易近人。

　石守謙院士以韓國戲劇作品《師任堂：光的日記》作為開頭，向聽眾分享韓國著名

女書畫家、文學家申師任堂的故事如何被巧妙的改編成一部浪漫愛情作品，並如何以

山水畫作為整部戲劇的主軸。

　除了韓劇外，石院士也分享許多和藝術品有關的影視作品，像是以蘇東坡《寒食

帖》作為劇情重要主軸之一的電影《經過》，還有香港電影《天機富春山居圖》等

等，都是以藝術文物品作為劇情開展的當代創作。

　除了有石守謙院士精彩、有趣的演講之外，本次活動也特別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

作，在現場設置元代書畫家趙孟頫的《走入鵲華秋色》、唐朝書法家懷素的《自敘

帖》的VR虛擬實境，讓現場民眾有機會透過最新科技更生動的體會這些藝術作品。

　會場另有故宮三寶之一的北宋郭熙《早春圖》的互動式3D投影，讓民眾可以藉由

體感互動，享受全新的鑑賞體驗，有別於過去只能以視覺遠觀藝術作品而不能近玩的

遺憾。

　本次活動約有150人參與，現場座無虛席，沙龍分享時間觀眾與講者之互動亦十分

熱烈，可說是充分實現了本次活動將科技與文化帶入一般大眾視野之目標。

　藝術文物與一般市民生活的距

離，有時如同千百年之遙，但透過

一齣戲劇、一部電影，往往可以帶

領民眾與古老的藝術品與藝術家產

生共鳴與連結，穿越時空的距離，

使其貼近當下存在的空間。以此概

念發想，本中心於106年6月10日假

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

主題為「銘心絕品之謎？──從當

下文創回觀歷史經典的秘密」的科

技部人文沙龍系列講座，內容為探

討歷史經典文物的神祕感，以及此

神秘感如何被運用在現代文化創意

產業之中。

　此次的主講者為中央研究院石守

謙院士。石院士為我國著名的藝術

史學者，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

長，多年來關注中國繪畫史的發展歷程，以及繪畫史背後的文化脈絡。在這場活動

中，石院士帶領現場聽眾，一同回到文物作品的時代中「解謎」，探討作品、文物的

神祕感，讓現場觀眾如同回到與創作這些作品的藝術家一同生活的年代。

　隱藏在古代作品、文物背後生動鮮活的人物軌跡與蘊含在歷史當中的神祕感，常帶

給後世文化創意產業許多靈感，也成為不少影視作品的故事腳本。石守謙院士便透過

分享國內外的戲劇與電影作品，逐一向現場聽眾講解藝術作品和畫家之間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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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過去看似非常高貴、優雅卻有距離的藝術品，變得更為平易近人。

