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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i

　　2021年5月15日，臺灣COVID-19確診人數遽增，國內疫情轉為嚴峻，中心因應中央疫

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三級警戒，在工作調度及人員配置上進行多方調整：行政工作除了人員分

層、彈性居家辦公，學者專訪也改採線上進行；在學術研究方面，研討會等活動遭受疫情影

響甚鉅，多有延期或取消，但也因此有以疫情相關為主題的研究計畫正在進行，或許這些不

得不的改變，也是生活方式調整及研究領域拓展的機會。

　　雖然沒有全面禁止民眾外出，或限制跨縣市移動，但這段期間仍是肺炎疫情暴發以來，

臺灣面臨的最大挑戰：公眾場所實名制、餐廳禁止內用，連假期間停止聚餐、探訪、返鄉、

出遊和宗教祭祀等活動，甚至婚禮不得宴客，喪儀取消公祭，每個人的生活都受到衝擊。儘

管如此，大多數民眾配合防疫規定，願意約束自己的行為。疫情也是一個難得的壓力測試，

得以偵測出平常被忽略的弱點；若能日後補強，多少強化社會的因應挑戰之韌性(resil-

ience)，反而因禍得福。

　　正由於防疫需要保持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我們更需要拉近彼此之間的社會距離。熱

心的餐飲業者提供醫護人員免費餐點，為防疫前線打氣；藝人號召捐贈高價醫療儀器「救命

神器」；便利商店也提供醫護人員免費飲料。隨著每天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公布的數字起

伏，我們主動關心身處疫情熱區的親朋好友，即使可能久未連絡，希望一切安好的心意凝聚

團結的力量，如同網友留言「臺灣加油」，一同以正向態度迎接挑戰。

　　本期力邀林遠澤特聘教授、祝平次教授、潘美玲教授及楊儒賓講座教授，分享個人的生

命及研究議題，鼓勵青年學者在學術領域上更為精進；林遠澤老師剖析德國與中國的哲學對

話、祝平次老師娓娓道來人文與數位科技的應用推廣；潘美玲老師展現對新進學者的提攜以

及關注疫情難民的影響；楊儒賓老師透過儒家和莊子的相互交涉豐盛了生命與研究的厚度。

　　同時，10位新進學者的研究速寫，提供學友們對各研究學門新血的初步認識。雖然受到

疫情影響，下半年的活動方式進行許多調整，社群專頁的追蹤人數持續成長，博後活動線上

直播亦有迴響，更多即時訊息歡迎學界朋友關注中心臉書粉絲專頁及YouTube分享、訂

閱、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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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遠澤：溝通理性與責任意識
——德國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相遇
採訪／李宛芝、連采宜　撰文／李宛芝

　　專書是學者凝聚畢生探索成果，將之傾注於文字，而傳達給世人共享的思想結

晶。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林遠澤在2018年及2019年皆獲本中心「補助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兩書接續出版後，分別於2018年以《儒家後習俗

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榮獲「中研院人文及社會學科學術性專書獎」，並在2020年再

次以《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獲得中研院專書

獎，成為第一位獲得兩次中研院專書獎項的學者。

專書寫作的機緣與探索

　　林遠澤的研究領域為德國古典哲學，其中包含觀念論及古典語言哲學，另外也涉

及當代哲學中的語用學哲學、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等領域。且由於強調道德主體性

的德國觀念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語用學的溝通行動理論等，與中國儒家哲

學、倫理學、法政哲學都有共通之處，因此林遠澤也以德國哲學觀點重新切入並詮釋

儒家哲學。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與《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

典語言哲學思路》這兩本書的出版時間，看似十分接近，但實際上這些專書都已經醞

釀超過十幾年以上的時間。

　　「專書寫作沒有時程規劃，有的是機緣所至」，林遠澤從兩個層面來看待專書寫

作。從現實層面來看，學術生活中需要肩負研究、教學與服務等方面的責任，因此較

難有完整而大段的時間用來規劃並完成專書。林遠澤以漣漪比喻專書的產出——在水

面上，無論何處偶然投入一顆石頭，漣漪總會逐漸從中心開始向外擴散，直至水波遍

滿水面，專書的構思就可以在不斷地激盪中完成。所以林遠澤總是在腦海中存放許多

本專書的構思，隨著機緣所至，或許剛好可能是一個研究計畫的提出，或是參加一場

研討會的徵稿，若剛好與專書構思有扣合處，他就會順勢思考相關議題的研究，以填

滿某本專書的一個部分或一個章節。有時候甚至會有多個漣漪重疊，激盪出新的浪

花。對他而言，專書寫作的過程，並不是按照線性的時間軸，而是一塊拼圖，他所要

做的，就是逐步填滿這塊拼圖，以最終能呈現出思想的整體性。

　　就學術層面來看，若按部就班寫作，可能僅是將已知的知識寫出，這樣的專書會

比較像是專門知識的彙整，或像是一本教科書。但林遠澤認為撰寫專書更應該像是一

場冒險，真正重要的是走向目的地的過程。過程中總是有完全陌生但又不可迴避的全

新領域等著他探索。《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即是他試圖以現代思想架構表

達儒家思想的成德之教、心性論等課題，促使他主動接觸從未學習過的道德發展心理

學。而《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則是為挖掘更多

適用於現代哲學的概念，重新梳理18世紀到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文獻，並以此

構築一套語用哲學思考脈絡。藉由摸索全新未知領域，突破既有研究框架，如此才有

創新的可能。

研究初衷與寫作脈絡

　　專書的產生，是學者表達對重要問題的思考結果。然而學術領域廣袤，即便花費

一生心力也難以窺探全貌，如何在學術生涯中找到值得窮盡一生關注並解決的問題及

初衷，是每個學者必經的關卡。就林遠澤自身經歷而言，之所以選擇德國哲學，緣起

於1984年求學時期的社會氛圍，當時面對西方學術的挑戰，應該如何回應，並為中

國哲學找到新的現代化詮釋，藉以促進社會乃至國家的發展，是刻不容緩的要務。他

認為德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在某些方面的思維方式相似，並在攻讀博士期間，聚焦在兩

個概念：一是理性課題，人應該重新理解溝通理性；二是道德意識，人應該理解人的

責任意識。

　　林遠澤笑談博士畢業謀求教職時，曾經提出希望用3年的時間完成對這兩個議題

的研究，但踏入學術界20多年迄今，這兩個議題依然是他的研究目標：人的溝通理性

是如何運作？人的理性為什麼無法像數學、自然科學的科學或技術理性，而需要用溝

通理性來理解人的本質？道德意識為什麼不能只是單純追求幸福，或是道德自律？而

應該要有對未來的共同責任意識？

　　《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就是透過德國古典

哲學來探討人類溝通理性的內涵，人之為人是因為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共同體的工具。

而《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則是突顯後習俗責任倫理，與西方哲學尋求更高

的道德意識，以克服現代性的危機有相同的關切之處。雖然兩本書看似沒有關聯性，

但實際上關懷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從溝通理性來觀察人之為人，其展現的行動則可以

顯現人的責任意識。

專書的影響與期許

　　兩本專書的迴響出乎林遠澤的意料之外，在中國因受到馬克思主義薰陶，對德國

哲學向來關注，而他的研究恰能結合德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因此已有中國的學者邀請

他參加研討會及短期授課。而在臺灣《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

言哲學思路》的影響則是產生跨領域效益，中文學界、人類學界對此書的語用哲學甚

為關注。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探討語言是如何開啟存在世界，語

言是如何構成行動協調的本質，並解釋人之所以為人、以及語言的藝術如何可能。

　　於他而言，獲獎最重要的是引起學界重新關注哲學的研究，並看見此領域未來發

展的可能性，不僅對人文社會科學有幫助，甚至能對國家文化未來發展有幫助。固然

經濟發展是臺灣重要的生存命脈，但如何在國際上贏得尊重也是需要注意的課題。林

遠澤認為臺灣的科學，包含廣義的學術研究，應該成為華人文化重建的基礎與核心。

將研究與自身文化結合，表現出與西方不同的精彩文化及相當的文明程度，如此在國

際合作或競爭中，才能贏得尊重，並重視臺灣的存在意義與價值。林遠澤期許學界眾

人能時刻保持復興自身文化的想法，在眾人的共同努力下，就能慢慢形成足夠的力

量，讓臺灣自身的文化大放異彩，並與世界文化齊頭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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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書是學者凝聚畢生探索成果，將之傾注於文字，而傳達給世人共享的思想結

晶。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林遠澤在2018年及2019年皆獲本中心「補助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兩書接續出版後，分別於2018年以《儒家後習俗

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榮獲「中研院人文及社會學科學術性專書獎」，並在2020年再

次以《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獲得中研院專書

獎，成為第一位獲得兩次中研院專書獎項的學者。

專書寫作的機緣與探索

　　林遠澤的研究領域為德國古典哲學，其中包含觀念論及古典語言哲學，另外也涉

及當代哲學中的語用學哲學、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等領域。且由於強調道德主體性

的德國觀念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語用學的溝通行動理論等，與中國儒家哲

學、倫理學、法政哲學都有共通之處，因此林遠澤也以德國哲學觀點重新切入並詮釋

儒家哲學。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與《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

典語言哲學思路》這兩本書的出版時間，看似十分接近，但實際上這些專書都已經醞

釀超過十幾年以上的時間。

　　「專書寫作沒有時程規劃，有的是機緣所至」，林遠澤從兩個層面來看待專書寫

作。從現實層面來看，學術生活中需要肩負研究、教學與服務等方面的責任，因此較

難有完整而大段的時間用來規劃並完成專書。林遠澤以漣漪比喻專書的產出——在水

面上，無論何處偶然投入一顆石頭，漣漪總會逐漸從中心開始向外擴散，直至水波遍

滿水面，專書的構思就可以在不斷地激盪中完成。所以林遠澤總是在腦海中存放許多

本專書的構思，隨著機緣所至，或許剛好可能是一個研究計畫的提出，或是參加一場

研討會的徵稿，若剛好與專書構思有扣合處，他就會順勢思考相關議題的研究，以填

滿某本專書的一個部分或一個章節。有時候甚至會有多個漣漪重疊，激盪出新的浪

花。對他而言，專書寫作的過程，並不是按照線性的時間軸，而是一塊拼圖，他所要

做的，就是逐步填滿這塊拼圖，以最終能呈現出思想的整體性。

　　就學術層面來看，若按部就班寫作，可能僅是將已知的知識寫出，這樣的專書會

比較像是專門知識的彙整，或像是一本教科書。但林遠澤認為撰寫專書更應該像是一

場冒險，真正重要的是走向目的地的過程。過程中總是有完全陌生但又不可迴避的全

新領域等著他探索。《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即是他試圖以現代思想架構表

達儒家思想的成德之教、心性論等課題，促使他主動接觸從未學習過的道德發展心理

學。而《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則是為挖掘更多

適用於現代哲學的概念，重新梳理18世紀到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文獻，並以此

構築一套語用哲學思考脈絡。藉由摸索全新未知領域，突破既有研究框架，如此才有

創新的可能。

研究初衷與寫作脈絡

　　專書的產生，是學者表達對重要問題的思考結果。然而學術領域廣袤，即便花費

一生心力也難以窺探全貌，如何在學術生涯中找到值得窮盡一生關注並解決的問題及

初衷，是每個學者必經的關卡。就林遠澤自身經歷而言，之所以選擇德國哲學，緣起

於1984年求學時期的社會氛圍，當時面對西方學術的挑戰，應該如何回應，並為中

國哲學找到新的現代化詮釋，藉以促進社會乃至國家的發展，是刻不容緩的要務。他

認為德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在某些方面的思維方式相似，並在攻讀博士期間，聚焦在兩

