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LETTER
No. 09 Jan. 2018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107年人社中心新訊快報！>> 107年人社中心新訊快報！

>> 行政革新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近年行政革新方向

>> 活動報導
　人文大師下午茶「一位阿根廷學者在美國學術界的求生之旅」

　訪問學者暑期進修成果發表會

　106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人文場
　情感與意象——現代語境中的實感與共感

>> 學術訊息
　「檔案」與書寫－試探思考歷史的取徑



1

新訊快報

NEWS

107年人社中心新訊快報！

臺大團隊獲得科技部經費補助，

將繼續執行下一期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計畫。

未來新的團隊將持續為學界提供優質服務，敬請期待！

本中心各業務陸續開放申請，

學術活動亦密集籌備中！

歡迎訂閱本中心電子報，

隨時掌握各業務及活動訊息！



行政革新

service

2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近年行政革新方向
撰文／李宛芝

　科技部為促進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跨領域合作，以追求卓越學術研究為目標，於民

國101年1月將原「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及「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併，

成立「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並自103年3月起配合行政院組織再造，更

名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自合併以來，中心不斷的精益求精，以提升

人文社會科學優良研究環境為任務，藉由各項學術服務與補助，鼓勵學界追求學術研

究卓越、培育青年學者、發展特色領域研究，並配合科技部人文司跨領域計畫徵件，

舉辦工作坊與座談會，藉以提供機會媒合跨領域研究團隊，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提供

新的研究動力與視野。此外，中心亦執行TSSCI、THCI 等期刊評比與收錄工作，以

服務學界並促進學術與期刊水準提升為目的，期望成為華文學術期刊具影響力之評鑑

指標。

　為完成上述的目標與任務，中心於內部的行政流程以及對外開放的各項業務，一直

持續聆聽學界的需求、觀察社會脈絡，不斷進行革新與調整，務求成為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堅實的後盾與溝通的橋梁。

　就內部行政流程的革新，主要有兩大方向：「強化行政樞紐、建立溝通機制」與

「服務科技革新與精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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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行政樞紐、建立溝通機制

　為達成此一方向的革新，中心採多管齊下的模式。

　一是中心內部執行業務的管理：中心主任與兩位副主任每周會聽取中心同仁彙報業

務，以便快速回應業務申請人的需求，並聆聽對業務改進的建言。同時，中心也不定

期辦理業務檢討報告，要求同仁檢視在業務執行過程中，不利於業務發展的流程或過

往的陳規，並提出改善的方法，協助學術研究更順利的推廣與進行。

　二是行政效率的提升：中心於學界反映核銷流程過於繁瑣後，積極解決人員聘用與

核銷程序過於冗長的問題。藉由不斷修正處理順序，以期在最短時間內完成聘僱與核

銷，並重視與業務申請人的溝通，務使申請人得以最簡易的方式完成經費的核銷與人

員的聘用。

中心主任與副主任不定期請同仁進行業務檢討報告，並要求業務承辦人提出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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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廣開聽取學界聲音的管道：除了業務承辦人於內部討論時所反應的問題外，也

於中心網站設立意見信箱，提供對中心業務有疑問或需求的學者，能有即時詢問及提

出建議的途徑，拉近中心與學界的距離。此外，中心也於105年11月間邀請過往業務

申請人，填寫業務承辦人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讓申請人有對中心之業務流程與行政

程序表達意見的平臺。

　四是與學界面對面了解需求：於105年間中心主動至各大專院校舉辦人文社會領域

學術發展座談會，與國立高雄大學經營管理學院、國立東華大學經濟學系、國立清華

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合作，邀請各地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界的學者了解中心業務，並聆

