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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 

 

106年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經典研讀班 

「海外華人研究」經典研讀班 

 

計畫編號：SB10603 

執行期間：2017年 01月 0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計畫召集人：江柏煒  教授 

計 畫 成員：江柏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梁一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張瓊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蘇淑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王恩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楊聰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副

教授 

林  平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徐榮崇  臺北市立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劉名峰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助理教

授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兼任助理：陳怡廷 

 



 2 

 

 研讀書籍：（研究群可不必填寫） 

 

第一場 

Kuhn, Philip.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中文翻譯，《他者中的華

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孔飛力著，李明歡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6） 

 

第二場 

胡其瑜。《何以為家：全球化時期華人的流散與播遷》。杭州：浙

江大學出版社，2013。 

 

第三場 

包樂史著，賴鈺勻、彭昉譯，《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

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臺北：蔚藍文化，2015。 

 

第四場 

Kuhn, Philip.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中文翻譯，《他者中的華

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孔飛力著，李明歡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6。） 

 

第五場 

胡其瑜。《何以為家：全球化時期華人的流散與播遷》。杭州：浙

江大學出版社，2013。 

 

第六場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

1895-1945》，台北：聯經，2016。 

 

第七場 

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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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楊儒賓，《1949禮讚》，台北：聯經，2015。 

 

第九場 

史書美，《跨太平洋華語語系呈現》，台北：聯經，2013。 

 

第十場 

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第十一場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務，1994。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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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書：已出版尚未出版撰寫中 無 

其他：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海華人研究團隊」透過本經典研讀班的運作，加深我們對不同學科研究華人移動的方

法論的反思。其次，也希望建立這個領域的歷史縱深，從歷史上中國境內的遷移，到近現代

民族國家興起的境外遷移，到全球華語語系話語權的成形，這其中的文化變動與政經情境，

身分屬性的創造與流變，不同學科語言之間的對話等，這些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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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江柏煒 計畫編號：SB10603 

計畫名稱：106 年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經典研讀班「海外華人研

究」經典研讀班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
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
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

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

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教授 5 

10

人次 

江柏煒 

梁一萍 

張瓊惠 

蘇淑娟 

徐榮崇 

副教授 3 

鄭得興 

楊聰榮 

林平 

助理教授 1 劉名峰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非本國籍 

教授   

副教授 1 王恩美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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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

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
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

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一、回顧當代海外華人研究的論述發

展。 

二、探究海外華人與全球化之間的關

係。 

三、思考華人"移民"與"遺民"之間的關

係。 

四、反思海外華人與文化屬性的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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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告 

 

    海外華人遍佈全球，向為國內外學界的重要課題，西方漢學界泰

斗費正清、史景遷、孔飛力、包樂史、卜正亮、宋怡明、王德威等人

的相關研究引領風騷，影響深遠。1992 年王賡武、王靈智、周南京、

陳志明等人組成海外華人研究國際學會(ISSCO)以華人離散為其研究

架構，20 多年來漸成氣候，成為推動海外華人研究的重要跨國學術

組織。此外，地域性的華人研究也有其成績，譬如美國的胡其瑜四十

多年來研究拉丁美洲華人，澳洲的洪恩美(Ien Ang)，還有新加坡的劉

宏、周敏等人之相關研究。晚近生於韓國的華僑，現為亞美比較文學

學者史書美提出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是另一個重要

的架構。此外，馬來西亞在台華人所開創出來的馬華研究與漸成顯學

的南洋研究 (李有成、張錦忠、高嘉謙等)等不容忽視。當然台灣本地

的相關研究更是花木繽紛，早期錢穆、徐復觀、牟宗三等人的新儒學，

到近年楊儒賓的 1949 禮讚等，都是當代海外華人研究的重要里程

碑，可謂山水殊異，各成風景。 

 

    臺師大海外華人研究中心成立於 2015 年，以臺師大教師為主要

成員，學術背景多元，包含建築與閩南文化研究、英美文學與比較文

學、地理與區域研究，東北亞以及東南亞研究，此外還包含台北市立

大學、金門大學、中正大學與東吳大學的地理、社會、政治背景等相

關學者，是一個既跨校又跨學科的研究社群。這個以台師大為主的學

術社群從 2008 年開始進行相關研究，我們的架構是從跨界華人(the 

translocal Chinese)為出發點，不再以國家為移動的單位，企圖走出跨

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巢穴。此外，跨界華人也不以中國為中心，

避免海外華人在字義上隱藏的中國中心主義。再者，跨界這個概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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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明華人流動的歷史情境，中原歷史上的三大南遷以及散佈世界

各地一群又一群攜家帶眷不斷跨界流動的海華社群，落腳之地另起爐

灶，蓋好媽祖廟，再蓋好祠堂，和想像的原鄉建立起精神連結，形成

一個跨界網絡，一個跨界共同體。 

 