個概念：一是理性課題，人應該重新理解溝通理性；二是道德意識，人應該理解人的

責任意識。

　　林遠澤笑談博士畢業謀求教職時，曾經提出希望用3年的時間完成對這兩個議題

的研究，但踏入學術界20多年迄今，這兩個議題依然是他的研究目標：人的溝通理性

是如何運作？人的理性為什麼無法像數學、自然科學的科學或技術理性，而需要用溝

通理性來理解人的本質？道德意識為什麼不能只是單純追求幸福，或是道德自律？而

應該要有對未來的共同責任意識？

　　《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就是透過德國古典

哲學來探討人類溝通理性的內涵，人之為人是因為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共同體的工具。

而《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則是突顯後習俗責任倫理，與西方哲學尋求更高

的道德意識，以克服現代性的危機有相同的關切之處。雖然兩本書看似沒有關聯性，

但實際上關懷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從溝通理性來觀察人之為人，其展現的行動則可以

顯現人的責任意識。

專書的影響與期許

　　兩本專書的迴響出乎林遠澤的意料之外，在中國因受到馬克思主義薰陶，對德國

哲學向來關注，而他的研究恰能結合德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因此已有中國的學者邀請

他參加研討會及短期授課。而在臺灣《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

言哲學思路》的影響則是產生跨領域效益，中文學界、人類學界對此書的語用哲學甚

為關注。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探討語言是如何開啟存在世界，語

言是如何構成行動協調的本質，並解釋人之所以為人、以及語言的藝術如何可能。

　　於他而言，獲獎最重要的是引起學界重新關注哲學的研究，並看見此領域未來發

展的可能性，不僅對人文社會科學有幫助，甚至能對國家文化未來發展有幫助。固然

經濟發展是臺灣重要的生存命脈，但如何在國際上贏得尊重也是需要注意的課題。林

遠澤認為臺灣的科學，包含廣義的學術研究，應該成為華人文化重建的基礎與核心。

將研究與自身文化結合，表現出與西方不同的精彩文化及相當的文明程度，如此在國

際合作或競爭中，才能贏得尊重，並重視臺灣的存在意義與價值。林遠澤期許學界眾

人能時刻保持復興自身文化的想法，在眾人的共同努力下，就能慢慢形成足夠的力

量，讓臺灣自身的文化大放異彩，並與世界文化齊頭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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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書是學者凝聚畢生探索成果，將之傾注於文字，而傳達給世人共享的思想結

晶。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林遠澤在2018年及2019年皆獲本中心「補助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兩書接續出版後，分別於2018年以《儒家後習俗

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榮獲「中研院人文及社會學科學術性專書獎」，並在2020年再

次以《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獲得中研院專書

獎，成為第一位獲得兩次中研院專書獎項的學者。

專書寫作的機緣與探索

　　林遠澤的研究領域為德國古典哲學，其中包含觀念論及古典語言哲學，另外也涉

及當代哲學中的語用學哲學、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等領域。且由於強調道德主體性

的德國觀念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語用學的溝通行動理論等，與中國儒家哲

學、倫理學、法政哲學都有共通之處，因此林遠澤也以德國哲學觀點重新切入並詮釋

儒家哲學。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與《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

典語言哲學思路》這兩本書的出版時間，看似十分接近，但實際上這些專書都已經醞

釀超過十幾年以上的時間。

　　「專書寫作沒有時程規劃，有的是機緣所至」，林遠澤從兩個層面來看待專書寫

作。從現實層面來看，學術生活中需要肩負研究、教學與服務等方面的責任，因此較

難有完整而大段的時間用來規劃並完成專書。林遠澤以漣漪比喻專書的產出——在水

面上，無論何處偶然投入一顆石頭，漣漪總會逐漸從中心開始向外擴散，直至水波遍

滿水面，專書的構思就可以在不斷地激盪中完成。所以林遠澤總是在腦海中存放許多

本專書的構思，隨著機緣所至，或許剛好可能是一個研究計畫的提出，或是參加一場

研討會的徵稿，若剛好與專書構思有扣合處，他就會順勢思考相關議題的研究，以填

滿某本專書的一個部分或一個章節。有時候甚至會有多個漣漪重疊，激盪出新的浪

花。對他而言，專書寫作的過程，並不是按照線性的時間軸，而是一塊拼圖，他所要

做的，就是逐步填滿這塊拼圖，以最終能呈現出思想的整體性。

　　就學術層面來看，若按部就班寫作，可能僅是將已知的知識寫出，這樣的專書會

比較像是專門知識的彙整，或像是一本教科書。但林遠澤認為撰寫專書更應該像是一

場冒險，真正重要的是走向目的地的過程。過程中總是有完全陌生但又不可迴避的全

新領域等著他探索。《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即是他試圖以現代思想架構表

達儒家思想的成德之教、心性論等課題，促使他主動接觸從未學習過的道德發展心理

學。而《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則是為挖掘更多

適用於現代哲學的概念，重新梳理18世紀到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文獻，並以此

構築一套語用哲學思考脈絡。藉由摸索全新未知領域，突破既有研究框架，如此才有

創新的可能。

研究初衷與寫作脈絡

　　專書的產生，是學者表達對重要問題的思考結果。然而學術領域廣袤，即便花費

一生心力也難以窺探全貌，如何在學術生涯中找到值得窮盡一生關注並解決的問題及

初衷，是每個學者必經的關卡。就林遠澤自身經歷而言，之所以選擇德國哲學，緣起

於1984年求學時期的社會氛圍，當時面對西方學術的挑戰，應該如何回應，並為中

國哲學找到新的現代化詮釋，藉以促進社會乃至國家的發展，是刻不容緩的要務。他

認為德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在某些方面的思維方式相似，並在攻讀博士期間，聚焦在兩

個概念：一是理性課題，人應該重新理解溝通理性；二是道德意識，人應該理解人的

責任意識。

　　林遠澤笑談博士畢業謀求教職時，曾經提出希望用3年的時間完成對這兩個議題

的研究，但踏入學術界20多年迄今，這兩個議題依然是他的研究目標：人的溝通理性

是如何運作？人的理性為什麼無法像數學、自然科學的科學或技術理性，而需要用溝

通理性來理解人的本質？道德意識為什麼不能只是單純追求幸福，或是道德自律？而

應該要有對未來的共同責任意識？

　　《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就是透過德國古典

哲學來探討人類溝通理性的內涵，人之為人是因為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共同體的工具。

而《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則是突顯後習俗責任倫理，與西方哲學尋求更高

的道德意識，以克服現代性的危機有相同的關切之處。雖然兩本書看似沒有關聯性，

但實際上關懷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從溝通理性來觀察人之為人，其展現的行動則可以

顯現人的責任意識。

專書的影響與期許

　　兩本專書的迴響出乎林遠澤的意料之外，在中國因受到馬克思主義薰陶，對德國

哲學向來關注，而他的研究恰能結合德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因此已有中國的學者邀請

他參加研討會及短期授課。而在臺灣《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

言哲學思路》的影響則是產生跨領域效益，中文學界、人類學界對此書的語用哲學甚

為關注。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探討語言是如何開啟存在世界，語

言是如何構成行動協調的本質，並解釋人之所以為人、以及語言的藝術如何可能。

　　於他而言，獲獎最重要的是引起學界重新關注哲學的研究，並看見此領域未來發

展的可能性，不僅對人文社會科學有幫助，甚至能對國家文化未來發展有幫助。固然

經濟發展是臺灣重要的生存命脈，但如何在國際上贏得尊重也是需要注意的課題。林

遠澤認為臺灣的科學，包含廣義的學術研究，應該成為華人文化重建的基礎與核心。

將研究與自身文化結合，表現出與西方不同的精彩文化及相當的文明程度，如此在國

際合作或競爭中，才能贏得尊重，並重視臺灣的存在意義與價值。林遠澤期許學界眾

人能時刻保持復興自身文化的想法，在眾人的共同努力下，就能慢慢形成足夠的力

量，讓臺灣自身的文化大放異彩，並與世界文化齊頭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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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書是學者凝聚畢生探索成果，將之傾注於文字，而傳達給世人共享的思想結

晶。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林遠澤在2018年及2019年皆獲本中心「補助出版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之獎助，兩書接續出版後，分別於2018年以《儒家後習俗

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榮獲「中研院人文及社會學科學術性專書獎」，並在2020年再

次以《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獲得中研院專書

獎，成為第一位獲得兩次中研院專書獎項的學者。

專書寫作的機緣與探索

　　林遠澤的研究領域為德國古典哲學，其中包含觀念論及古典語言哲學，另外也涉

及當代哲學中的語用學哲學、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等領域。且由於強調道德主體性

的德國觀念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語用學的溝通行動理論等，與中國儒家哲

學、倫理學、法政哲學都有共通之處，因此林遠澤也以德國哲學觀點重新切入並詮釋

儒家哲學。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與《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

典語言哲學思路》這兩本書的出版時間，看似十分接近，但實際上這些專書都已經醞

釀超過十幾年以上的時間。

　　「專書寫作沒有時程規劃，有的是機緣所至」，林遠澤從兩個層面來看待專書寫

作。從現實層面來看，學術生活中需要肩負研究、教學與服務等方面的責任，因此較

難有完整而大段的時間用來規劃並完成專書。林遠澤以漣漪比喻專書的產出——在水

面上，無論何處偶然投入一顆石頭，漣漪總會逐漸從中心開始向外擴散，直至水波遍

滿水面，專書的構思就可以在不斷地激盪中完成。所以林遠澤總是在腦海中存放許多

本專書的構思，隨著機緣所至，或許剛好可能是一個研究計畫的提出，或是參加一場

研討會的徵稿，若剛好與專書構思有扣合處，他就會順勢思考相關議題的研究，以填

滿某本專書的一個部分或一個章節。有時候甚至會有多個漣漪重疊，激盪出新的浪

花。對他而言，專書寫作的過程，並不是按照線性的時間軸，而是一塊拼圖，他所要

做的，就是逐步填滿這塊拼圖，以最終能呈現出思想的整體性。

　　就學術層面來看，若按部就班寫作，可能僅是將已知的知識寫出，這樣的專書會

比較像是專門知識的彙整，或像是一本教科書。但林遠澤認為撰寫專書更應該像是一

場冒險，真正重要的是走向目的地的過程。過程中總是有完全陌生但又不可迴避的全

新領域等著他探索。《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即是他試圖以現代思想架構表

達儒家思想的成德之教、心性論等課題，促使他主動接觸從未學習過的道德發展心理

學。而《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則是為挖掘更多

適用於現代哲學的概念，重新梳理18世紀到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文獻，並以此

構築一套語用哲學思考脈絡。藉由摸索全新未知領域，突破既有研究框架，如此才有

創新的可能。

研究初衷與寫作脈絡

　　專書的產生，是學者表達對重要問題的思考結果。然而學術領域廣袤，即便花費

一生心力也難以窺探全貌，如何在學術生涯中找到值得窮盡一生關注並解決的問題及

初衷，是每個學者必經的關卡。就林遠澤自身經歷而言，之所以選擇德國哲學，緣起

於1984年求學時期的社會氛圍，當時面對西方學術的挑戰，應該如何回應，並為中

國哲學找到新的現代化詮釋，藉以促進社會乃至國家的發展，是刻不容緩的要務。他

認為德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在某些方面的思維方式相似，並在攻讀博士期間，聚焦在兩