　石守謙院士以韓國戲劇作品《師任堂：光的日記》作為開頭，向聽眾分享韓國著名

女書畫家、文學家申師任堂的故事如何被巧妙的改編成一部浪漫愛情作品，並如何以

山水畫作為整部戲劇的主軸。

　除了韓劇外，石院士也分享許多和藝術品有關的影視作品，像是以蘇東坡《寒食

帖》作為劇情重要主軸之一的電影《經過》，還有香港電影《天機富春山居圖》等

等，都是以藝術文物品作為劇情開展的當代創作。

　除了有石守謙院士精彩、有趣的演講之外，本次活動也特別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

作，在現場設置元代書畫家趙孟頫的《走入鵲華秋色》、唐朝書法家懷素的《自敘

帖》的VR虛擬實境，讓現場民眾有機會透過最新科技更生動的體會這些藝術作品。

　會場另有故宮三寶之一的北宋郭熙《早春圖》的互動式3D投影，讓民眾可以藉由

體感互動，享受全新的鑑賞體驗，有別於過去只能以視覺遠觀藝術作品而不能近玩的

遺憾。

　本次活動約有150人參與，現場座無虛席，沙龍分享時間觀眾與講者之互動亦十分

熱烈，可說是充分實現了本次活動將科技與文化帶入一般大眾視野之目標。

　藝術文物與一般市民生活的距

離，有時如同千百年之遙，但透過

一齣戲劇、一部電影，往往可以帶

領民眾與古老的藝術品與藝術家產

生共鳴與連結，穿越時空的距離，

使其貼近當下存在的空間。以此概

念發想，本中心於106年6月10日假

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

主題為「銘心絕品之謎？──從當

下文創回觀歷史經典的秘密」的科

技部人文沙龍系列講座，內容為探

討歷史經典文物的神祕感，以及此

神秘感如何被運用在現代文化創意

產業之中。

　此次的主講者為中央研究院石守

謙院士。石院士為我國著名的藝術

史學者，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

長，多年來關注中國繪畫史的發展歷程，以及繪畫史背後的文化脈絡。在這場活動

中，石院士帶領現場聽眾，一同回到文物作品的時代中「解謎」，探討作品、文物的

神祕感，讓現場觀眾如同回到與創作這些作品的藝術家一同生活的年代。

　隱藏在古代作品、文物背後生動鮮活的人物軌跡與蘊含在歷史當中的神祕感，常帶

給後世文化創意產業許多靈感，也成為不少影視作品的故事腳本。石守謙院士便透過

分享國內外的戲劇與電影作品，逐一向現場聽眾講解藝術作品和畫家之間的「謎」，

主講人石守謙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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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過去看似非常高貴、優雅卻有距離的藝術品，變得更為平易近人。

　石守謙院士以韓國戲劇作品《師任堂：光的日記》作為開頭，向聽眾分享韓國著名

女書畫家、文學家申師任堂的故事如何被巧妙的改編成一部浪漫愛情作品，並如何以

山水畫作為整部戲劇的主軸。

　除了韓劇外，石院士也分享許多和藝術品有關的影視作品，像是以蘇東坡《寒食

帖》作為劇情重要主軸之一的電影《經過》，還有香港電影《天機富春山居圖》等

等，都是以藝術文物品作為劇情開展的當代創作。

　除了有石守謙院士精彩、有趣的演講之外，本次活動也特別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

作，在現場設置元代書畫家趙孟頫的《走入鵲華秋色》、唐朝書法家懷素的《自敘

帖》的VR虛擬實境，讓現場民眾有機會透過最新科技更生動的體會這些藝術作品。

　會場另有故宮三寶之一的北宋郭熙《早春圖》的互動式3D投影，讓民眾可以藉由

體感互動，享受全新的鑑賞體驗，有別於過去只能以視覺遠觀藝術作品而不能近玩的

遺憾。

　本次活動約有150人參與，現場座無虛席，沙龍分享時間觀眾與講者之互動亦十分

熱烈，可說是充分實現了本次活動將科技與文化帶入一般大眾視野之目標。

　藝術文物與一般市民生活的距

離，有時如同千百年之遙，但透過

一齣戲劇、一部電影，往往可以帶

領民眾與古老的藝術品與藝術家產

生共鳴與連結，穿越時空的距離，

使其貼近當下存在的空間。以此概

念發想，本中心於106年6月10日假

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

主題為「銘心絕品之謎？──從當

下文創回觀歷史經典的秘密」的科

技部人文沙龍系列講座，內容為探

討歷史經典文物的神祕感，以及此

神秘感如何被運用在現代文化創意

產業之中。

　此次的主講者為中央研究院石守

謙院士。石院士為我國著名的藝術

史學者，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

長，多年來關注中國繪畫史的發展歷程，以及繪畫史背後的文化脈絡。在這場活動

中，石院士帶領現場聽眾，一同回到文物作品的時代中「解謎」，探討作品、文物的

神祕感，讓現場觀眾如同回到與創作這些作品的藝術家一同生活的年代。

　隱藏在古代作品、文物背後生動鮮活的人物軌跡與蘊含在歷史當中的神祕感，常帶

給後世文化創意產業許多靈感，也成為不少影視作品的故事腳本。石守謙院士便透過

分享國內外的戲劇與電影作品，逐一向現場聽眾講解藝術作品和畫家之間的「謎」，

現場讓民眾體驗《早春圖》3D投影以及故宮VR虛擬實境作品

　　．更完整的活動報導，可參閱106年9月出刊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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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撰文／林儀涵