    在時間軸線上，我們將歷史拉回 16 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明朝中葉，

從馬尼拉的第一個中國城，到晚近華語語系文學相關理論的話語權。

更重要的是，我們扣緊明末(1644)、割台(1895)、清末/民國(1911)、分

治(1949)與新移民(1989)這五個時間點，探究近現代華人"移民"與"遺

民"之間的幽微糾葛，"移民"與"新移民"之間的屬性變化。在空間軸線

上，我們從中國到菲律賓、澳門、馬來西亞、印尼、日本、沖繩、台

灣、香港、到拉丁美洲、澳洲等地，企圖從這些地點圖勘 16 世紀以

來華人移動的路徑與情境。更重要的是，我們研讀的學科範疇包含歷

史、地理、文學、文化研究(影像、媒體等)、社會學(移民、勞工、海

上貿易)等，企圖從經典研讀中建立海外華人研究的方法芻型，為日後

學術深耕以為準備。 

 

    「海外華人研究團隊」由臺師大歷史系王秀惠教授與臺北市立大

學(原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徐榮崇教授於 2008 年共同

成立，以海外華人及移民之相關領域為研究主題，社群成員以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台北市立大學、金門大學、中正大學、東吳大學等學者

為核心成員，研究領域及方法包含歷史、地理、文學、建築、社會學、

教育、政治等不同學科之跨領域研究。期間曾以教育部三年的中綱計

畫為研究平臺，以「海外華人全球化與在地化」、「華族再現：海外華

人的全球跨國移民研究」為研究重點，在台師大、暨南大學、高師大、

東華大學、中研院等地，舉辦許多場學術演講及工作坊，集結致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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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研究的各學術單位及研究人才，研討此一領域的主要議題及

論述。2012 年在團隊成員的努力之下，以「海外華人與移民」為主

題向科技部(原國科會)申請「學術研究群」獲得通過，2013 年即以「移

動之民」為主題，於金門大學召開國際會議。由於金門是重要僑鄉，

研討會即以金門為主題，探討「金門僑鄉與海外華人」，會中特別邀

請金門山后王家海外華人如王靈智教授等、以及其它新加坡及日本僑

界領袖返鄉參加，並將會議論文經過匿名審查修改之後，於 2016 年

由台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出版《移動之民: 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專書，這不僅充分表現了本研究團隊的學術網絡及研究能量，同時藉

著團隊的運作，進一步促成了海外華人研究社群的交流與合作。成立

八年期間，已先後與香港大學、廣州暨南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金門大學、廈門大學以及澳門大學等合辦研究生國際會議，能量充

沛，成果斐然。 

 

海外華人早期多迫於政治或經濟因素、遠渡他鄉，但近年華人移

居的動機已有了不同的層面，擴及教育、文化、宗教等不同因素，且

多半是志願、積極的移動，與十九世紀在海外的條件與環境已有極大

的差異。此外，其遷徙的路線也不再侷限於單線、單向，而是轉成多

目標、多向、甚至來回的流動模式。在當代全球化加速傳播的風潮下，

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情境已然有別於二十世紀及其以前的全球關

係，致使今日在解讀海外華人社群、華人家庭或個人在全球各種情境

的角色時，都需置放在新的時空脈絡下思考。華人移民動態多變，海

外華人的屬性有待重新檢視與解讀，而海外華人研究的典範與傳統更

須重新詮釋與建構。更重要的是，當今華人的身分與認同不斷「延

異」、「衍義」甚或「演義」的現象，已帶動了海外華人研究學術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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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移。在許多新興議題的映照下，海外華人研究的主要課題已有重

要的轉向，因此亟需持續研究，觀察其發展與變化，以探索海外華人

研究的時代意義。本經典研讀班即是呼應此一趨勢，試圖提供研究的

新視角，解構「移民」必須依附在國族疆界固有定義的狹隘意涵，轉

而以「跨界華人」擴展視野及範疇，納入全球及跨國移動的事實，重

新探討華人移鄉他居的動機、遷徙地點、流動模式、文化傳承、甚至

國族建構等變化，以新的思維研究華人對原鄉與移居地的國族忠誠、

資本傳輸、政治參與、教育型態、及信仰歸屬等議題。易言之，本經

典研讀班企圖從跨學門的不同視角，探索在時間、空間與各種相涉的

理論層面中，顯現出世界各地海外華人社群與移民流動不同的變化及

挑戰。我們把「跨界華人」的英文譯為 “the translocal Chinese”，突

顯在後現代的情境中，「跨界」的本質應該從具體的地理移動、時間

遞嬗，延續到抽象的文化交融、權力消長等，每個人的屬性都是處於

不斷的移動、調整、混溶、去舊增新、交互影響或抗拒的變動中，不

停穿梭或跨越不同性質的疆界，因此所有的人其實都是不同面向的

「跨界之民」。 

 