個概念：一是理性課題，人應該重新理解溝通理性；二是道德意識，人應該理解人的

責任意識。

　　林遠澤笑談博士畢業謀求教職時，曾經提出希望用3年的時間完成對這兩個議題

的研究，但踏入學術界20多年迄今，這兩個議題依然是他的研究目標：人的溝通理性

是如何運作？人的理性為什麼無法像數學、自然科學的科學或技術理性，而需要用溝

通理性來理解人的本質？道德意識為什麼不能只是單純追求幸福，或是道德自律？而

應該要有對未來的共同責任意識？

　　《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就是透過德國古典

哲學來探討人類溝通理性的內涵，人之為人是因為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共同體的工具。

而《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則是突顯後習俗責任倫理，與西方哲學尋求更高

的道德意識，以克服現代性的危機有相同的關切之處。雖然兩本書看似沒有關聯性，

但實際上關懷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從溝通理性來觀察人之為人，其展現的行動則可以

顯現人的責任意識。

專書的影響與期許

　　兩本專書的迴響出乎林遠澤的意料之外，在中國因受到馬克思主義薰陶，對德國

哲學向來關注，而他的研究恰能結合德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因此已有中國的學者邀請

他參加研討會及短期授課。而在臺灣《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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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次：人文學與數位科技的鎔鑄冶煉
採訪／李宛芝、連采宜　撰文／李宛芝

　　學術知識的拓展需要多方位的挹注資源，學術研習營業務正是為了推廣不同領域

知識的傳播，因此邀請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門各領域的授課講員，至國內各大專院

校，教授相關的研究方法並分享學術新知，讓學術知識能不受地域、單位的限制，傳

播得更廣更深。

　　數位人文課程為學術研習營跨領域課程之一，2016年本中心邀請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教授祝平次為召集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林富士為共

同召集人，為學術研習營加入跨領域研究與合作的課程。此次特別邀請目前擔任中心

執行委員，並於2016年協助數位人文研習營課程規劃的祝平次分享學術研習營與數

位人文研究的推動。

　　1980年代，當計算機技術開始發展，臺灣也開始注重

中文電腦的發展。中研院史語所也看到資訊技術對人文學

研究的助益，而展開「史籍自動化」的工作。一開始以二

十五史為主體，後來陸續增加資料。到了1990年代的末

期，項潔與林富士兩位教授，積極主導臺灣「數位典藏」

的工作，以順應全球各國將自己國家文明、歷史數位化的

風潮。以此為契機，臺灣學界也陸續開始進行各類文獻的

數位典藏，奠立了臺灣數位人文研究的重要基礎。

　　除了典藏，國際學界也開始關注人文學與數位科技的關係，探討如何運用數位科

技協助人文研究，以及數位科技對學術研究帶來的影響，「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因應而生，並於數十年間蓬勃發展，國際間相繼成立相關科系、研究

機構，不斷產出論文與專書，為此研究領域奠定基礎。

　　有鑑於國際學界對此的重視，科技部與國內學界也開始推動數位人文的相關研究

計畫。於2013年到2017年間，在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項潔的領導

下，推行「數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此為長達五年的數位典藏計畫，其中由項潔、

林富士與祝平次分工從三個方面進行：項潔協助臺灣數位人文學會的組織建置，建立

學報，並規畫國際會議；林富士針對數位人文文獻回顧，將數位人文定調為新興研究

領域，並於2017年出版《「數位人文學」白皮書》，紀錄數位人文一路的演變歷

程，以明確化數位人文做為學術領域的內容與範圍；祝平次則積極推動數位人文工作

坊、數位工具體驗課程，向學界推廣數位人文的概念，並加深學界對此學科及工具的

理解與應用。

　　因有多次參與規劃數位人文工作坊與實作課程的經驗，祝平次受邀協助中心規劃

學術研習營課程，並期許透過研習營課程，「能加深文史研究者對數位科技的認識，

提昇使用開放型數位工具的能力，並促成新研究類型的出現」。

　　為此，當時規劃也訂下三項目標：一是配合文史學科的既有方法，推廣易於使用

的數位工具，希望藉由學習友善的工具，開啟文史學者的興趣及不同的研究視野，並

提高學者學習進階數位工具的意願。二是導入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供文史學者參考

可行的使用方向，並進一步達到跨領域學習的效果。例如地理學使用的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藉由空間資料，追溯現象間的關聯性，又

或是社會學的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探討行動者（actor）與

其他行動者、社會結構或組織的構成網絡。三則是希望透過學習不同的數位工具，以

及接觸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觸發文史學者重新省思對文本、研究資料的既定思維框

架，並從中挖掘新視野、新研究取徑。祝平次希望臺灣學界能藉由技能的學習，用以

彌補知識與知識技能的落差，讓知識與技能同時成長，兩者相輔相成。

　　目前臺灣三個較大型的數位人文相關機構為：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國立臺

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法鼓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

tronic Texts Association，簡稱CBETA））。其中CBETA已成為佛教研究不可或

缺的典藏文庫，祝平次認為CBETA即是成功的案例，除了較早開始將各大佛教典籍

數位化外，CBETA亦有相當的技術支持，並積極與研究學者互動，改善資料庫使用

者體驗，不斷成長，因而能夠成為佛教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料平臺。

　　不過祝平次也觀察到，數位人文在臺灣學界的研究驅力有逐漸削弱的樣態，學術

研習營數位人文課程申請下降。儘管如此，祝平次認為數位人文的發展對個別研究者

仍有其助力，因此未來仍會積極推動數位人文研究，希望能讓臺灣學界的知識技能一

併成長，方能與國際學者接軌。2018年開始，有鑑於學術研習營課程已規劃多年，

課程使用率下降。因此人社中心開啟21個學門領域的課程更新。經過此次課程更新，

數位人文相關課程，也再次受到注目，並陸續有單位提出申請。祝平次對此表達肯

定，也希望透過更新課程，重新喚起學界對學術知識傳遞交流的熱情。他也勉勵人文

學者的第一要務，仍是關心此時此刻，如何運用數位人文與自身研究、現今社會連

結，是人文學者不可迴避的議題。他期許在累積足夠的研究動能後，臺灣數位人文的

亦能大放異彩，與國際學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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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明確化數位人文做為學術領域的內容與範圍；祝平次則積極推動數位人文工作

坊、數位工具體驗課程，向學界推廣數位人文的概念，並加深學界對此學科及工具的

理解與應用。

　　因有多次參與規劃數位人文工作坊與實作課程的經驗，祝平次受邀協助中心規劃

學術研習營課程，並期許透過研習營課程，「能加深文史研究者對數位科技的認識，

提昇使用開放型數位工具的能力，並促成新研究類型的出現」。

　　為此，當時規劃也訂下三項目標：一是配合文史學科的既有方法，推廣易於使用

的數位工具，希望藉由學習友善的工具，開啟文史學者的興趣及不同的研究視野，並

提高學者學習進階數位工具的意願。二是導入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供文史學者參考

可行的使用方向，並進一步達到跨領域學習的效果。例如地理學使用的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藉由空間資料，追溯現象間的關聯性，又

或是社會學的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探討行動者（actor）與

其他行動者、社會結構或組織的構成網絡。三則是希望透過學習不同的數位工具，以

及接觸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觸發文史學者重新省思對文本、研究資料的既定思維框

架，並從中挖掘新視野、新研究取徑。祝平次希望臺灣學界能藉由技能的學習，用以

彌補知識與知識技能的落差，讓知識與技能同時成長，兩者相輔相成。

　　目前臺灣三個較大型的數位人文相關機構為：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國立臺

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法鼓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

tronic Texts Association，簡稱CBETA））。其中CBETA已成為佛教研究不可或

缺的典藏文庫，祝平次認為CBETA即是成功的案例，除了較早開始將各大佛教典籍

數位化外，CBETA亦有相當的技術支持，並積極與研究學者互動，改善資料庫使用

者體驗，不斷成長，因而能夠成為佛教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料平臺。

　　不過祝平次也觀察到，數位人文在臺灣學界的研究驅力有逐漸削弱的樣態，學術

研習營數位人文課程申請下降。儘管如此，祝平次認為數位人文的發展對個別研究者

仍有其助力，因此未來仍會積極推動數位人文研究，希望能讓臺灣學界的知識技能一

併成長，方能與國際學者接軌。2018年開始，有鑑於學術研習營課程已規劃多年，

課程使用率下降。因此人社中心開啟21個學門領域的課程更新。經過此次課程更新，

數位人文相關課程，也再次受到注目，並陸續有單位提出申請。祝平次對此表達肯

定，也希望透過更新課程，重新喚起學界對學術知識傳遞交流的熱情。他也勉勵人文

學者的第一要務，仍是關心此時此刻，如何運用數位人文與自身研究、現今社會連

結，是人文學者不可迴避的議題。他期許在累積足夠的研究動能後，臺灣數位人文的

亦能大放異彩，與國際學界接軌。

「學術研習營」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5月、8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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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美玲：從點滴星火開展的研究能量
採訪／李宛芝、林威辰、連采宜　撰文／連采宜

　　任教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潘美玲教授，長期致力於經濟社會學領域

的研究，對於文化環境迥異的西藏、印度，抱持著高度學習與探索的熱忱，同時積極

提攜新進學者，分享經驗相互鼓勵。

星火．薪火

　　潘美玲成為薪傳學者的契機，是一個有趣

的機遇。一位對於西藏研究一直感興趣的青年

學者，在研討會上向潘美玲請教，兩人原本並

不熟識，因著共同領域的深入討論以及潘美玲

的熱心分享，因為科技部有薪傳計畫可以提供

經費資源，原先僅是機緣湊巧，隨意隨機的方

式，遂轉為正式機制，透過書面記錄，整理討

論、探索與反思的歷程，微弱的星星之火放大

成為相傳薪火。

　　無論是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青年學者都是較為辛苦的階段，潘美玲認為，博士

後研究員、新進教師的壓力很大，研究議題、行政工作、教學經營等項目的困境都能

輕易打擊他們。

　　目前相關單位對研究人才的需求方式，除了公開徵聘外，多半仰賴各領域專業人

士的轉介或推薦，對於剛畢業的新科博士來說，獲得學位之後，立刻面臨的是求職與

就業的困難，以透過學術活動、相關經驗及人際網絡的方式聯繫，無論是事求人或人

求事，都缺乏資源相對足夠的對接平臺。潘美玲表示科技部長期以來建立的人才資料

庫是非常好的資源，若能增加更多的新人介紹，提供空間讓新進研究員詳細說明自己

的學術興趣、分享研究成果，不但能夠擴大媒合機會，甚至可以進一步成立學術社

群，若有機會可以進行議題的拓展交流與碰撞，創造學術條件，進而茁壯專業機制與

養分，首要的條件還是要讓人才能夠被看見、被珍惜，長此以往，將會成為一個很好

的良善循環。

　　潘美玲曾任科技部人文中心執委，並協助舉辦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對於青

年學者想要專心在核心研究的學術工作上，尤其是較為特殊的領域，潘美玲擔憂如果

沒有辦法找到研究的興趣，從而促進議題的開展，以及建構自身教學經營的方式，其

實並不容易堅持下去。寫作工作坊對於青年學者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幫助，成效因人