　學術研討會的舉辦，提供了學者發表其研究成果並與學界人士進行交流的平臺。為

支持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的舉辦、帶動相關學術研究，本中心特訂定補助

國內學術研討會業務。本業務補助對象為開會期間不超過兩天的國內中小型學術研討

會，以主題明確或議題具備前瞻性特色的研討會為優先補助對象，並鼓勵跨校際人員

參與，促進學術交流與對話。

　自開辦以來，為回應學界與時俱進的需求，本中心廣納各方意見修正相關作業要

點，包含調整申請時程、放寬補件時程及國外與會學者比例，並擴大服務對象及範圍

等。申請時程部分，因應研討會之舉辦為全年度活動，並無特殊季節性，因此由每年

固定四梯次改為「隨到隨審」，申請單位可於會議預定時間最早六個月內、最晚三個

月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補件時程方面，因國內眾多研討會主辦單位於籌備期間內同時徵稿，提出申請之

際，往往未能遞交論文稿件資訊，特將補件期限放寬為最晚至「會議舉辦前一個半

月」，待申請資料齊全後再行審查。

　國外與會學者比例部分，因應國內研討會邀請外籍學者一同與會交流已漸成常態，

為使各單位規劃研討會內容時能更具彈性，放寬國外與會學者比例至「百分之二

十」，以期在以國內學者為主的會議中仍能保持多方交流與討論。

　擴大服務對象及範圍方面，因許多盛大年度學術研討會歷來皆由學會與學校單位共

同主辦，為回應學界需求，特將學會所舉辦之年度學術研討會列入補助對象中。

　本業務迄今已補助國內兩百餘場研討會之舉辦，無論是各學門間著重內容深度之專

精主題，抑或是拓展對話廣度之跨領域研討，補助件數皆逐年節節攀升；透過本中心

之實質經費補助，期盼未來能帶動更多領域的研究發展。歡迎各界踴躍申請！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申請受理時間：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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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四梯次改為「隨到隨審」，申請單位可於會議預定時間最早六個月內、最晚三個

月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補件時程方面，因國內眾多研討會主辦單位於籌備期間內同時徵稿，提出申請之

際，往往未能遞交論文稿件資訊，特將補件期限放寬為最晚至「會議舉辦前一個半

月」，待申請資料齊全後再行審查。

　國外與會學者比例部分，因應國內研討會邀請外籍學者一同與會交流已漸成常態，

為使各單位規劃研討會內容時能更具彈性，放寬國外與會學者比例至「百分之二

十」，以期在以國內學者為主的會議中仍能保持多方交流與討論。

　擴大服務對象及範圍方面，因許多盛大年度學術研討會歷來皆由學會與學校單位共

同主辦，為回應學界需求，特將學會所舉辦之年度學術研討會列入補助對象中。

　本業務迄今已補助國內兩百餘場研討會之舉辦，無論是各學門間著重內容深度之專

精主題，抑或是拓展對話廣度之跨領域研討，補助件數皆逐年節節攀升；透過本中心

之實質經費補助，期盼未來能帶動更多領域的研究發展。歡迎各界踴躍申請！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申請受理時間：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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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詩學──臺灣當代詩歌的敘事書寫
作者／曾琮琇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著有詩集《陌生地》、詩論《臺灣當代遊戲詩論》，博士論文《漢語十四行詩研究》。