聽參與學者的建議，作為未來業務及行政程序改進的方向。

★服務科技革新與精緻化

　為使業務與活動達成宣傳效益，中心也積極運用網路科技作為推廣方式。

　其一是優化中心電子報系統，中心自103年起使用電子報發送學術訊息，除中心業

務申請及活動資訊外，亦協助其他學術單位代公告學術資訊。截至106年10月已有將

近四萬人訂閱中心電子報，為使系統能順利且快速的傳遞最新資訊，中心於105年全

面優化寄件系統，重新設定網頻與虛擬信箱功能，藉此提高開信率，並解除電子報因

各伺服器信箱網頻隔檔信件的問題。經過調整，電子報開信率已從原本的14%-19%成

長至31%-42%，因開信率幅度成長，在宣傳各學術活動時，報名比例也從62%-120%

成長至157%-240%。

　其二是中心不斷強化網站功能。為廣泛宣傳中心所推廣的活動及各業務詳細概況，

每兩個月會發行一次學術Newsletter（中心電子通訊），內容涵蓋各領域專家學者

專訪、所舉辦學術活動的報導，以及中心各業務介紹，讓學界能夠更加了解中心的實

際運作狀況。同時，為方便學界欲向中心申請業務的學者之便，中心也設計全年度業

務行事曆，供學者了解各業務運作時程，並及早準備申請資料。Newsletter中亦加

入業務行事曆，兩者皆可於中心網站閱覽及下載外，亦以電子報系統發送給訂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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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近年來中心為達成跨領域的學術研究與協作的目標，主動規劃系列跨領域工

作坊、講座與其它學術活動，提供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之間對話的機會，期望促成新

的跨領域研究團隊形成。然因各活動報名人數有限，秉持資訊公開共享原則，因此會

於活動中錄影，記錄詳細內容，並經活動講者同意後，公布於中心網站，提供未能到

場的學者另一種參與模式。並於中心網站架設活動專區，便於學者搜尋所欲了解的活

動，提供結案報告及活動影像供學者參考。

　在兩大方向的原則下，期望中心的行政革新能提供學界更便利的學術服務，達成推

廣卓越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的目標！

中心網頁優化後，提供活動資訊連結icon、Newsletter、活動專區，

讓學者能隨時掌握中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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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師下午茶
「一位阿根廷學者在美國學術界的求生之旅」
撰文／林孟穎（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本次人文大師下午茶與青年學者對話的系列，邀請Carlos Alberto Torres教授前

來分享，講題為「一位阿根廷學者在美國學術界的求生之旅」。Torres教授為UCLA

教育與資訊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同時也是Paulo Freire Institute的主任。在臺灣則

擔任國立交通大學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的國際主任與顧問。Torres教授長期致力

於政治社會教育學、全球化對教育的影響、國際比較教育、成人教育研究與社會理論

等。 

　在與青年學者對談中，青年學者提問的問題包含以下類型：

人文大師下午茶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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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專業

　在研究問題的呈現上，Torres教授指出要列出有興趣的研究問題，並將研究問題

區分出母題和子題的關係，並將研究子題，分類在母題之下，去拓展母題的內容。再

來，才是去找比較合適的研究方法，來回答所列出的研究問題。Torres教授並指出

研究應該是依循著一個研究興趣，去拓展其它相關性的研究。

　Torres教授認為自己在學術上最大的貢獻為創造知識，他專門探討教育和權力關

係等的相關問題，同時也特別關注教育、民主和公民身分（citizenship）的互動。

他深感榮幸能被提名為國家教育獎（national education prize）的受獎者，當時受

獎內容就是提倡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而目前聯合國（United Na-

tions）也開始發展全球公民教育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的業務。

二、生活與學術

　Torres教授說明他在學術界享受

生活的方式就是做選擇。在他的書

中《Education, Power and Per-

sonal Biography: Dialogues with 

Critical Educators》訪問了眾多

的學者，這些學者都有提到做事的

優先順序。如果有家庭小孩，也就

必須考慮如何經營家庭關係。他很

享受學術，同時也非常享受非學術

的生活。對他來說，讓他快樂的是

追求生命的豐富。 
左為主講人Torres教授，

右為主持人張珍瑋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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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res教授也說明，要有快樂的生活，就要保持對生命的熱情。並且常常開懷大

笑。

三、對臺灣教育現況與求職看法

　有與談者問到臺灣性別平等教育的問題，有些團體／父母反對現在的教育方式，但

Torres教授指出只要教學內容合法就不會有問題。

　也有與談者問到求職的問題，對此問題教授感到樂觀，並認為臺灣畢業的博士生遲

早還是可以找到被雇用的機會，因為不斷有新的工作被創造出來。

　對談結束後，與會學者皆帶著滿滿的收穫賦歸。

主講人Torres教授（後排右三）、主持人張珍瑋副研究員（前排右三）、

科技部人文司教育學門召集人甄曉蘭教授（前排右一）與10位受邀青年學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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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106年8月28日（一）14:00至16:30

　　．主持人

　　　　張珍瑋（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

　　．與談人

　　　　黃約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蔡曉楓 （國家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林郡雯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韋岱思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張宜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黃瑄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鄭英傑 （國立體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林孟穎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張澄清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怡君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影片網址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35