八年來，本團隊累積了豐厚的研究能量，先後在臺北、香港、廣

州、吉隆坡、金門、廈門、臺北、澳門等地舉辦研究生國際學術研討

會，除了前述之學術專書《移動之民: 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之外，

並與荷蘭有名的文史出版社 Brill 於 2015 年簽約合作出版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學術期刊(ISSN 2452-2007, E-ISSN 

2452-2015)，一年兩期，已於 2015 年 9 月與 2016 年 3 月出版兩期，

預計每半年出版一期。期刊採主編群制，由海華研究中心成員/台師

大英語系梁一萍教授擔任主編之一，其他主編有台北市立大學徐榮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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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柳島教授(Leo Douw)、美國約翰霍普斯金

大學郭惠英教授(Huei-ying Kuo)等四人，編輯顧問委員會中有國際知

名學者如杜克大學的 Prasenjit Duara, 奧瑞岡大學的 Arif Dirlik，布朗

大學的胡其瑜教授、廣州暨南大學的李明歡教授、中研院的林滿紅教

授、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王靈智等人，這本期刊是新加坡南洋大學

所出版的 JCO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之外，最具潛力的海外華

人研究學術期刊。近期所規劃的期刊主題如下:  

10.1, 柳島: Imprinting Boundaries in East Asia: The Ethnic Chinese in 

Korea (在東亞刻畫疆界: 韓國華裔的認同) 

10.2，梁一萍: Trans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Taiwan, Quemoi, the Ry 

(跨越在地的華人社群: 台灣、金門、沖繩) 

11.1，郭慧英: Chinese Overseas and Global Port Cities (海外華人與全球

城市港口) 

11.2，林平: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中國崛

起與新華人移民)  

   此外，如前所述，我們已經舉辦過八次研究生研討會，以下是相

關的會議記事： 

2008，在臺師大舉行，由臺師大歷史系王秀惠教授主辦。 

2009，在臺師大舉行，由臺師大歷史系王秀惠教授主辦，會議主題「海

外華人的全球化與在地化」 

2010，在香港大學舉行，由臺師大地理系蘇淑娟教授與港大錢江教授

主辦，會議主題「海外華人研究生工作坊」 

2011，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行，由臺師大英語系梁一萍教授與暨南大學

華人與華僑學院張應龍院長共同主辦，會議主題「比較視野下的華僑

華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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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在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舉行，由臺師大英語系張瓊惠教授與拉曼

大學張曉威副院長共同主辦，會議主題「認同與文化政治」 

2013，在金門大學舉行，由本人負責(那時本人擔任金門大學閩南研

究所所長)，會議主題「移動之民：金門僑鄉與海外華人」 

2014，在廈門大學舉行，由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徐榮崇教授

與廈大南洋學院施雪琴副院長合作，會議主題「全球化與華人研究：

新視野、新取向及新典範」，會後並拜訪華僑大學駱院長與李勇老師

等。 

2015，回到臺師大舉行，由臺師大東亞系主辦，邀請在過去會議中表

現優秀的研究生參加，舉行「海外華人研究回顧與展望工作坊」。 

2016，在澳門大學舉行，由台師大英語系張瓊惠教授統籌，會議主題

「時空差異與華人的多元性」 

 

    未來除持續研究生國際研討會的舉行之外，希望透過經典研讀班

的運作，能加深我們對不同學科研究華人移動的方法論的反思。其

次，也希望建立這個領域的歷史縱深，從歷史上中國境內的遷移，到

近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的境外遷移，到全球華語語系話語權的成形，這

其中的文化變動與政經情境，身分屬性的創造與流變，不同學科語言

之間的對話等，這些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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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成員 
 

1 江柏煒 

（召集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專長：海外華僑與華人研究、僑鄉研究、社會文化史、東

亞建築與城市、歷史保存與遺產保護、文化政策與

文化產業規劃設計 

2 梁一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教授 

專長：梅爾維爾、亞美文學、生態論述、北美原住民文學 

3 張瓊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教授 

專長：自傳文學研究、亞美文學、移民文學 

4 蘇淑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專長：人文地理學、區域與都市發展、社區參與空間規劃、

政治生態學、環境保育與發展 

5 王恩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副教授 

專長：東亞文化、近現代史研究、東亞華僑、華人社近現

代史研究會研究 

6 楊聰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副教授 

專長：族群研究、語言社會學、外交研究、比較教育、亞

太/國際研究、文化政治學 

7 林  平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副教授 

專長：台灣海外移民（中國與印尼）、質化研究 

8 徐榮崇 臺北市立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專長：能源教育、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研究、地理研究、

公民教育、環境社會學、 社會影響評估、戶外教學、

環境步道規劃 

9 劉名峰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助理教授 

專長：社會學、認同與民主化、東亞社會文化社會學、政

治社會學、歷史社會學、比較社會學、道德社會學 

10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專長：政治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國際移民、中東歐研究、