　　　目前參與人社中心標竿計劃，內容是關於三、四○年代的現代詩議題。

　敘事之為當代詩歌的類型之一，在特徵上，具備現代詩的質素，與抒情詩（狹義

的）相較之下，又增加了敘事的成分──通過對某一特定的事件或人物述寫以發紓情

感，表達思維。因此，它既與社會脈動緊密結合，於現代詩的體式之中，又自成一套

敘事的形式美學，成為現實─詩意相互生成的獨特詩體。

　這種敘事類型的書寫並非在臺灣現代詩發展初期就大量出現，它的崛起與成熟，可

從現代詩的內緣與外緣兩個方面談起。內緣方面，源於詩人針對現代詩之為「橫的移

植」的重新思索，尤其年輕一輩的詩人，他們通過創辦詩刊詩社、詩選詩介的編輯、

詩論詩集的出版以及詩活動，走向一個標舉「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

「開放性」和「世俗性」的新路（向陽語）。外緣方面，臺灣本土意識醒覺，對所謂

「工農兵文藝」進行反撲，此一導火線是余光中〈狼來了〉（1977）一文暗指工農

兵文藝創作者是共產黨爪牙，使更多詩人開始思考臺灣主體性的問題；另一方面，第

二屆時報文學獎曾設的「敘事詩獎」（1979），亦鼓舞了詩人如蘇紹連、楊澤、陳

黎、白靈、羅智成、渡也等詩人進行「回歸現實，反映時代」的敘事書寫。 

　不過，在此之前的臺灣現代詩歌，沒有敘事書寫嗎？其實不盡然，瘂弦〈鹽〉

（1958）就是一例：「一九一一年黨人們到了武昌。而二嬤嬤卻從吊在榆樹上的裹

　回想年輕時

　寫過一些關懷社會的詩

　恐怕是最大錯誤

　　　──劉克襄〈結束〉（1984）

腳帶上，走進了野狗的呼吸中，禿鷲的翅膀裡」，透過盲瞳的二嬤嬤「鹽呀」、「鹽

呀」有聲的吶喊，控訴生存處境之荒謬，不乏借古（武昌革命）喻今的隱喻成分。不

過，真正直面當下，以現代詩的形式介入現實，確是二十年後的事了，特別是民主運

動風起雲湧，解嚴前夕的八○年代中期，詩人勇於碰觸這塊土地長期被視為禁忌的政

治話題，劉克襄〈結束〉（1984）的開頭：「十八歲就加入國民黨／彷彿是生平最

丟臉的事」，已經成為嘲諷一黨專政的名句。以敘事的技藝而言，其中更可以討論

的，是詩中所塑造的「革命青年」形象──如何開始於一個充滿政治理想的熱血青

年，最後結束在「我會考慮結婚／畢竟我快卅出頭／逐漸喪失許多勇氣了」。詩中，

「革命─愛情」、「愛情─婚姻」這兩組看似不相干的符碼構成抒情與敘事結構的關

鍵因素，就抒情來說，兩組符碼皆指向浪漫、激情成分的生成幻滅，從象徵而為敘

事，兩組符碼作為情節推進的「事件」，呈現詩中的革命青年之於「歷史宿命」由反

抗─意志消磨─妥協的敘事結構。

　透過現代詩表達社會處境的掙扎與困惑，同年還有楊牧〈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

題〉，詩中，年輕人來信談及有關省籍的問題，敘事者我「設法理解」，卻苦思不

解，讀者在詩中得不到解答。誠然，現代詩的敘事書寫作為公共議題的某種介入的方

式，它從來不能給出答案，也從來不能回答什麼；然而，誠如特里・伊格爾頓的提

示：「詩能更使其發生的，是一種建設性的未發生（non-happening）。通過避免對

人類事務作直接的干預，它能夠容許真和美產生，經由這種方式，它因此可能令事情

發生」。詩人永遠是在「現在」之中，勇於提出問題的人。因為介入，讓改變成為一

種可能。

｜參考書目｜

．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如何讀詩》（北京：北京大學，2016）。

．向陽：〈喧嘩與靜寂：臺灣現代詩社詩刊起落小誌〉，《浮世星空新故鄉──臺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

　 （臺北：三民出版社，2004），頁142-146。

．鄭慧如：〈從敘事詩看七○年代的回歸風潮〉，《臺灣現代詩史論》（臺北：文訊雜誌社，1996），

　 頁377-397。

．林秋芳：〈現實與美學的交錯──中國時報敘事詩文學獎的美學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第十四期，

　 2008年12月，頁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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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事之為當代詩歌的類型之一，在特徵上，具備現代詩的質素，與抒情詩（狹義