而異，同時建議增加後續追蹤評估，除了論文的發表外，對於計畫書的撰寫、經費的

運用等「學校沒教的」項目，協助不甚熟稔的新進人員累積經驗，可以幫助更多的

人。流動的人才要造就深耕的能量，唯有堅持初心，腳步踏實，才能穩健長遠。

新思維，新突破

　　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做出重大改變。對於擅長觀察

與日常斷裂經驗的社會學者而言，遇上全球性的情形更為罕見，議題有各種開展的可

能性，雖因疫情阻斷了傳統移地研究的方式，幸賴資訊科技進步之賜，也不失為開啟

新思維和新興研究方法的契機。潘美玲最近參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數位防疫科技

計畫》研究，同時，也參與經濟社會學研究團隊，了解臺灣中小企業產業在防疫物資

的供應鏈的角色，從原料、製造到分配的每個環節都是重新思考產業鏈和各個層面的

機會。

　　疫情期間的難民研究則是潘美玲進行的另一個研究主軸。

　　流亡難民一向是潘美玲長期投入關心的議題，尤其全球疫情使得醫療資源不均的

情況更加嚴重，將使得這些沒有公民身分者的處境更為嚴峻，因此，將持續關注疫情

的影響，希望在過程中收集到的資料能凸顯難民群體的處境，以及思考可能改善的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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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教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潘美玲教授，長期致力於經濟社會學領域

的研究，對於文化環境迥異的西藏、印度，抱持著高度學習與探索的熱忱，同時積極

提攜新進學者，分享經驗相互鼓勵。

星火．薪火

　　潘美玲成為薪傳學者的契機，是一個有趣

的機遇。一位對於西藏研究一直感興趣的青年

學者，在研討會上向潘美玲請教，兩人原本並

不熟識，因著共同領域的深入討論以及潘美玲

的熱心分享，因為科技部有薪傳計畫可以提供

經費資源，原先僅是機緣湊巧，隨意隨機的方

式，遂轉為正式機制，透過書面記錄，整理討

論、探索與反思的歷程，微弱的星星之火放大

成為相傳薪火。

　　無論是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青年學者都是較為辛苦的階段，潘美玲認為，博士

後研究員、新進教師的壓力很大，研究議題、行政工作、教學經營等項目的困境都能

輕易打擊他們。

　　目前相關單位對研究人才的需求方式，除了公開徵聘外，多半仰賴各領域專業人

士的轉介或推薦，對於剛畢業的新科博士來說，獲得學位之後，立刻面臨的是求職與

就業的困難，以透過學術活動、相關經驗及人際網絡的方式聯繫，無論是事求人或人

求事，都缺乏資源相對足夠的對接平臺。潘美玲表示科技部長期以來建立的人才資料

庫是非常好的資源，若能增加更多的新人介紹，提供空間讓新進研究員詳細說明自己

的學術興趣、分享研究成果，不但能夠擴大媒合機會，甚至可以進一步成立學術社

群，若有機會可以進行議題的拓展交流與碰撞，創造學術條件，進而茁壯專業機制與

養分，首要的條件還是要讓人才能夠被看見、被珍惜，長此以往，將會成為一個很好

的良善循環。

　　潘美玲曾任科技部人文中心執委，並協助舉辦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對於青

年學者想要專心在核心研究的學術工作上，尤其是較為特殊的領域，潘美玲擔憂如果

沒有辦法找到研究的興趣，從而促進議題的開展，以及建構自身教學經營的方式，其

實並不容易堅持下去。寫作工作坊對於青年學者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幫助，成效因人

而異，同時建議增加後續追蹤評估，除了論文的發表外，對於計畫書的撰寫、經費的

運用等「學校沒教的」項目，協助不甚熟稔的新進人員累積經驗，可以幫助更多的

人。流動的人才要造就深耕的能量，唯有堅持初心，腳步踏實，才能穩健長遠。

新思維，新突破

　　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做出重大改變。對於擅長觀察

與日常斷裂經驗的社會學者而言，遇上全球性的情形更為罕見，議題有各種開展的可

能性，雖因疫情阻斷了傳統移地研究的方式，幸賴資訊科技進步之賜，也不失為開啟

新思維和新興研究方法的契機。潘美玲最近參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數位防疫科技

計畫》研究，同時，也參與經濟社會學研究團隊，了解臺灣中小企業產業在防疫物資

的供應鏈的角色，從原料、製造到分配的每個環節都是重新思考產業鏈和各個層面的

機會。

　　疫情期間的難民研究則是潘美玲進行的另一個研究主軸。

　　流亡難民一向是潘美玲長期投入關心的議題，尤其全球疫情使得醫療資源不均的

情況更加嚴重，將使得這些沒有公民身分者的處境更為嚴峻，因此，將持續關注疫情

的影響，希望在過程中收集到的資料能凸顯難民群體的處境，以及思考可能改善的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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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教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潘美玲教授，長期致力於經濟社會學領域

的研究，對於文化環境迥異的西藏、印度，抱持著高度學習與探索的熱忱，同時積極

提攜新進學者，分享經驗相互鼓勵。

星火．薪火

　　潘美玲成為薪傳學者的契機，是一個有趣

的機遇。一位對於西藏研究一直感興趣的青年

學者，在研討會上向潘美玲請教，兩人原本並

不熟識，因著共同領域的深入討論以及潘美玲

的熱心分享，因為科技部有薪傳計畫可以提供

經費資源，原先僅是機緣湊巧，隨意隨機的方

式，遂轉為正式機制，透過書面記錄，整理討

論、探索與反思的歷程，微弱的星星之火放大

成為相傳薪火。

　　無論是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青年學者都是較為辛苦的階段，潘美玲認為，博士

後研究員、新進教師的壓力很大，研究議題、行政工作、教學經營等項目的困境都能

輕易打擊他們。

　　目前相關單位對研究人才的需求方式，除了公開徵聘外，多半仰賴各領域專業人

士的轉介或推薦，對於剛畢業的新科博士來說，獲得學位之後，立刻面臨的是求職與

就業的困難，以透過學術活動、相關經驗及人際網絡的方式聯繫，無論是事求人或人

求事，都缺乏資源相對足夠的對接平臺。潘美玲表示科技部長期以來建立的人才資料

庫是非常好的資源，若能增加更多的新人介紹，提供空間讓新進研究員詳細說明自己

的學術興趣、分享研究成果，不但能夠擴大媒合機會，甚至可以進一步成立學術社

群，若有機會可以進行議題的拓展交流與碰撞，創造學術條件，進而茁壯專業機制與

養分，首要的條件還是要讓人才能夠被看見、被珍惜，長此以往，將會成為一個很好

的良善循環。

　　潘美玲曾任科技部人文中心執委，並協助舉辦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對於青

年學者想要專心在核心研究的學術工作上，尤其是較為特殊的領域，潘美玲擔憂如果

沒有辦法找到研究的興趣，從而促進議題的開展，以及建構自身教學經營的方式，其

實並不容易堅持下去。寫作工作坊對於青年學者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幫助，成效因人

而異，同時建議增加後續追蹤評估，除了論文的發表外，對於計畫書的撰寫、經費的

運用等「學校沒教的」項目，協助不甚熟稔的新進人員累積經驗，可以幫助更多的

人。流動的人才要造就深耕的能量，唯有堅持初心，腳步踏實，才能穩健長遠。

新思維，新突破

　　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做出重大改變。對於擅長觀察

與日常斷裂經驗的社會學者而言，遇上全球性的情形更為罕見，議題有各種開展的可

能性，雖因疫情阻斷了傳統移地研究的方式，幸賴資訊科技進步之賜，也不失為開啟

新思維和新興研究方法的契機。潘美玲最近參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數位防疫科技

計畫》研究，同時，也參與經濟社會學研究團隊，了解臺灣中小企業產業在防疫物資

的供應鏈的角色，從原料、製造到分配的每個環節都是重新思考產業鏈和各個層面的

機會。

　　疫情期間的難民研究則是潘美玲進行的另一個研究主軸。

　　流亡難民一向是潘美玲長期投入關心的議題，尤其全球疫情使得醫療資源不均的

情況更加嚴重，將使得這些沒有公民身分者的處境更為嚴峻，因此，將持續關注疫情

的影響，希望在過程中收集到的資料能凸顯難民群體的處境，以及思考可能改善的對

策。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8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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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people

楊儒賓：立命在紅塵之外，安身於逍遙之間
採訪／李宛芝、連采宜　撰文／連采宜

　　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楊儒賓老師，曾任科技部文學學門召集人，著作《儒門內

的莊子》榮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研究範圍

涵蓋了宋明理學、神話思想以及身體理論等方面，場域揉雜卻又合一。楊儒賓始終認

為，做人最好的典範應屬高攀龍、劉宗周此類為了堅持理念奮不顧身的角色，然而殉

道者的壓力過於沉重，在理想與現實的相互照應與撕扯中，莊子無疑是救贖的力量。

在生命關懷處立命安身

　　生命議題若能與學術領域重疊，互相詮釋，不啻是一種幸運。人文學科與宗教哲

學的關聯較深，工作的現實需求與安身立命的寄託比較可以合而為一。在確定投入義

理研究的方向之後，楊儒賓發現，莊子讓他在嚴肅的求知路上找到平衡，從而發現莊

子與儒家的關係。自魏晉、宋明以來，莊子豐富的人文精神和語言方式，對人們在探

究生命問題的過程中，解釋了虛無與道德的共存意義。

　　莊子和屈原提供了楊儒賓很大的想像空間，對神話、對巫、對薩滿的理解、對宇

宙的思考、對逍遙的的定義，這些神話的鋪敘其實和早期的宗教經驗有關。跟隨莊子

遊於方外，結果幫助了楊儒賓重新定位方內。儒家的思考是入世的，莊子則長期被認

為是道家，但莊子其實不容易用傳統的「家」來歸類。楊儒賓認為莊子最大的對話者

是孔子，甚至他的氣化概念進一步影響宋明理學，例如：「庖丁解牛」的故事中，藉

由對身體知識的想像，透過好的技術也能養生，更深層的豐富生活。

　　人們透過身體與他者產生連結的基礎，人的主體不只是意識，而是連著形軀，連

著氣化，連著情意一併生起的性氣主體。因此對生命的真誠很重要，不能欺騙身體，

生命關懷及人格影響是相關的。人文知識總是涉身的，其作用是一輩子的，有些知識

像是百貨公司的物品一次買斷，它不會成長。有些則可以不斷成長，不斷轉化人格的

結構。人文知識是生命的知識，生命的知識一進入我們的身心，即會互相組合撞擊，

形成更好的結果，人的生命具有隱藏的相互交涉的知識，幫助人們在生命關懷處安身

立命。

研究與生命的相應

　　身為重要研究專書的作者，楊儒賓並沒有特意規劃相關的寫作時程，而是依照自

身的研究歷程，逐步撰寫與修改，過程中，也呈現了思考方向的紀錄。經由儒家的身

體觀，讓楊儒賓發現氣的體系是構成身體和意識的基礎，並形成形氣神的身體觀，也

形成氣化主體或形氣主體的觀念。儒家和道家的「心」總是和「氣」一併顯現，無意

識而又與世共在的的氣是心的底層構造。我們若將儒家和道家的心的概念與西方的心

靈作一對照，不難發現情、意、知還不是最重要的屬性，而是「感通、感應」，人的

生命結構先天即有與世界的連結，這是從身體主體的角度所作的思考，這樣的思考可

說是一種身體的迴向。對生命與知識真誠，是學者本身對知識的態度，也是對生命的

態度。

 對於接下來的研究方向，楊儒賓規畫擬發表長年累積的成果，主要是理學的第

三系，他將以道體論為主的思想稱之為第三系理學。顯示其受到民國新儒家唐君毅、

牟宗三、熊十力等人的影響，在學問進程中形成很大的對話。吸收之後的回饋與結果

並不見得一致，他的第三系的觀點可能更受惠於熊十力、唐君毅先生。就理學而言，

可能近於北宋理學而遠於陸王心學。就經典而言，可能更偏向《中庸》《易經》的哲

學體系。他當然還在思考，第三系理學在當代還有什麼意義？還能發揮什麼作用？

　　研究方向和生命的相應最重要，這是楊儒賓再三強調的學術精神，也彰顯了知識

內化後的開闊與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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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楊儒賓老師，曾任科技部文學學門召集人，著作《儒門內