海外華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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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研讀書籍、主題 
 

編

號 

日期 起訖時間 地點 研讀書籍 演講者／

主持人 

1 2017/2/28 14：00～

15：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東亞系會

議室 

Kuhn, Philip.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中文翻譯，《他

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

史》孔飛力著，李明歡譯，江

蘇人民出版社，2016） 

江柏煒／

徐榮崇 

2 2017/2/28 15：00～

17：3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東亞系會

議室 

胡其瑜。《何以為家：全球化時

期華人的流散與播遷》。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徐榮崇、

林平／劉

名峰 

3 2017/3/31 18：00～

19：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綜合大樓

705 

包樂史著，賴鈺勻、彭昉譯，《看

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

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臺

北：蔚藍文化，2015。 

劉名峰／

江柏煒 

4 2017/4/28 18：00～

19：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東亞系會

議室 2 

Kuhn, Philip.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中文翻譯，《他

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

史》孔飛力著，李明歡譯，江

蘇人民出版社，2016。） 

楊聰榮／

江柏煒 

5 2017/5/26 18：00～

19：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綜合大樓

705 

胡其瑜。《何以為家：全球化時

期華人的流散與播遷》。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梁一萍／

鄭得興 

6 2017/6/16 18：00～

19：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東亞系會

議室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

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

1895-1945》，台北：聯經，

2016。 

張瓊惠／

徐榮崇 

7 2017/7/12 14：00～

15：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綜合大樓

705 

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楊聰榮／

鄭得興 

8 2017/8/21 18：00～

19：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綜合大樓

705 

楊儒賓，《1949禮讚》，台北：

聯經，2015。 

鄭得興／

劉名峰 

9 2017/9/29 18：00～

19：00 

臺北市立大學

勤樸樓 C611 

史書美，《跨太平洋華語語系呈

現》，台北：聯經，2013。 

王恩美／

徐榮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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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7/10/13 18：00～

19：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綜合大樓

705 

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張瓊惠／

王恩美 

11 2017/12/15 10：30～

12：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誠樓 9F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

台北：商務，1994。 

梁一萍／

劉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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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一場 
 
研讀書籍：Kuhn, Philip.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中文翻譯，

《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孔飛力著，李明歡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講    者：江柏煒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就哈佛大學孔飛力(Philip Kuhn)教授晚年最後的這一本著作，《他

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來說，它的幾個在學術上的重要貢

獻，茲分述如下：首先，就西方漢學的研究傳統來說，它不僅仍延續

自費正清以來之西方世界的中國研究學者，試圖透過特定中國的課

題，來了解中國近現代轉型的傳統，也就是中國近現代的移民史緊密

地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的轉型，並且反之亦然—這是他在 2006 年當這

本書完成之前，即已提出來的主張—而且，它還在「中國中心論」的

理論視野底下，再向前邁了一步，也就是將中國研究，一方面放在全

球現代化的脈絡下來理解，另一方面又從區域的關係中來掌握。在這

「全球—區域」的進路中研究中國，即是在「中國中心論」之後的新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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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二場 

 

研讀書籍：胡其瑜。《何以為家：全球化時期華人的流散與播遷》。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講    者：徐榮崇（臺北市立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林  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相對於王賡武的中國中心，包樂史的東亞中心，美國胡其瑜教授

的這本專書將場域轉到拉丁美洲，以 19 世紀中期 1847-1874 年間約

23 萬華工、華商來到拉丁美洲的歷史為主，地域主要包含墨西哥、加

州、古巴與祕魯，探討的議題則包含招募華工的黃色貿易，壓迫華工

的苦力制度，控制華工的鴉片買賣，華人聚落唐人街的形成，華商的

小型商業模式，華人與墨西哥人接觸的邊境，並上溯 16 世紀在馬尼

拉形成的第一個唐人街等等。相對於東北亞以及東南亞，拉丁美洲的

華人是比較少人研究的區域，因此胡其瑜教授的專書就更顯得格外珍

貴。該書的重要性有三，其一: 對海外華人研究而言，她所專注的拉

丁美洲擴寬了我們對華人海外移動的視野。其二，對華工研究而言，

她所分析的文獻能夠幫助我們了解華工在南美洲所受到待遇，和北美

的鐵路華工形成比較的視野。其三，對西班牙帝國而言，該書也在荷

蘭和葡萄牙之外，提供了重要的西班牙帝國與華人(華工)相遇的歷史

脈絡。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胡其於教授的專書呈現了一個全球化的

歷史情境，從 16 世紀第一個唐人街在馬尼拉形成，到 19 世紀移居拉

丁美洲的華商、華工，這樣的全球化黃色貿易是海外華人研究的重要

議題，和王賡武和包樂史鼎足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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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三場 

 

研讀書籍：包樂史著，賴鈺勻、彭昉譯，《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

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臺北：蔚藍文化，2015。 

 

講    者：劉名峰（國立金門閩南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如果王賡武教授提供海外華人一個從中國宋朝開始的歷史脈

絡，這本荷蘭萊頓大學包樂史教授的專書則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西方

與華人在東亞的接觸。該書在大陸由浙江大學出版，在台灣則由蔚藍

文化出版，由此可以看出兩岸學界對這本書的重視。該書乃作者於

2006 年於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賴世和講座 (The Edwin O. 