的）相較之下，又增加了敘事的成分──通過對某一特定的事件或人物述寫以發紓情

感，表達思維。因此，它既與社會脈動緊密結合，於現代詩的體式之中，又自成一套

敘事的形式美學，成為現實─詩意相互生成的獨特詩體。

　這種敘事類型的書寫並非在臺灣現代詩發展初期就大量出現，它的崛起與成熟，可

從現代詩的內緣與外緣兩個方面談起。內緣方面，源於詩人針對現代詩之為「橫的移

植」的重新思索，尤其年輕一輩的詩人，他們通過創辦詩刊詩社、詩選詩介的編輯、

詩論詩集的出版以及詩活動，走向一個標舉「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

「開放性」和「世俗性」的新路（向陽語）。外緣方面，臺灣本土意識醒覺，對所謂

「工農兵文藝」進行反撲，此一導火線是余光中〈狼來了〉（1977）一文暗指工農

兵文藝創作者是共產黨爪牙，使更多詩人開始思考臺灣主體性的問題；另一方面，第

二屆時報文學獎曾設的「敘事詩獎」（1979），亦鼓舞了詩人如蘇紹連、楊澤、陳

黎、白靈、羅智成、渡也等詩人進行「回歸現實，反映時代」的敘事書寫。 

　不過，在此之前的臺灣現代詩歌，沒有敘事書寫嗎？其實不盡然，瘂弦〈鹽〉

（1958）就是一例：「一九一一年黨人們到了武昌。而二嬤嬤卻從吊在榆樹上的裹

腳帶上，走進了野狗的呼吸中，禿鷲的翅膀裡」，透過盲瞳的二嬤嬤「鹽呀」、「鹽

呀」有聲的吶喊，控訴生存處境之荒謬，不乏借古（武昌革命）喻今的隱喻成分。不

過，真正直面當下，以現代詩的形式介入現實，確是二十年後的事了，特別是民主運

動風起雲湧，解嚴前夕的八○年代中期，詩人勇於碰觸這塊土地長期被視為禁忌的政

治話題，劉克襄〈結束〉（1984）的開頭：「十八歲就加入國民黨／彷彿是生平最

丟臉的事」，已經成為嘲諷一黨專政的名句。以敘事的技藝而言，其中更可以討論

的，是詩中所塑造的「革命青年」形象──如何開始於一個充滿政治理想的熱血青

年，最後結束在「我會考慮結婚／畢竟我快卅出頭／逐漸喪失許多勇氣了」。詩中，

「革命─愛情」、「愛情─婚姻」這兩組看似不相干的符碼構成抒情與敘事結構的關

鍵因素，就抒情來說，兩組符碼皆指向浪漫、激情成分的生成幻滅，從象徵而為敘

事，兩組符碼作為情節推進的「事件」，呈現詩中的革命青年之於「歷史宿命」由反

抗─意志消磨─妥協的敘事結構。

　透過現代詩表達社會處境的掙扎與困惑，同年還有楊牧〈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

題〉，詩中，年輕人來信談及有關省籍的問題，敘事者我「設法理解」，卻苦思不

解，讀者在詩中得不到解答。誠然，現代詩的敘事書寫作為公共議題的某種介入的方

式，它從來不能給出答案，也從來不能回答什麼；然而，誠如特里・伊格爾頓的提

示：「詩能更使其發生的，是一種建設性的未發生（non-happening）。通過避免對

人類事務作直接的干預，它能夠容許真和美產生，經由這種方式，它因此可能令事情

發生」。詩人永遠是在「現在」之中，勇於提出問題的人。因為介入，讓改變成為一

種可能。

｜參考書目｜

．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如何讀詩》（北京：北京大學，2016）。

．向陽：〈喧嘩與靜寂：臺灣現代詩社詩刊起落小誌〉，《浮世星空新故鄉──臺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

　 （臺北：三民出版社，2004），頁142-146。

．鄭慧如：〈從敘事詩看七○年代的回歸風潮〉，《臺灣現代詩史論》（臺北：文訊雜誌社，1996），

　 頁377-397。

．林秋芳：〈現實與美學的交錯──中國時報敘事詩文學獎的美學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第十四期，

　 2008年12月，頁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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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事之為當代詩歌的類型之一，在特徵上，具備現代詩的質素，與抒情詩（狹義