的莊子》榮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研究範圍

涵蓋了宋明理學、神話思想以及身體理論等方面，場域揉雜卻又合一。楊儒賓始終認

為，做人最好的典範應屬高攀龍、劉宗周此類為了堅持理念奮不顧身的角色，然而殉

道者的壓力過於沉重，在理想與現實的相互照應與撕扯中，莊子無疑是救贖的力量。

在生命關懷處立命安身

　　生命議題若能與學術領域重疊，互相詮釋，不啻是一種幸運。人文學科與宗教哲

學的關聯較深，工作的現實需求與安身立命的寄託比較可以合而為一。在確定投入義

理研究的方向之後，楊儒賓發現，莊子讓他在嚴肅的求知路上找到平衡，從而發現莊

子與儒家的關係。自魏晉、宋明以來，莊子豐富的人文精神和語言方式，對人們在探

究生命問題的過程中，解釋了虛無與道德的共存意義。

　　莊子和屈原提供了楊儒賓很大的想像空間，對神話、對巫、對薩滿的理解、對宇

宙的思考、對逍遙的的定義，這些神話的鋪敘其實和早期的宗教經驗有關。跟隨莊子

遊於方外，結果幫助了楊儒賓重新定位方內。儒家的思考是入世的，莊子則長期被認

為是道家，但莊子其實不容易用傳統的「家」來歸類。楊儒賓認為莊子最大的對話者

是孔子，甚至他的氣化概念進一步影響宋明理學，例如：「庖丁解牛」的故事中，藉

由對身體知識的想像，透過好的技術也能養生，更深層的豐富生活。

　　人們透過身體與他者產生連結的基礎，人的主體不只是意識，而是連著形軀，連

著氣化，連著情意一併生起的性氣主體。因此對生命的真誠很重要，不能欺騙身體，

生命關懷及人格影響是相關的。人文知識總是涉身的，其作用是一輩子的，有些知識

像是百貨公司的物品一次買斷，它不會成長。有些則可以不斷成長，不斷轉化人格的

結構。人文知識是生命的知識，生命的知識一進入我們的身心，即會互相組合撞擊，

形成更好的結果，人的生命具有隱藏的相互交涉的知識，幫助人們在生命關懷處安身

立命。

研究與生命的相應

　　身為重要研究專書的作者，楊儒賓並沒有特意規劃相關的寫作時程，而是依照自

身的研究歷程，逐步撰寫與修改，過程中，也呈現了思考方向的紀錄。經由儒家的身

體觀，讓楊儒賓發現氣的體系是構成身體和意識的基礎，並形成形氣神的身體觀，也

形成氣化主體或形氣主體的觀念。儒家和道家的「心」總是和「氣」一併顯現，無意

識而又與世共在的的氣是心的底層構造。我們若將儒家和道家的心的概念與西方的心

靈作一對照，不難發現情、意、知還不是最重要的屬性，而是「感通、感應」，人的

生命結構先天即有與世界的連結，這是從身體主體的角度所作的思考，這樣的思考可

說是一種身體的迴向。對生命與知識真誠，是學者本身對知識的態度，也是對生命的

態度。

 對於接下來的研究方向，楊儒賓規畫擬發表長年累積的成果，主要是理學的第

三系，他將以道體論為主的思想稱之為第三系理學。顯示其受到民國新儒家唐君毅、

牟宗三、熊十力等人的影響，在學問進程中形成很大的對話。吸收之後的回饋與結果

並不見得一致，他的第三系的觀點可能更受惠於熊十力、唐君毅先生。就理學而言，

可能近於北宋理學而遠於陸王心學。就經典而言，可能更偏向《中庸》《易經》的哲

學體系。他當然還在思考，第三系理學在當代還有什麼意義？還能發揮什麼作用？

　　研究方向和生命的相應最重要，這是楊儒賓再三強調的學術精神，也彰顯了知識

內化後的開闊與宏觀。



人物專訪

people

13

　　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楊儒賓老師，曾任科技部文學學門召集人，著作《儒門內

的莊子》榮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研究範圍

涵蓋了宋明理學、神話思想以及身體理論等方面，場域揉雜卻又合一。楊儒賓始終認

為，做人最好的典範應屬高攀龍、劉宗周此類為了堅持理念奮不顧身的角色，然而殉

道者的壓力過於沉重，在理想與現實的相互照應與撕扯中，莊子無疑是救贖的力量。

在生命關懷處立命安身

　　生命議題若能與學術領域重疊，互相詮釋，不啻是一種幸運。人文學科與宗教哲

學的關聯較深，工作的現實需求與安身立命的寄託比較可以合而為一。在確定投入義

理研究的方向之後，楊儒賓發現，莊子讓他在嚴肅的求知路上找到平衡，從而發現莊

子與儒家的關係。自魏晉、宋明以來，莊子豐富的人文精神和語言方式，對人們在探

究生命問題的過程中，解釋了虛無與道德的共存意義。

　　莊子和屈原提供了楊儒賓很大的想像空間，對神話、對巫、對薩滿的理解、對宇

宙的思考、對逍遙的的定義，這些神話的鋪敘其實和早期的宗教經驗有關。跟隨莊子

遊於方外，結果幫助了楊儒賓重新定位方內。儒家的思考是入世的，莊子則長期被認

為是道家，但莊子其實不容易用傳統的「家」來歸類。楊儒賓認為莊子最大的對話者

是孔子，甚至他的氣化概念進一步影響宋明理學，例如：「庖丁解牛」的故事中，藉

由對身體知識的想像，透過好的技術也能養生，更深層的豐富生活。

　　人們透過身體與他者產生連結的基礎，人的主體不只是意識，而是連著形軀，連

著氣化，連著情意一併生起的性氣主體。因此對生命的真誠很重要，不能欺騙身體，

生命關懷及人格影響是相關的。人文知識總是涉身的，其作用是一輩子的，有些知識

像是百貨公司的物品一次買斷，它不會成長。有些則可以不斷成長，不斷轉化人格的

結構。人文知識是生命的知識，生命的知識一進入我們的身心，即會互相組合撞擊，

形成更好的結果，人的生命具有隱藏的相互交涉的知識，幫助人們在生命關懷處安身

立命。

研究與生命的相應

　　身為重要研究專書的作者，楊儒賓並沒有特意規劃相關的寫作時程，而是依照自

身的研究歷程，逐步撰寫與修改，過程中，也呈現了思考方向的紀錄。經由儒家的身

體觀，讓楊儒賓發現氣的體系是構成身體和意識的基礎，並形成形氣神的身體觀，也

形成氣化主體或形氣主體的觀念。儒家和道家的「心」總是和「氣」一併顯現，無意

識而又與世共在的的氣是心的底層構造。我們若將儒家和道家的心的概念與西方的心

靈作一對照，不難發現情、意、知還不是最重要的屬性，而是「感通、感應」，人的

生命結構先天即有與世界的連結，這是從身體主體的角度所作的思考，這樣的思考可

說是一種身體的迴向。對生命與知識真誠，是學者本身對知識的態度，也是對生命的

態度。

 對於接下來的研究方向，楊儒賓規畫擬發表長年累積的成果，主要是理學的第

三系，他將以道體論為主的思想稱之為第三系理學。顯示其受到民國新儒家唐君毅、

牟宗三、熊十力等人的影響，在學問進程中形成很大的對話。吸收之後的回饋與結果

並不見得一致，他的第三系的觀點可能更受惠於熊十力、唐君毅先生。就理學而言，

可能近於北宋理學而遠於陸王心學。就經典而言，可能更偏向《中庸》《易經》的哲

學體系。他當然還在思考，第三系理學在當代還有什麼意義？還能發揮什麼作用？

　　研究方向和生命的相應最重要，這是楊儒賓再三強調的學術精神，也彰顯了知識

內化後的開闊與宏觀。

「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7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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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聲突圍：封城困境下的人社研究遠眺
撰文／陳奕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五月中臺灣疫情升溫，全國實施三級警

戒，對各行業都造成不小的衝擊，其中也包

含學術界。如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何明

修主任所言，當居家辦公成為生活常態，各

領域的學術研究者除了要面對研究與教學型

態的劇烈轉變，也必須在生活和工作界線逐

漸模糊的情境下，調整、分配研究與家庭勞

動的比例。為此，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特地舉辦「以聲突圍：封城困境下的人社研

究遠眺」線上論壇，邀請本中心5位博士級

研究員從不同面向分享自己的經驗，與120

多位與會者交流在居家辦公期間，將會導引

出怎樣的教學研究模式。

　　首先打頭陣的是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

博士陳方隅。他以自己在美國的經驗為例，指出據他觀察，居家辦公期間由於家人相

處的時間變多，爭執或暴力事件發生的機率也會升高。線上家教、線上補習班的課程

供不應求，顯示父母想為自己爭取更多工作時間的需求。面對這些情況，他建議家裡

有小孩的學術同仁要與家人討論好陪伴小孩的時間，建立輪班制。在時間、空間上清

楚切割工作與家庭生活，否則容易二邊都應接不暇。在工作規劃上，他也建議拉長規

劃的單位，例如從「一天」改為「半週」或「一週」，因應居家辦公後工作時間減少

的現實，降低自己未能跟上工作進度的挫折感。陳方隅強調，此時或許可以先放下生

產力的問題，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照顧好彼此的身心靈健康。

　　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葉叡宸博士接著以自己的授課經驗，分享遠距教學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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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思。葉叡宸認為遠距授課和實體授課在師生互動、教學媒介上相當不同。上課者

在遠距教學時無法與學生面對面，難以即時透過學生的臨場反應調整自己的上課節

奏。因此他會盡量要求學生打開視訊鏡頭，營造實體課程的氛圍。但即使如此，二者

仍有頗大的差異。一方面是因為學生在數位設備上的落差會導致他們對課程的接收度

也產生落差。另一方面是因為葉叡宸相信板書可以讓課程內容具象化，但遠距教學的

媒介主要是投影片，難免讓實體課程中由投影片、板書、師生互動營造出來的空間感

扁平化。是故除了進行同步教學，他也會提供教學影片讓學生自行研習，並透過教學

平臺的量化分析判斷學生的學習盲點，搭配前、後測，確保教學成效。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人類學博士李梅君同樣將分享側重在遠距教學上。她以自

己在美國開設遠距課程的經驗為例，指出自己在規劃時就從「放你我一馬」的角度出

發，減少課程份量，並且加入多媒體的教學素材，幫助學生吸收課程內容。事實上她

也注意到，多數學生仍非常願意參與同步課程，因為這是一種幫助他們抽離疫情的調

劑方式。對她來說，封城下的教學重點或許已不再是教給學生多少知識，而是思考如

何運用自己所學去關照每位學生的生命，省思大環境對學生和自己造成的影響。李梅

君也再三強調，遠距教學不是自己一個人在螢幕前面對學生，而是要與其他同仁互相

串連，一起共享適合遠距教學的軟體、平臺、素材等資源，如此將更能夠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也更有機會關照到每位學生的個別需求。（李梅君分享的教學資源整合頁