Reischauer Lectures)所做的三篇演講集結而成，並在 2008 年由哈佛大

學出版的作品。有鑑於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一直是美國漢學的重

鎮，而包樂史教授畢業並任教的萊頓大學是歐洲漢學研究的中心，因

此他在費正清中心以「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為題的演講，本身就預設了歐洲與美國

漢學界之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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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四場 

 

研讀書籍：Kuhn, Philip.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中文翻譯，

《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孔飛力著，李明歡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講者：楊聰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基於「全球—區域」觀點的中國移民研究，不單挑戰了「中國中

心論」的視野，而且在方法論的層次上還清楚地反映了近年來社會科

學界對於「方法論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反省。尤

有進者，它在存有論層次上也有新穎之處，即藉由移民而具體化了中

國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此一「關係主義的存有論」(relationalist 

ontology)，從形上學的層次出發，更強悍地挑戰了以「實體主義之存

有論」(substantialist ontology)為基礎的「中國中心論」，及先前以「衝

擊—回應說」為名的西方中心論。再者，此一視野移民議題來說還特

別有效。在全球的層面上，中國移民與全球現代歷史結合，以帝國主

義時期、後殖民主義時期，及全球化時期等的不同時期來討論中國的

近現代轉型及其移民型態；而在區域的部分，則特別關注指出了中國

華南地區的海洋特質，及其與東亞、歐洲，以致於美澳紐之間的關係。

尤有進者，此一視野還隱約地與其它移民做比較，一方面得出了中國

海外移民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通道—小生境」模型

(corridor-niche model)，說明移民如何在移居地與原鄉之間趨動資金與

商品，以及建構社會文化網絡的過程。最後，基於前述原因，這本書

不僅在漢學、當代社會科學，與移民的研究，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並與的海外華人移民研究之間，有著清楚而深入的對話。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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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一劃時代的經典還因為孔飛力教授在國際學界中的角色，而將

海外華人研究帶入了一個新的領域：即不僅是知識層面的突破，還讓

海外華人的研究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這在移民議題備受重視，並且

出現大量華人移民，但卻欠缺足夠份量的海外華人研究之際，此書是

不能忽略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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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五場 

 

研讀書籍：胡其瑜。《何以為家：全球化時期華人的流散與播遷》。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講者：梁一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漢學研究自從費正清的「衝擊—回應」說的西方中心，到保羅

柯文等人所揭櫫的中國中心論之後，在 90年代之後出現了將「西方—

東方(中國)」一起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並且特別強調了「東亞」作

為分析單位的研究視野—濱下武志即是這個「從亞洲認識中國」的

旗手。而要包樂史教授的這本《看得見的城市》，一方面固然接受了

濱下的觀點，即注意到東亞作為研究的視野，但另一方面又有超越

之處：其一，中國固然是東亞的中心，但在近現代歷史裡的東亞，

已經發展出來了以「荷蘭—中國—日本」三方共構的貿易體系；其

二，在這貿易體系中，包樂史以三個此一體系中的核心港口城市，

廣州、長琦及巴達維亞(今日的雅加達)為中心，呈現其中生活的人

們—如廣州官員、荷蘭商人及長琦美籍抄寫員—在面對現代貿易體

系的流動中，所經歷的文化衝擊。整體而言，首先就該書之結構上

的安排，它體現了年鑑學派之史學視野的寫作—即在從近現代轉型

的長時期脈絡中，透過小人物生活中的事件，來呈現歐美在東亞勢

力交替的形勢；其次，這個「長時期—形勢—事件」的寫作裡，同

時也表現了漢學界對於中國研究的辯論—在中國中心及西方中心之

外，不僅深入了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理解東西方共構、互動的歷史，

還具體地透過貿易網絡與文化的衝擊，呈現此一「共構、互動」的

具體過程與機制。最後，就本研究群來說，很重要的是，在這樣一

個世界史脈絡中，我們能從這本書中看到海外華人移動的時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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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機制，本書對東亞區域史及貿易文化之現代性轉化的著墨，讓海

外華人研究脫離國界的視野，而從跨界流動間的文化互動來切入，

是我們認為閱讀這部經典的重要原因。 



 23 

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六場 

 

研讀書籍：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

1895-1945》，台北：聯經，2016。 

 

講者：張瓊惠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除了 1949 的蛻變之外，當代華人海外移動另一個巨大分水嶺是