　　．更完整的活動報導，可參閱106年12月出刊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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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學者暑期進修成果發表會
撰文／許柏晟

　為促進學人暑期間研究成果的交流，本中心於106年9月8日（五）舉辦延聘訪問學

者暑期進修成果發表會，透過本次交流會的形式，提供學人互相分享研究成果的平

臺。

　本次邀集五位暑期訪問學者參與，活動首先由來自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的解昆

樺副教授分享，其研究主題為陳克華詩集中詩畫互文文本的身體詩美學修辭，解昆樺

副教授提及，陳克華從1988年起之詩作有強烈的身體性，呼應其身體詩之繪畫亦有

強烈的身體圖構，此一身體詩與繪畫共構互文，呈顯陳克華此階段內在原型狀態。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解昆樺副教授

分享來訪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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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來自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蘇怡慈助理教授分享的研究與金融監理強化機制相

關，在熱烈的討論氣氛下，緊接著由來自嘉南藥理大學應用外語系劉酈嫺助理教授分

享其研究主題，題目為高羅佩的《中國迷宮案》中達爾文自然主義的重現，羅伯特‧

範‧高利克（Robert van Gulik）的作品《中國迷宮案》中，呈現及運用了達爾文的

自然主義，高羅佩並不是第一個「將早期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帶入偵探小說」的作

家，儘管如此，仍無法得知高羅佩是無意或者有意如此設計，巧妙運用達爾文自然主

義來描述一個墮落的帝國（意指滿清末年）。

　來自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的楊惠玲副教授分享的內容則為跨文本中英雙語導引

詞對比分析。最後由來自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單文婷助理教授分享關於臉

書直播的出現對網路新聞產製流程與守門之影響研究，單文婷助理教授提及，過去十

年間，隨著數位匯流快速發展，影響新聞媒體內容產製流程與組織常規發生明顯變

化，雖然科技進入新聞並非新興現

象，不過本研究關注的直播科技與

新聞報導結合卻是近期的發展，不

只將網路新聞傳播推向速度

（speed）或空間（space）的至高

點，也使得 新聞內容產生更多元樣

態。

　本次為促進學者跨領域交流的機

會，本中心的主任與執行委員在討

論中也給予暑期訪問學者一些研究

上的建議與未來方向。

　楊惠玲副教授認為，雖然學人間

的研究領域不盡相同，但在本次的

交流中，能夠拓展自己的視野，是

極為難得的場合。蘇怡慈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蘇怡慈助理教授

分享來訪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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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單文婷助理教授

分享來訪研究內容

認為，暑假這段時間能夠專心做研究並在結束前有很好的場域能夠分享自己的研究內

容，獲益良多。 

       

本中心主任及執行委員熱烈參與討論以及給予研究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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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人文場
撰文／林封良（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為協助新進學人了解專題研究計

畫撰寫要點，106年人文領域寫作

工作坊於106年9月22日（五）假國

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行。

　這次工作坊在本中心副主任陳弱

水教授的致詞下揭開序幕。此次工

作坊的規劃，除了著重與青年學者

共同討論如何展開研究發想、關注

學術研究倫理的議題之外，就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流程的介紹，

以及計畫撰寫、審查、申覆等具體

經驗分享的安排，更是此次寫作工

作坊作為交流平臺的核心任務。

　在上午的場次裡，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林富士研究員及國立

交通大學周倩教授，分別以「一個

研究者的自我體察」與「學術研究倫理：知能與實踐」為講題，試圖回應作為學術工

作者如何在展開自身學術關切時，也留意學術環境快速轉變下的倫理問題。 

　就個人學思經驗為個案，林富士研究員強調學術的發展既有個人課題的興趣，同時

也涉及對「為他之學」與「為群之學」的責任。而周倩教授則是將學術責任增補進學

術倫理的範疇，一方面指出臺灣在地與全球學術生產間的互動和變化，另一方面更在

實踐面上提醒，目前科技部為了「強化學術倫理自律，106年1月已發文要求所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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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須於106年12月1日前完成強化學術倫理機制檢核表，否則

將得不受理相關研究計畫申請」。

　而下午的活動，是就如何撰寫研究專題計畫進行討論，並向與會學人說明研究計畫

申請與審查重點的概要。

　在此場次中，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賴錫三特聘教授、國立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陳

純音教授、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黃寬重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曾少千教授等諸位學者都先後提到，在研究計畫申請書的撰寫上應確保內容的完整