面：https://reurl.cc/Q92EL2）

　　第四位分享者是畢業於臺灣大學政治系的蕭育和博士。他提出一個聳動的問題：

「家」有沒有可能是比病毒更為致命的所在？蕭育和認為這可以從二方面來看。其

一，2020年日本的女性自殺率攀升15%，而這很可能跟受疫情衝擊最重的產業（如旅

遊、零售、食品業）有大量的女性員工相關。這些女性因為疫情被迫暫停工作，又因

居家時間變長而得承擔更多的家務，導致她們身心俱疲。其二，做為資本主義彈性化

的極致展現，居家辦公象徵著模糊掉，甚至取消掉工作與休息的界線。此時我們彷彿

進入「休眠模式」，處在「既開且關」的狀態中。我們的身體無法明確察覺何時可以

真的進入休息狀態，隨時都要迎接工作加諸在身上的負擔。以上二點顯示，即使我們

把「家」當做疫情肆虐下保全生命的最後堡壘，但「家」似乎也有著另類的死亡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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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它可能變成比病毒更為致命的存在。

　　最後一位分享者是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許菁芳。她向大家分享自己在工作與生

活找到平衡的方法，這或許也能避免讓家成為禁錮肉體與精神的牢籠。在家務方面，

由於居家辦公之後做家務的時間不減反增，她建議認真地將家務當成休閒，在當中尋

找正能量，也建議在家裡種些小植物，觀察植裁成長、茁壯的過程，這都對心靈有一

些支持的功能。在運動方面，許菁芳為自己設定每天運動的原則，這是因為學術工作

很容易發生長時間坐在書桌前的狀況，運動與家務可以適度讓自己抽離。然而，她也

強調千萬不要為了達成運動的要求而增加自身壓力，運動始終是為了舒緩自己的身心

靈。最後她也分享自己在工作時常聽的音樂。她特別推薦現代編曲風格的佛經，這可

以讓自己的心情快速平靜下來，是她用來增加自己工作效率的「祕密武器」。

　　在分享完後的問答時間，有與會者提到在疫情升溫的當下，我們要怎麼進行田野

調查，和田野調查的對象進行互動；也有與會者發問，指出他在上課時看到有男同學

祼露上身聽課，讓她不知道如何應對；另外也有與會者好奇美國的教育當局如何安排

學生在居家上課期間的教學內容，這和臺灣政府的措施有何不同？分享者一一就這些

提問回答自身想法，整場活動就在彼此熱絡的交流當中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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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霖：學術期刊投稿——積極的投稿人生
撰文／林朕陞（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Publish or perish」？學術之路的一項重要

任務就是期刊發表，也是每一位學術工作者心中的

重中之重，但期刊投稿不外乎兩種結果：接收、拒

絕，特別是對於新進的學術工作者，投稿期刊扮演

相當關鍵的因素，沒發表或發表的不夠好都將深深

影響未來的學術生涯，這是一個相當意義深遠但沉

重的課題。本次講演特邀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李

育霖研究員，在比較文學、臺灣文學、生態批評等

領域有深入的研究，將以自身豐富的投稿與審查經

驗從學術期刊、期刊投稿、期刊審查以及期刊修訂

等四大方向進行說明與分享。

學術期刊

　　學術期刊分成人文學領域與社會科學領域，前者可區分為六類主學門、後者區分

為九類主學門，若期刊主要研究領域跨上述主學門兩類（含）以上，則視為綜合類期

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依據「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

錄實施方案」，每年由各評比學門依四項指標進行期刊分級，並經期刊評比收錄聯席

會議決議，議後依實施方案規定公佈分級結果及核心期刊名單。評比結果為第一級與

第二級者，收錄為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其中歸屬人文學領域者，為人文學

核心期刊（THCI）；歸屬社會科學領域者，為社會科學核心期刊（TSSCI）。自

2020年起，各學門評比收錄時程由兩年一次調整為三年一次。

期刊投稿

　　期刊投稿類型以專題徵稿、一般投稿以及特邀論文等為常見的三種類型。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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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稿前，研究者更需要注意投稿倫理，其中包括：原創性與剽竊、多次、重複或同

時出版之出版品、作者列名（掛名與其他）、利益衝突（經費來源）、研究內容之錯

誤等。若違反投稿倫理，將可能面臨法律的訴訟，對研究者而言得不償失。

期刊審查

　　整個審查流程大致包含初審、外審、作者通知等三個階段。初審為形式審查，針

對論文格式是否明顯不符學術體例、論文內容主題與期刊性質不符、論文內容長度與

期刊明顯差距、其他疏失（例如：版權、抄襲或其他）等進行審查，通過則送外審流

程。匿名外審將針對論文主題的重要性、論文主題原創性、主題切合時宜、論文內容

與書寫的品質（論文架構、論述邏輯、研究方法、資料引用、語言使用等）、論文結

論效度及貢獻度、論文在該期刊發表的適切性等進行審查，最後將審查結果（接受、

修改後再接受、修改後再進行審閱、拒絕）通知作者進行後續的審查作業。

期刊修訂

　　關於審查後的文章修訂，才是非常重要的環節，須注意哪些細節及如何回覆才能

讓審查委員滿意，李育霖研究員提供了七大步驟。第一步驟是仔細閱讀信件的審查結

果，包括：拒稿，但未要求重投、有條件接受，但仍須進行小幅度修改、直接接受，

編輯不指示修改或提出建議修改。第二步驟是整理審查意見，逐字閱讀審查意見並重

新整理，從中找出重要的修改建議，除了可緩和不友善口氣及負面評語之外，也有利

於整理意見邏輯，並決定修改內容。第三步驟是決定如何回覆建議，通常所有建議皆

須回覆，倘若有某些建議是不同意的，也可僅針對這些建議做進一步回覆即可。第四

步驟是列出修改內容，會有助後續文章內容的修訂，並整理回覆的邏輯。第五步驟是

按部就班完成修改，建議從最簡單地方的開始，逐步完成修訂。第六步驟是建立修改

備忘錄，整理修訂內容，並撰寫出一份完整且格式得宜的備忘錄，做為給期刊編輯的

回覆。最後一步驟則是重新投稿，將修改好的稿件，連同修改備忘錄，一併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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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與討論

‧提問1：科技部人社中心賴慧玲博士提出投稿期刊時除了需注意內容流暢度、參考

文獻等形式規定之外，某種程度上需要多擔心文章的學術論點能否被評審所接受，進

而是否會因為想獲取評審認同，影響撰稿過程中文章的學術論點？

‧回覆：文章論點是最重要的核心問題，而且闡述的論點要能夠說服評審及讀者。一

個有效的論點是要能夠對該學門或領域有所貢獻，並符合當前學術的前沿議題，即使

評審對於該論點抱持反對的立場，也毋須過多擔心，編輯群及主編仍會以文章論點的

貢獻度與重要性加以考量。

‧提問2：科技部人社中心邱子倫博士提出亞洲的大學在招聘或升等主要是依據申請

者發表的期刊等級（例如：TSSCI、THCI）來進行評分，但相較於國外，比較不會

以期刊等級列為最首要的評分項目。因此，我們該如何看待期刊等級這一件事。

‧回覆：就臺灣學術界，期刊分級已行之有年，好的期刊也大都有所共識，短期內要

抹去這些期刊分級的意識，恐怕有一定的難度，也是目前不可避免的「惡」。科技部

意識到此一現象，在近期主導的計畫中也盡量降低期刊分級的價值觀及重要性。



活動報導

event

20

‧提問3：科技部人社中心李梅君博士授接著也提出二個問題：(1) 若投稿文章是跨學

門，則期刊編輯群會如何挑選及考量評審進行審查？ (2) 投稿文章獲得revise and 

resubmit (R&R) 後的審查過程是如何進行，是否會將文章從頭到尾再審閱一次？

‧回覆：期刊審查通常會有兩位審查人，若文章為跨學門，則會在各學門各找一位，

若文章議題較有特殊性（例如：原住民意識），則會找一位具原住民身分的評審，所

以期刊編輯群在挑選審查人時，會考量學門或文章性質盡可能取得一個平衡。另外，

當文章進入R&R時，複審會有三種情況，一為直接審查後作成決議，二為重新找兩

位審查人再進行一次審查，三為再找第三位審查人進行一般審或決審（接受或拒

絕），至於會遇到哪一種情況，則是交由期刊編輯群來審慎討論與評估。

‧提問4：科技部人社中心許嘉麟博士表示，我們都希望文章能夠完整及論點充分，

因此在投稿前是否還需要將文章協請其他相同領域的同儕或老師再看過潤飾，亦或是

先將文章送審，再依據評審委員的意見做修正？

‧回覆：同儕之間確實可以互相彌補自我不足的部分，有助於文章臻至完善，但是否

會提高文章被接受的機率，這取決於當時的審查人，有可能遇到非常挑剔的評審人而

被拒絕，因此是否協請同儕或老師再看過潤飾，當然可以做，也值得鼓勵，但並非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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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必要。

‧提問5：最後一位科技部人社中心蕭育和博士，針對擔任審查人提出一個問題：我

們了解擔任審查人在決定文章的好壞扮演重要的角色，若今日受邀擔任審查人，我們

應該如何評斷文章的好壞，這中間的尺度上又該如何拿捏？

‧回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我們盡量從論文的優點出發，給予作者鼓勵，希望作

者可以改的更好或是論點更加完善，應該會是一個好的審查方向。

　　在熱絡的提問與討論下，整個講演接近了尾聲。今日參與的每一位後進都可說都

是滿載而歸，意猶未盡。最後，李育霖研究員以自身心路歷程表示從論文投稿、修稿

到再送審的過程其實非常冗長，至少半年甚或一年以上，所以保持積極正向的態度面

對我們的投稿人生，是有助於整體學術成長的提昇，這是他對後進給予的衷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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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文本中的幽微敘事
撰文／文學一學門：陳柏旭

　　身為一名從外文系轉讀東亞系的學子，在海內外最常碰到的問題便是為何在臺灣

學西洋文學，又為何遠渡重洋在西方學東洋文學？誠然，碩士班期間，原先想循著臺

灣外文研究學門當時對弱勢族裔論述（minority discourse）的關注，以非裔女性作

家為題撰寫畢業論文。但碩士班後期，正值保衛釣魚臺運動40週年，在似懂非懂地參

加一系列紀念論壇、學術研討會的過程中，觸發了我對東亞研究的興趣，因此此後的

閱讀方向便轉向東亞研究，進而轉換軌道，以東亞語文學系為博士班主要申請方向。

　　在耶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博士班期間，師從石靜遠（Jing Tsu）教授研讀晚清

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到華語語系（Sinophone）的沿革；在擔任課程助教以及私下的

餐敘中，《走過白色恐怖》的作者孫康宜院士在課堂授古典詩詞，課餘則不吝分享個

人在白色恐怖當中的閱歷；資格考試前夕，適逢歷史系延攬專攻文化大革命的何若書

（Denise Y. Ho）教授，俾使我對於文革之「文化」層面有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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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落於紐黑文（New Haven）的這座大學城，在冷戰期間中國文學史研究上的

位置，其實不容小覷。《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作者夏志清教授在此攻讀英國文學期間

師承新批評（New Criticism）大家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畢業後則續留耶

魯的區域研究單位研究中國問題。這裡也曾是情治人員訓練的重鎮。在修業期間，我

曾經接待一位自馬祖遠道而來的文史工作者，一同訪問人類學系的退休講座教授 

Michael D. Coe。當時已年過八旬、於前年辭世的 Coe 教授在美國是馬雅文明的權

威，不過他在進入學院前，曾於韓戰期間，駐紮在中情局假託 「西方公司」（West-

ern Enterprises）之名派駐在馬祖白犬島的秘密情治單位。

　　基於種種對冷戰疑雲的研究興趣，我的博士論文取材戰後七〇年代以降的臺灣文

學史，將之置於全球六〇年代（global sixties）與文化冷戰（cultural Cold War）

的脈絡下探討。我著重分析臺灣本地左傾的作家以及以留美學生群體為首的海外作

家，如何穿越意識形態的壁壘，透過有限的管道取得各種書籍、影像，輾轉接觸到發

生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又因為在美國校園接觸到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反越戰、學生民主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等