1895 年甲午割台，一群心向中原的華人知識份子為救亡圖存被迫離

鄉背井走上異鄉的不歸路，這群移民自稱"遺民"，據傅斯年在"周東

封與殷遺民"一書中所言: "殷遺民為中國文化之重心"(245)，所以"遺

民"也是"移民"，作者在書中追溯了移民的三個歷史時間 : 甲申

(1644)、乙未(1895)、辛亥(1911)，這三個時間點分別是亡明、割台、

與亡清三個歷史變盪，新舊交替的重要時刻，如同明末鄭成功渡海來

台，這群乙未割台與辛亥革命的華人知識分子再度離開中原尋求精神

上的原鄉，這群"文化遺民"(32)，乙未割台以丘逢甲為代表，辛亥革

命以康有為為象徵。作者指出，這群對華夏文明忠誠的"遺落"之民，

海外思華，無以排遣，只能以"漢詩"這種文學形式來乘載他們對殷商

故國的思念，作者用文學的角度來研究"遺民"如何在移走他鄉之後，

寫作漢詩來排遣傷懷。如王德威所言，"從馬來半島到菲律賓群島，

從香港到爪哇，超過三千五百萬華裔在此落地生根，形成廣義的南洋

文化" (3)，作者探討從 19 世紀末到二次大戰結束時"中國境外的南方

書寫"(3)，代表作家諸如台灣的丘逢甲、洪棄生，香港的陳伯陶，遠

走南洋的康有為，新加坡的邱菽園，以及印尼蘇門答臘的許南英、郁

達夫，這些遺民所創作的"漢詩"成為南方離散與華語現代文學的複雜

載體，而作者所開展出來的半世紀南方書寫成為當代從文學切入的重



 24 

要海外華人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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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七場 

 

研讀書籍：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講者：楊聰榮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應用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或許就是因為全球化的原因，華人移居海外也慢慢入境隨俗，華

人屬性發生改變，不見得所有華人都會說中國話。作者洪美恩，1954

年出生於印尼，有華人血統。在荷蘭成長與受教育，1990 年獲得阿

姆斯特丹大學的社會與文化學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澳洲西雪梨大學

的文化與社會研究所，是世界知名的文化研究學者，其研究專長領域

為媒體、文化消費、認同政治，國族主義與全球化、移民與族群等。

她的專書《論不說中文：居住在亞洲與西方之間》主要是洪美恩半自

傳式的著作，起源於作者 1992 年受邀參加台灣一場學術研討會期間

的經歷。她說道，「在台灣我是怪異的，因為我不會說中文。在西方

我也是怪胎，因為我長得像中國人。」從台灣經驗開啟本書探討全球

化與華人離散的認同問題，並且反思了亞洲（Asia）與西方（the West）

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討論離散情境與中國屬性（Chineseness）之困

難。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其所討論的問題至今仍具有高度學術價值，本

書最重要的三個概念：離散（ diaspora ）、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和混雜性（hybridity），其所建構出來對於多重身

份與認同政治的對立與和解，具有跨界（cross-border）調解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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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八場 

 

研讀書籍：楊儒賓，《1949禮讚》，台北：聯經，2015。 

 

講者：鄭得興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作者楊儒賓，1956 年生於台灣台中。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現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爲先秦哲學、

宋明理學、東亞儒學等。本書之重要性有三。其一，作者原以《1949

論》為書命名，思考再三而更名為《1949 禮讚》。作者原先之「論」

1949，即想以是書代表一種新史觀，超越紅藍綠（共產黨史觀、國民

黨史觀及台獨史觀）。本書以 1949 這個符號賦予台灣歷史定位新座

標，首先從中國史脈絡而言，1949 渡海南遷足以抗衡東晉永嘉渡江

與南宋靖康渡江的三大南遷事件。其次，從台灣史觀點看，1661 年

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漢人移民台灣。1895 年日人據台，台灣漢人淪

為被殖民者。1949 年國民政府敗退入台，結果引發中國大移民潮。

「1949」是台灣史上最關鍵的年份，本書對「1949」此一歷史符號重

新解讀。誠如陳怡蓁為本書作序中所提到的，「1949」通常是與「撤

退」、「遷台」、「毋忘在莒」等帶著創傷的字眼相連結，作者卻「禮讚」

1949，在現實反中的情境中，讓我們對 1949 這個歷史符號有新的想

像。其二，政治意義上的「1949」，是台灣被納入國際冷戰體系，成

為反共結盟中的一環。政治意義的「1949」切割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

連結。再者，對內而言，白色恐怖、威權統治、省籍情結桎梏著台灣

人民行使政治人權的完整性。強調「1949」的政治性，即是著重於台

灣歷史苦痛的記憶。另一方面，跳脫政治的「1949」論，禮讚文化的

「1949」讓我們看到了傳統文化最精緻的發展，人間佛教、新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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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茶、精緻戲劇、中小企業工商管理模式、庶民文化、飲食、流行歌