度，清楚呈現研究計畫目的、欲處理問題、文獻回顧和方法、研究計畫預期成果，以

及合理的編列預算。

　尤其，幾位主講者也指出，科技部每年專題研究計畫的申請都會公告在科技部網

活動現場許多青年學者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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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而各個申請的研究案，科技部會建檔並進行嚴謹的審核，也同時設有申覆制度，

力求整個申請過程的公平性及公正性，確保申請人的權益。

　另外，甫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的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顏健富副教授，也在本次

活動的邀請下，與新進學者分享個人研究的歷程及心得。顏副教授強調，學術研究如

同不斷出發又返回的旅程，而如何保持個人研究的初衷，則是延續個人學術能量的關

鍵。

　最後，在綜合討論的時間裡，與會的新進學者都就個人遇到的難題進行提問。本年

度的寫作工作坊人文場，就在不同與會者的熱烈參與及討論中圓滿落幕。

綜合座談時間，左起：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顏健富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陳純音教授、本中心陳弱水副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賴錫三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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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意象——現代語境中的實感與共感
撰文／曾琮琇（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情感與意象——現代語境中的

實感與共感」學術會議為本中心

「中西文化的現代交織」計畫的成

果展現。於106年10月11日及12日

假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舉

行。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中

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鄭毓瑜指出，會

議主要議題聚焦在透過「意象」的

形塑，呈現中西文學中關於現實與

真實、肖似或想像、眼見或心想，

以及主觀與客觀、物質與沉思之間

的往復辯證過程，重新體現百年間

（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

葉）時空移動所反覆鍛造的「情感

經驗」、「抒情範式」、「文化想

像」與「宇宙意識」，並探討中西

交織的「現代性」意義。

　會議邀請海內外學者從不同的專業領域論究意象與情感，凡六個場次，共十三篇論

文發表。首先由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講座教授王德威進行主題演講〈危機時刻

的文學批評：錢鐘書，奧爾巴哈，巴赫金〉，以抗戰時期的錢鍾書為例，�明「危機

時刻」——歷史的，方法學的，修辭的——如何啓發了他的文學批評事業，並用世界

文學的角度，反思其貢獻。巴黎第十大學哲學系米龍（ALAIN MILON）遠從法國

來，發表〈意象給看什麼？眼之瘋狂〉，香港教育大學陳國球〈在中西與古今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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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興華詩學〉、香港中文大學張歷君〈真情之流與意象世界：論朱謙之的唯情論及其

對柏格森哲學的接受〉、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許明德〈詞學與心理學的相交點——從

王國維《人間詞話》與《心理學概論》的翻譯談起〉；外文學門有李紀舍〈布勒東

(Andre Breton)的《娜嘉》(Nadja)與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夢想的詩學》

(The Poetics of Reverie)中如夢意象與奇異經歷〉、翁家傑〈從情感到實體：葉慈

與龐德詩中的象徵迴旋〉；哲學學門有黃冠閔〈感觸與想像的意義裝置〉、潘怡帆

〈從《追憶似水年華》看普魯斯特的遺忘及意象〉；中文學門包括鄭毓瑜〈宇宙與技

術：梁宗岱與梵樂希關於「準確」的說法〉、高嘉謙〈風景裡的聲音：粵謳、竹枝詞

與南洋風土〉、許暉林〈河、治理與國家：《老殘遊記》中的情感與地方性〉、曾琮

琇〈吳興華的意義：一個「文化」詩學的理解〉。

　本次會議的交流與對話，反映中學與西學之間存在著複雜而多層次的問題。計畫團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講座教授王德威進行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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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成員都談到此會議的執行，重啟被遺忘的文學的根本問題，非常具有意義。高嘉謙

表示，此次跨領域的學術合作彷彿重現了八、九○年代比較文學熱潮，外文系的李紀

舍、翁家傑指出，在一次次的開會討論，感受到從研究室走出來，與不同學門的對話

所激盪出來的火花，相當難忘。許暉林從研究的角度出發，指出在影像氾濫，知識重

整的當代語境，文學研究的意義有必要重新思考的迫切性。隨著「情感與意象」會議

的結束，計畫成員無不期盼另一個學術新視野的開啟。

第五場發表會主持人與發表人

午休用餐時間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鄭毓瑜

與與會者仍熱烈討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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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與書寫－試探思考歷史的取徑
作者／林封良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現任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專長領域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台灣戰後文化史研究，目前研究主題主要聚焦在亞洲現代的問題。