組織活動，進而催化他們於1970年代初走上激進的道路。

　　及至文革結束，這些作家歷經程度不一的幻滅，被迫重新思考革命、實踐與暴力

的關係，這與西方新左派（New Left）在1970年代中後深陷「敗北的文化」（the 

culture of defeat）不謀而合。這種敗北的情緒往往透過灰暗的文風——而非激昂的

政治檄文——表達出來。儘管他們曾在中西對立的冷戰格局當中，將現代主義、存在

主義的文風與理念歸因於西方蒼白、頹廢的小資產階級心態，是類批判卻也反應戰後

臺灣左傾作家在特殊的世局中——無論是身陷囹圄還是流亡海外——難以進一步實踐

的自傷自恨之情。於是，在後革命的年代，他們所曾經批判的敘事風格仍不免在自身

的文學實踐中留下了印跡。因此，儘管我所研究的作家皆一度傾向以政治經濟等宏大

敘事（grand narrative）來解釋東亞地緣政治，但拙論選擇從情感政治（politics of 

emotion）的角度出發，徵引晚近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左翼的憂鬱」（left-wing 

melancholia）的討論，特別重視文本中幽微的「苦悶」感受與「背叛」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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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個人相關學術研究成果散見於《中國現代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

ature and Culture）、《今日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等刊物，

在論文研究之餘，我也廣泛從事翻譯，研究所期間（合）譯有《酷兒政治與臺灣現代

「性」》（遠流，2012）、《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

警訊》（聯經，2018），其他單篇譯作涉及臺灣中篇小說、拉美後殖民、東歐電

影、印度女性主義等。此外，我目前正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林姵吟教授合編《曲徑

通幽：臺灣左翼文學與文化》（An Unlikely Trajecto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Leftism in Taiwan），已廣邀亞洲、北美、歐洲等地共13名學者供稿，期望日後能

進一步開拓英語世界中對臺灣左翼作家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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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是局外人
撰文／文學二學門：羅皓名

　　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在幹什麼？

　　報到當天，坐在可以瞥見兩廳院廟堂風大

橘屋頂的座位上，我像是Google Map那隻被拖

曳進街景裡的小黃人，滿腦想的是該怎麼進行

對自己述說的自我介紹。（空氣裡同事們此起

彼落的鍵盤聲）

　　高中念了第三類組、大學讀了心理系，組

了搖滾樂團但技術太爛最後變成即興噪音樂

隊、籌辦了幾場游擊式免費音樂祭、邊緣地參

與了幾場社會運動抗爭、被揪去做了一些劇場

配樂、行為藝術，然後在世新社發所寫了篇著

重自我整理的非典型學術論文。隨後，五十音只看得懂（臺灣人人都懂的）「の」就

跑去東京找教授大言不慚地說要報考博士班、語言學校念了九個月錄取原來除了做巧

克力還開了大學（誤）的明治大學。我所屬的教養設計研究科是沒什麼傳統的新設系

所。我常被以為作的是教育學研究，但日文的「教養」用中文說其實是通識的意思。

所上蒐集了政治、經濟、歷史、文學、哲學、思想、文化，甚至環境工程等領域的教

授。然而就算是這些任職的老師們，可能也都很難說出這個所的「專業」是什麼。8

年後，我戴著口罩拿到學位，然後就到了這張看得見兩廳院大橘屋頂的滾輪椅上。當

初專業領域勾選了「文學二」，只是因為其中提到了日本與文化研究，這是我唯一能

找到比較接近我的博士論文內容的詞組。

　　「不學無術」大概是我唯一能為在這些過程下長出的自己所下的標。或許還可以

加上「不專業」吧。那，這個不學無術又專業不明的傢伙在這裡是什麼意思？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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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因為與窗外兩廳院大橘屋頂色調的雷同，此刻浮現出來的是這幾年凱道上原住

民運動的那句標語：「沒有人是局外人」。這句標語提醒的是責任的連帶，也是在反

向上對何謂「局內人」的資格解構。意即，不只是從「局」的「形勢、情況」之意指

出了責任或共業，也以此對作為「單位、組織、限定性聚會」的「局」（飯局、棋

局、酒局）的封閉性提出疑問。「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呼喊不只試圖改變形勢的大

局，也試圖指出僅符合了特定條件才有資格坐上賽局之桌這種入局規則的排他性，從

而進一步「破」局。

　　回到自己身上，在唱片行穿越重重華語流行區到秘密角落挑選盜版的X Japan，

再紅配綠一張Dream theater。mp3下載視窗從電臺頭開到Joy Division。之後在響

徹「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AKB無限迴圈的東京，鑽進潛身校門口

不起眼公寓二樓的獨立唱片廠牌P.S.F. Records挑選灰野敬二跟高柳昌行⋯⋯包含參

與即興噪音樂隊這事在內，貫穿在所有聽覺探索行爲中的，似乎也可以說成是一種朝

向「破」局前進的動機（motif）。而試圖以文化行動進入社會運動的那些經驗，也

可以在這個語脈下理解成對社會體制、對社會運動既成抗爭形式、關係網路與邏輯的

「破」局。這樣子的motif，作為構成主題（theme）的最小單位，交疊出了我的博

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處理（或說寄生）的對象是，在60安保鬥爭展開前就開始對日本新

左翼思想有著重要影響的詩人思想家谷川雁（Tanigawa gan）。接觸谷川雁思想的

契機，來自在赴日之前就以音樂設計及音控角色參與的帳篷劇及暗黑舞踏的經驗。這

些成型於60年代初期的日本前衛、反體制藝術行動，以更為「身體」的方式表現了從

戰後日本的掙扎與反省，到60年安保鬥爭前後的熱情、理想甚至挫敗凝縮而成的思想

軌跡。我赴日的動機，一部分就是為了探究這些華麗、醜惡、奇形、非線性邏輯的藝

術表現／行動背後的思想根源，試圖從回溯仔細理解，進而尋找揚棄的可能。這個探

究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亦包含了日本－臺灣關係之間的解殖。

　　然而作為一個非在地語境的研究者，對當代、現代的異文化進行思想研究時，總

難擺脫誤讀或脈絡缺漏的困境。因此，我在博士論文裡，捨棄常見的歷史爬梳、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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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者政治經濟分析的取徑，而是以曾經做為勞方代表與谷川雁展開激烈勞資鬥

爭，卻也某種程度上繼承了谷川雁思想關鍵核心的爵士樂評論家平岡正明（Hiraoka 

Masaaki）所提出的聲響線索：「據我所知，雖然對爵士樂不是很熟悉，但卻最為敏

銳地理解了爵士樂的人物是谷川雁」出發，借道德勒茲與加塔利，啟動了一條探究谷

川雁思想中動態的、拒絕「定型」的、聲響的、詩性的、扣連行動的核心思想方式。

或說，一種以研究者自身的非文字motif嘗試接近研究對象的非文字motif的聆聽方

法。這篇論文裡，也討論了日高六郎與谷川雁之間的思想連帶，以及丸山真男與谷川

雁在思想核心上的異同。

　　在論文書寫期間，我離開東京搬到沖繩居住了近一年。當初是為了逃離東京如巨

大滾輪跑步機般令人窒息的空氣，並想就近觀察當前「日本」境內最有生命力的沖繩

反美軍基地抗爭運動。然而，生活在那霸市的那段期間，比起親身現場參與反美軍運

動，我更多的是透過閱讀與實際生活，試圖感覺堆疊在這個當前「日本」國境內唯一

歷經地面戰，約四分之一平民因戰爭犧牲的島嶼上的抗爭前導音。新崎盛暉、川満信

一、岡本恵徳、新川明、仲里効⋯⋯這些當地的學者、詩人、思想家或行動者累積出

了厚實的思考，再加上谷川雁晚期對於沖繩與南島的書寫，這些思想資源讓我看到了

一種很貼身的、將我在他鄉研究的東亞、日本思想史與臺灣串接起來的連結點。

　　延續博士論文的思路，目前我正在構思兩篇關於谷川雁思想的研究，一篇試圖討

論谷川雁與吉本隆明這兩位形塑日本新左翼思潮的詩人思想家之大眾觀與思想方式的

差異，並將另一位詩人思想家黒田喜夫提出的「反詩」概念納入，以做出立體的同時

代思想比較分析。另外一篇，是著手整理提供了博論發想根源的平岡正明。藉由分析

他留下的眾多爵士樂論述、大眾文化觀察與平民藝術論，釐清他如何作為谷川雁等人

的下一個世代，在革命與學生運動的餘燼退去，「民眾」變身消費者的時代裡，將期

盼社會變革動能的視角轉向大眾文化分析之中。補足這兩篇研究後，我將連同博士論

文出版我的谷川雁論。

　　另外，從戰後的反省與掙扎，到60年代的熱切與挫敗，日本理想青年的反抗最後

在70年代走向了恐怖主義與暴力革命。這些在臺灣總是被獵奇式浪漫化的當代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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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到底有著何種思想軌跡？例如1971～74年間策劃「虹作戰」試圖暗殺裕仁天皇

未果，隨後放置炸彈攻擊三菱重工等戰爭協力企業的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或1975年

在沖繩嘉手納美軍基地前自焚的船本洲治等人，在他們最後做出的行動選擇內面，有

著何種思想上的掙扎乃至自我否定？又他們跟當代山谷、釜ヶ崎、寿町等地的底層日

雇勞動者運動的關聯，與他們最後的行動有著何種思想共振？他們的行動與思想，放

在因1970年華青闘告發引爆的新左翼反思東亞的思潮中又有著什麼意義？東亞反日

武裝戰線在其刊物《腹腹時計》中表明，他們的行動建立在作為日帝子孫的自我否定

上，是「呼應愛伊奴、沖繩、朝鮮、臺灣人民的反日帝鬥爭」的武裝鬥爭。那麼作為

臺灣出身者——被日本當時的行動呼應的、投射的不在場抗爭主體——該怎麼回過來

理解這些行動與思想？我在人社中心任職的這段時間，也計劃從臺灣出身的視角，釐

清這一連串炸毀了革命運動與大眾之間最後橋樑的悲劇行動。期待這不只是作為日本

思想研究，也是反向映照何謂臺灣的工作。

　　從赴日到以研究員之職回到臺灣島，當初想用「不學無術」的學術論文作為噪音

炸彈的想法，似乎複雜化成在多個層次上的「破」局與「解」支配。噪音與音樂、抗

爭運動與社會體制、表演者與觀者、知識分子與大眾⋯⋯這幾組不盡相同卻也有著某

種共通性的對應概念之間，如何能產生更深刻的對話（或相愛相殺），這或許才是

「破」與「解」的核心含義，也是我對學術研究、實踐行動的自我期許。而日本的思

想、抗爭運動的經驗乃至藝術表現，如何成為可與臺灣脈絡對話的鏡子（而不是只會

說出「全世界最美麗的人是你」），進而發展出相互定位、相互解構的動態關係？不

只是在國家、民族層次上的解殖，前衛實驗的藝文創作、社會批判與抗爭行動，乃至

左翼、安那其思想交流之間的解殖，也需要在更深刻的相互理解上展開。希望我的學

術工作能在這個任務上發揮作用。

　　聚焦臺灣內部殖民關係的「沒有人是局外人」高舉出的「破」局訴求，對我來說

亦可延伸至日本－臺灣的後殖民狀態，以及各式體制內外、舞臺上下之間的封閉／開

放的動態關係。這兩種對「局」的思考，最終都指向了深化對話的目標。「不學無

術」者的學術工作，如何從中二的叛逆長成謙遜卻不失力道的批判，甚至日後如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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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擔任教職時，成為得以被學生啃食的糧草。這是我在沒有了學生證保庇之後，還得