曲，「1949」之後的文化發展意涵滲透在遷移台島的每一生活細節中

的文化氛圍。「在文化意義上，台灣比任何華人地區更有資格代表漢

文化」，作者質問，「如果沒有了一九四九，沒有了台灣，今天以共產

黨統領的『中國」文化，還剩下了什麼？」。其三、作者認為，「1949

是台灣史上三大移民潮中文化意義最豐富的移民事件。1949 創造了

『兩岸三地』的新知識範疇，新中國、新台灣與新香港同時成立。1949

後的台灣學術是民國學術的繼承者，是另一種五四精神的發揚者。

1949 兩岸的曲折發展指向了中國現代性與西洋現代性的銜接，跨文

化性格的台灣經驗，提供了形構中的新中華文化很重要的理論資源」

(33)。也就是說，一九四九使得民國的傳統不但得以傳承，同時也讓

「台灣」、「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內涵產生了質的突變，這跟南渡

移民具有密切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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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九場 

 

研讀書籍：史書美，《跨太平洋華語語系呈現》，台北：聯經，2013。 

 

講者：王恩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洪恩美對華人屬性的開放性論述，和史書美有異曲同工之妙。兩

人專書只差 6 年，可說是 21 世紀對華人屬性研究的新方向。本書是

作者 2007年英文專書《視覺與認同》"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的中譯版。如果說洪恩美對華人屬性

有較為開放的看法，史書美的 Sinophone Studies，透過對中國與海外

華人（文）文學與影視作品的分析，探討（海外）華人社群之間華

人屬性(Chineseness)的複雜與多樣性，華語語系這個概念使史書美毫

無疑問的成為當代華人屬性研究的佼佼者。史書美不但脫離中國中

心，更從後殖民的角度賦予華語語系一個另成體系的文化載體，足

以與英語語系、法語語系、德語語系分庭抗禮，因此這本書引起廣

泛討論，帶來高度注意。本書舉了不少例子說明中國（或華人屬性）

如何被選擇性的表現與創造出來。對台灣讀者來說，書中最吸引人

的可能是史書美對李安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中

國旅遊三部曲（《大陸尋奇》、《江山萬里情》、《八千里路雲和月》），

以及電影《臥虎藏龍》的分析。在李安三部曲中，中國（或華人性）

是被假定存在的客體。透過影片中台灣（移民）的飲食習慣與家庭

觀念，以及此一習慣與觀念如何受到現代（美國）的社會衝擊，（西

方）觀眾可以清楚感受到此一客體如何透過台灣的展現存在。中國

旅遊三部曲呈現的是兩岸交流初期，中國如何從一個記憶中的客

體，被選擇性的呈現在台灣的旅遊節目中，即使呈現出的內容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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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中國已有一段距離。《臥虎藏龍》更是跳躍，影片當中各種南腔

北調，呈現出的是一個資本主義下，中國（或華人屬性）如何想像、

拼貼與重現。本書除了顯示海外華人研究如何透過文學（或影視）

作品進行分析的豐富性，更透過後殖民的角度，展現出華人概念的

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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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十場 
 
研讀書籍：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講者：張瓊惠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離散是脫離原聚居地的生活，與原中心文化的疏離，是處於邊緣

化的人群經驗，離散族群特別感受到漂泊感與非歸屬感。相對於離散

的人群主體， 多元文化主義則強調了新聚居地對原聚居地多重文化

身份的體現，但卻容易忽視了移居後的文化特質。作者的一個特別的

論點是，離散與多元文化主義藉由混雜性而融合在一起，在全球化的

語境下，所強調的已不再是差異性（ difference），而是凝聚性

(togetherness；也就是混雜性)，因此對亞洲與西方的理解，主要是存

在於「其中之間」（in-between），而並非在於界限分明的二元對立。

其次，本書論證中國的多元性不同於中國屬性（Chineseness），作者

藉此反駁華人本質主義（Chinese-essentialism）的論調，華人或華裔

家庭所遵從的中國禮俗文化，並非表示在生活習慣及語言表達，都必

須要具有同質性。因此對作者而言，說中文僅是多元華裔社會的一種

溝通工具，並非是等同於根深蒂固的文化載體。作者批判西方逐漸將

「亞洲」等同於中國，以此建構出一種全球的中國性（ global 

Chineseness），她以澳洲為例說明屬於西方文明的澳洲，位在亞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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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的環境中所產生的不安，唯有透過強調凝聚（togetherness）而非差

異（difference），才有可能消解緊張。對中國的認同(Chinese identity)