的）相較之下，又增加了敘事的成分──通過對某一特定的事件或人物述寫以發紓情

感，表達思維。因此，它既與社會脈動緊密結合，於現代詩的體式之中，又自成一套

敘事的形式美學，成為現實─詩意相互生成的獨特詩體。

　這種敘事類型的書寫並非在臺灣現代詩發展初期就大量出現，它的崛起與成熟，可

從現代詩的內緣與外緣兩個方面談起。內緣方面，源於詩人針對現代詩之為「橫的移

植」的重新思索，尤其年輕一輩的詩人，他們通過創辦詩刊詩社、詩選詩介的編輯、

詩論詩集的出版以及詩活動，走向一個標舉「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

「開放性」和「世俗性」的新路（向陽語）。外緣方面，臺灣本土意識醒覺，對所謂

「工農兵文藝」進行反撲，此一導火線是余光中〈狼來了〉（1977）一文暗指工農

兵文藝創作者是共產黨爪牙，使更多詩人開始思考臺灣主體性的問題；另一方面，第

二屆時報文學獎曾設的「敘事詩獎」（1979），亦鼓舞了詩人如蘇紹連、楊澤、陳

黎、白靈、羅智成、渡也等詩人進行「回歸現實，反映時代」的敘事書寫。 

　不過，在此之前的臺灣現代詩歌，沒有敘事書寫嗎？其實不盡然，瘂弦〈鹽〉

（1958）就是一例：「一九一一年黨人們到了武昌。而二嬤嬤卻從吊在榆樹上的裹

腳帶上，走進了野狗的呼吸中，禿鷲的翅膀裡」，透過盲瞳的二嬤嬤「鹽呀」、「鹽

呀」有聲的吶喊，控訴生存處境之荒謬，不乏借古（武昌革命）喻今的隱喻成分。不

過，真正直面當下，以現代詩的形式介入現實，確是二十年後的事了，特別是民主運

動風起雲湧，解嚴前夕的八○年代中期，詩人勇於碰觸這塊土地長期被視為禁忌的政

治話題，劉克襄〈結束〉（1984）的開頭：「十八歲就加入國民黨／彷彿是生平最

丟臉的事」，已經成為嘲諷一黨專政的名句。以敘事的技藝而言，其中更可以討論

的，是詩中所塑造的「革命青年」形象──如何開始於一個充滿政治理想的熱血青

年，最後結束在「我會考慮結婚／畢竟我快卅出頭／逐漸喪失許多勇氣了」。詩中，

「革命─愛情」、「愛情─婚姻」這兩組看似不相干的符碼構成抒情與敘事結構的關

鍵因素，就抒情來說，兩組符碼皆指向浪漫、激情成分的生成幻滅，從象徵而為敘

事，兩組符碼作為情節推進的「事件」，呈現詩中的革命青年之於「歷史宿命」由反

抗─意志消磨─妥協的敘事結構。

　透過現代詩表達社會處境的掙扎與困惑，同年還有楊牧〈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

題〉，詩中，年輕人來信談及有關省籍的問題，敘事者我「設法理解」，卻苦思不

解，讀者在詩中得不到解答。誠然，現代詩的敘事書寫作為公共議題的某種介入的方

式，它從來不能給出答案，也從來不能回答什麼；然而，誠如特里・伊格爾頓的提

示：「詩能更使其發生的，是一種建設性的未發生（non-happening）。通過避免對

人類事務作直接的干預，它能夠容許真和美產生，經由這種方式，它因此可能令事情

發生」。詩人永遠是在「現在」之中，勇於提出問題的人。因為介入，讓改變成為一

種可能。

｜參考書目｜

．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如何讀詩》（北京：北京大學，2016）。

．向陽：〈喧嘩與靜寂：臺灣現代詩社詩刊起落小誌〉，《浮世星空新故鄉──臺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

　 （臺北：三民出版社，2004），頁142-146。

．鄭慧如：〈從敘事詩看七○年代的回歸風潮〉，《臺灣現代詩史論》（臺北：文訊雜誌社，1996），

　 頁377-397。

．林秋芳：〈現實與美學的交錯──中國時報敘事詩文學獎的美學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第十四期，

　 2008年12月，頁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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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度隨到隨審

　　 境外學人來臺訪問

　　 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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