　　　著有《「所有權」認識邏輯的畛域化－1920∼1925朱謙之思想重探》（博論）、《「我們」是誰？－

　　　1945∼1949思索主權的文化邏輯》（花木蘭文化事業出版社）、〈五四革命の政治性に關する再考察〉

　　　（《文化交渉における画期と創造》）、〈「 帝國主義」為誰的遺產？〉（《文化研究》）、

　　　〈不再「邊陲」〉（《文化研究》）等文。譯有＜Shūji Terayama（寺山修司）：邪宗門＞

　　　（《清照流嬌恨戲劇選》）、〈John Smith: 南方勞工－不再「邊陲」〉（《文化研究》）、

　　　〈John Smith: 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破土》）等文。

　就如何介入「檔案」，Derrida曾在《檔案熱》（Archive Fever）一書指出，檔

案（Archive）一詞具有「開端」（commencement）及「威勢」（command-

ment）的雙重意涵，從而討論了「檔案」如何銘刻著體制、立法與鞏固權勢命名的

衝動（archontic primacy, archival desire）。在這裡，Derrida不否認「檔案」具

有提供記錄、協助記憶的可能，也認為所謂的記憶總是被沾染，但他試圖要思考的是

「檔案」為何會被驅動成病態圍捕記憶的過程，即「檔案熱」。

　毫無疑問，Derrida以檢討「檔案熱」作為隱喻，而指出了思索歷史的取徑，也就

是如何反向的探問歷史，揭露各種隱退卻持續作用的力道。就如同，他在回應佛洛伊

德（Sigmund Freud）書寫板（writing pad）的問題時指出：書寫板上不同的塗鴉

會隨每一次蠟紙的揭開而消逝，但藉著適當光線的轉換，那些交錯、疊印的痕跡則又

　The archive is a violent initiative taken by

　some authority, some power; it takes power

　for the future, it pre-occupies the future: it

　confiscates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Derrida [1998, 200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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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體現。而回溯這些投注的力道並從中撤退（re-treat），這便就是展開不同思考縫

隙（riss）以打開想像空間（spacing）的問題，更也是思考「檔案」與書寫（Ar-

chi-writing）之間的問題。

　而「檔案」和書寫之間的矛盾張力，總是存在。即便，Derrida提供了思索的切入

點，但我們也可以回到中文的脈絡，重新思考「檔案」與書寫的問題。

事實上，晚清譚嗣同在《仁學》體現的思考，就相當靠近Derrida「檔案熱」的討

論。只不過，面對不同歷史的課題，譚嗣同是透過「共名」的檢討，以展開他探索的

理路。

　而《仁學》背後所呈現的思考核心，便在於檢討「名教」如何形塑為認識的替代

物，並道德化成歷史主體配享的開端。因此，譚嗣同感嘆的指出：妄加特定「名」義

的分別，不僅使思考歷史的視角產生隔閡，還導致思想產生劇烈的對立，難以「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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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但這「名」，實是由權勢創設、壟斷的位置，卻假托「天命」、「國憲」，讓

人不敢逾越。這以「共名」建立的威勢，就像是《易》所說的「丰其蔀，日中見

斗」。

　一方面既靠近不同的文獻，另一方面又從中離開，以檢討「共名」的限制，賦予

「仁」不同於過往的認識。就譚嗣同來說，透過「名教」、「共名」、或「專名」無

助於介入歷史問題的發問，而僅有思考文化既定的法則、鬆開歷史話語的禁忌，才有

可能中斷各種神聖化指涉，並重新思考歷史。

　這裡就Derrida與譚嗣同思想的扼要回溯，不難發現在歷史的話語裡縱使「檔

案」、或「共名」機制會確立某種佔據性的視點，但帶著溢出此制約的言外之意，卻

也從這裡發散出來。我們可從當下既有的條件進行調整，也可以對既定的想像超越，

呈現能凝視歷史、文化不同負面的獨特能力。只有持續問題化認識的配置性操練，並

探索生命、思想不斷發生的狀態，才有可能抵制具有壓迫性的收編法則。

　但不可否認，Derrida及譚嗣同的思考，都面對著自身不同的獨特難處，展開各自

的思想脈絡。而回到我們自身的處境，又該如何思考歷史？面對當下，我們要體現什

麼樣的思考？尤其，我們又該如何思考「檔案」與書寫之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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