政治而言，也應該強調多元的凝聚，而非中國的單一屬性。最後，本

書是透過作者本身的多元身份下，所強調的跨界(cross-border)，進而

達到最終的身份認同。這是從移民本身的論述作為主體，強調新聚居

地與原聚居地之間的跨界，而產生移民文化的異質性，這並非原文化

的本質主義可以消解的。因此，不會說中文，一樣可以是華人，也具

有中國屬性，而其文化特質正是位於二種（ /多種）文化之間

（in-between）。本書出版至今雖已有十數年，但今日閱讀之，對於思

考海外華人的屬性與認同，仍具有相當的啟發性。 

 

 



 32 

經典研讀班各場次主題與摘要 
 

第十一場 

 

研讀書籍：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務，1994。 

 

講者：梁一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這本 1994 年出版的《中國與海外華人》，大體上是作者 1981 年

"Community and Nations: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出

版後的中譯與擴充。由於英文原著本身是不同論文的合輯，所以本書

各篇雖然都與海外華人有關，但是前後並不相關，重點也有所不同。

重新整理後，本書各章可分成以下幾類，其一，歷史: 書中第 3-6 章

簡述了宋朝至民國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官方（朝貢）及非官方（商

賈）關係。中國在不同時期對東南亞各國以及海上貿易的態度，以及

西方國家在東南亞的統治方式，不但使海外華人內部有了不同的類別

（第 1, 7, 9 章），也使海外華人發展出與中國本部華人不同的特質（第

8, 10, 11 章）。其二，當代。1949 年之後的新議題則是新中國如何面

對海外華人、海外華人如何面對新中國，以及海外華人如何在獨立後

的當地國生存（第 1, 2, 12, 13 章），這些議題如何地會因為儒家文化

或不同當地國的政治環境（第 14, 15, 16 章）產生變化，以及這些變

化如何呈現在學術出版品當中（第 1, 2 章）。這本書自 1981 年第一次

出版，距今已有 35 年，中國內部已有巨大變動，海外華人與中國的

關係也產生許多變化。雖然以今日的眼光來說，本書只能算是論文合

輯，但從海外華人研究的發展歷史來看，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本書

無疑是奠基之作。書中若干章節對海外華人的分類方式（華商/華工、

華僑/華裔、認同中國/在地社會/殖民母國），以及提出的概念框架（政

治認同/文化認同）對當今的海外華人研究仍有助益，鑒往知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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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本書是海外華人研究的入門經典，應該仔細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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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活動照片 

 
 

場次 1 

日期/時間/地點 2017/2/28；14：00～15：00；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東亞系會議室 

讀書會主題 Kuhn, Philip.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中文翻譯，《他者中的華人：

中國近現代移民史》孔飛力著，李明歡譯，江

蘇人民出版社，2016） 

主持人 徐榮崇 

演講者 江柏煒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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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2 

日期/時間/地點 2017/2/28；15：00～17：3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系會議室 

讀書會主題 胡其瑜。《何以為家：全球化時期華人的流散與

播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主持人 劉名峰 

演講者 徐榮崇、林平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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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3 

日期/時間/地點 2017/3/31；18：00～19：0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綜合大樓 705 

讀書會主題 包樂史著，賴鈺勻、彭昉譯，《看得見的城市：

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臺

北：蔚藍文化，2015。 

主持人 江柏煒 

演講者 劉名峰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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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4 

日期/時間/地點 2017/4/28；18：00～19：0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系會議室 2 

讀書會主題 Kuhn, Philip.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中文翻譯，《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

移民史》孔飛力著，李明歡譯，江蘇人民出版

社，2016。） 

主持人 江柏煒 

演講者 楊聰榮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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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5 

日期/時間/地點 2017/5/26；18：00～19：0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綜合大樓 705 

讀書會主題 胡其瑜。《何以為家：全球化時期華人的流散與

播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主持人 鄭得興 

演講者 梁一萍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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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6 

日期/時間/地點 2017/6/16；18：00～19：0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系會議室 

讀書會主題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

散與抒情，1895-1945》，台北：聯經，2016。 

主持人 徐榮崇 

演講者 張瓊惠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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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7 

日期/時間/地點 2017/7/12；14：00～15：00；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綜合大樓 705 

讀書會主題 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主持人 鄭得興 

演講者 楊聰榮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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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8 

日期/時間/地點 2017/8/21；18：00～19：00；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綜合大樓 705 

讀書會主題 楊儒賓，《1949 禮讚》，台北：聯經，2015。 

主持人 劉名峰 

演講者 鄭得興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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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9 

日期/時間/地點 2017/9/29；18：00～19：00；臺北市立大學勤樸

樓 C611 

讀書會主題 史書美，《跨太平洋華語語系呈現》，台北：聯

經，2013。 

主持人 徐榮崇 

演講者 王恩美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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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10 

日期/時間/地點 2017/10/13；18：00～19：00；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綜合大樓 705 

讀書會主題 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主持人 王恩美 

演講者 張瓊惠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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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11 

日期/時間/地點 2017/12/15；10：30～12：0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誠樓 9F 

讀書會主題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務，1994。 

主持人 劉名峰 

演講者 梁一萍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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