要持續學習的課題。

　　當然，我是來工作的。任重道遠，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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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共通的秘密與領略美的途徑
撰文／語言學門：林怡岑

　　小學，我的志願是太空人；國中，我想當考

古學家；現在，我夢想成為一個語言學者——在

漢語歷史語法的宇宙裡探索未知的謎團，在書案

前以文獻考古，穿越時間的長河，找尋語法演變

的脈絡。

　　大三在王錦慧老師的國文文法課上，我第一

次知道，原來中文也有文法！認識詞類、句型，

將一個個句子拆解成不同的結構層次，彷彿重溫

了兒時拆解積木的樂趣。後來，我也當了老師的

兼任助理，工作是將電子文獻上的文句轉貼到

excel上再逐條分類。在枯燥乏味的語法家庭代工

裡，因後青春期而喧囂的心緒竟重歸寧靜，分析語料成為我的每日修行，在「進行分

類、發現例外、解決問題」的反覆循環裡，不知不覺地踏出了研究的一小步。

　　因爲王老師的一句「要不要研究語法看看」，就讀碩班後本想研究文學的我動搖

了。在老師慈母般的指導與鼓勵下，逐步完成碩論、考上博班，也在王老師的引薦下

接受魏培泉老師的共同指導。看起來有一點嚴肅的魏老師，其實不只學識豐厚，也溫

和、風趣，縱使愚騃如我，總得再三琢磨、反覆受挫，才能領悟老師的指點，卻也逐

漸開闊了研究的視野。因為幸運地獲得許多善意，我才能在而立之年仍保有夢想，在

尋夢的旅途上知難而行。但研究語法真的有意義嗎？有時我也不禁捫心自問。

語法是領略美的途徑

　　「當我們研究文法時，我們是進入了語言的另一個境界的美。研究文法，那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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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對語言抽絲剝繭，看它是如何作成的，也就是說看它赤裸裸的樣子，而美妙的地

方就在這裡。」（妙莉葉·芭貝里《刺蝟的優雅》）

　　小說裡的這段話回答了我的疑惑，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說出了我長久以來心有所

感、卻難以言喻的，研究語法時萌生的悸動。

　　在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裡，經歷了戰爭的爆炸後，白流蘇悵然地對范柳原說：

「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該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還長著呢！」這個句子裡的

「就」有什麼作用呢？對中文比較敏銳的人或許會發現，如果拿掉它，變成「炸死了

你，我的故事該完了」，雖然也說得通，但好像沒有那麼流暢了，「就」有銜接兩個

分句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稱之為承接副詞。但只是這樣而已嗎？如果再把「就」換

成另外一個承接副詞「才」，「炸死了你，我的故事才該完了」，雖然只改了一個

字，但意思不是不太一樣了呢？

　　原來，在現代漢語裡「就」與「才」的用法經常是互補的。兩者都作為承接副詞

時，「就」表示前一分句不出於說話者的預期之外，「才」表示前一分句出於說話者

的預期之外。因此，當白流蘇告訴范柳原「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該完了」，當中的

「就」其實也表示了「我的故事只能寄託在你的身上」這是一件可以預期的事。在了

解「就」的作用後，是不是更能體會白流蘇身為女子必須依附男性而無法自主的悲

哀？

　　「就」與「才」隱含了說話者不同的預期，幾乎所有的中文母語者都能自然地運

用這兩個簡單的字來表現心中的評斷，這不是很神奇嗎？而我身為一個漢語歷史語法

的研究者，想要再探問的是：「就」與「才」為什麼會有表示說話者預期的功能？這

樣的用法分工在古代漢語裡也存在嗎？

語法是人類共同的秘密

　　 關於「就」與「才」的用法發展，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才能釐清它們的演變脈

絡，但我們可以先談一談古代漢語裡用法與「就」類似的連詞「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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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翻譯成白話是：

「只是讀書，卻不思考，就會受騙；只是空想，卻不讀書，就會缺乏信心。」當中的

兩個「則」都可以解釋為「就」。

　　但「則」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用法，「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論語·衞靈公》）翻譯成白話是：「儀禮的事情，我曾經聽到過；軍隊

的事情從來沒學過。」這個「則」顯然不能解釋為「就」，但它到底是什麼呢？前人

眾說紛紜，我在重新研究後認為它是話題焦點標記。

　　話題焦點標記「則」仍保存在現今的書面語裡，例如「最後被逮者往往是應徵

者，真正的騙子則隱身幕後。」（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我們對它其實並不陌生，只

是不一定了解它的作用。

　　進一步研究還會發現，「則」的這兩種用法具有演變的關聯，是從條件複句裡的

承接連詞（類似於「就」）演變為話題焦點標記。有趣的是，雖然「則」是漢語裡相

當特殊的虛詞，在其他語言裡未必能找到對應的詞彙，可是「條件與話題密切相關」

這樣的現象卻普遍存在不同的語言，語言學家Haiman曾在1978 年發表的論文 

“Conditionals are topics” 裡提出論證。

　　人類語言千變萬化，但在繁複的表象下卻可能存在語法的共性。《舊約聖經》裡

流傳著「巴別塔」的神話，據說人們原本說著同一種語言，卻因為想要修建一座通天

的高塔而觸怒了上帝，上帝因此將人們分散到世界各地，說著不同的語言，無法再明

白對方的意思。我們是否可能藉由語法的研究找回人類共通的語言，在了解漢語特殊

美感的同時，也與世界上的其他語言聯繫，探索人類共同的秘密？

　　不管是太空人、考古學家，還是語言學者，或許我的夢想不曾改變，始終只是不

甘於活在有限的時空裡，渴望理解更廣闊的未知世界。也期盼在未來能與你分享更多

語法上的發現，這是我們共有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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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時空原型　轉化地方流行
撰文／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陳穎禎

　　迷流時間，窺看空間，我是空間歷史學習者。

　　我喜歡古早厝也愛跟人盤撋puânn-nuá，聽阿婆、老灰仔講古，遙想眼前房子

的過去總是趣味十足。我生長於大家樂時代的都市，沒有歷經過農村生活但共感黑名

單工作室《抓狂歌》裡對於轉型工商社會的焦躁情緒，也迷戀《新莊街》曲子裡懷舊

鄉土魅力。

　　921震災後古蹟保存成為顯學，相關系所成立，我搭著順風車進到北藝大建古

所，期待變成《法櫃奇兵》冒險於古城老屋間。當時把延續老房生命當使命，熱血到

無薪俸花一年時間處理某老教堂修繕。另一方面，在恩師林會承教授指導下習得史料

運用能力，碩論跑到加拿大的檔案館調閱各種文件書信，以北臺灣長老教會為對象寫

下初期組織建設史。大學原本念土木的我進修文資領域後浸淫在文史情懷中，信奉著

「古蹟保存基本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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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緣際會下認識了調查「總舖」（臺式通舖）的學者青井哲人，他擅長觀察「容

易被忽視、理所當然存在的日常事物」從事空間普遍性研究，讓我作兵完後就決定到

他在明治大學的「建築史・建築論研究室」拜師。期間我思維不斷地被打臉，軟化後

的頭殼裝⋯進較系統性的空間觀與跨學門理論，此後不刻意作價值評判而是去理解空

間背後生成或運作機制，眼界被撐開到聚落、都市尺度，也不再拘泥穿越過去，而是

盡可能地《回到未來》。

　　後來常思考人、群體與外部環境關係。已往吸引我的是華麗的紀念性建物，但之

後開始關注比盜帥還「憨慢講話，但真實在」的大眾空間。看板、違建、鐵皮屋、市

場變得可愛起來了，因為好像可以看到人與空間關係的本質。對大家謾罵的都市破敗

市容我卻覺得像cyberpunk裡low-life與high tech並存的世界。研究上，開始尋找機

械性、top-down的治理規劃下民間bottom-up的有機反映，試圖立體化研究對象的

空間層次。博論便以阿里山林業開發為主眼，看鐵道沿線的聚落城鎮如何創造與再組

構，然後形成出一個系統性的地域。

　　回臺後有一年期間代理sabbatical leave的老師，在東華臺灣文化系執教。利用

在花東的機會以漢人開拓原點之一的瑞穗舊水尾為對象進行了聚落研究，試圖尋找東

臺灣不同於西部的開拓原型與再編組模式。以此為出發點後，參考博班期間參與日本

科研費濁水溪流域都市史研究的經驗，現在擴大尺度到秀姑巒溪流域作為研究範圍，

也據此加入中研院民族所客家文化研究計畫，欲尋找東臺灣區域的空間特性。

　　我不敢說是斜槓，但近年試圖與不同領域建立「人與人的連結」。文資保存、北

投都市調查的研究或教學案外，也有協助過小田急電鐵開發推進部的臺灣都市物業考

察、日本藝術家團體Port B「東京修學旅行」展演、geidai RAM交流計畫等。當然

也持續與學術單位合作，像是與東京理科大伊藤裕久研究室於高雄、基隆的合同都市

歷史調查，並於日本建築大會聯名發表研究成果。

我現在仍然愛好老鎮古厝，但不再執著於物理保存。透過歷史性研究尋找空間的

prototype，再把之後的變化視為生存戰略，將建築/聚落/都市作為niche來比擬生態

系，尋找地方上人、社會與空間的原生關係。期望透過如此建構area management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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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盤資訊，也就是把歷史堆疊本質當作未來空間設計上的affordance。往後，也還

是會持續「校正」思維，「回歸」空間理論探討。

　　私底下我是塑膠模型狂，也是歷史地圖控。共通點是空間的比例都被縮到身體感

官（視覺、觸覺）可及之處。扭曲空間穿越時間，想像自己在《「超時空」要塞》、

是《機動戰士》New Type（相對prototype概念）。平常也習於路上觀察，培養

dépaysement、空間違和的感知度。以上，期待與各位鄉親大德建立共享共學共生

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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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碎塊中的航行者
撰文／歷史學門：雅保多(Ubaldo Iaccarino) 

　　近代早期東亞和東南亞海上

的跨文化關係，尤其在澳門、馬

尼拉、馬六甲、巴達維亞等歐洲

定居點與「東亞文化圈」主要國

家和政體的關係上，越來越廣受

不同領域學者的關注。由於John 

E. Wills、Victor Lieberman、

François Gipouloux、George 

Bryan Souza, Leonard Blussé, 

Anthony Reid等的開創性研究，

今天的學術研究已經清楚地理解

所謂亞洲的 「地中海」（Asian 

“Mediterranean”）（或 「印度洋世界」 [Indian Ocean World] 、 「亞太地區」 

[Asia/Pacific Region] ......等）各國之間的高度互動和相互依存，以及這種跨國糾

纏如何影響整個地域的貿易和外交關係。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一個無邊界的「世界體系」形象，不斷地改變和重塑其結構，

從日本延伸到蘇門答臘，穿越交雜的海路，層層堆疊的身分運轉於共同卻多元空間裡

的複雜拼貼。根據當代的歐洲史料，這就是 「東印度」（Indiae Orientalis），一

個引人入勝的名詞，激發了我對「東方」異國情調的渴望，二十年前左右，當我還是

亞洲研究的學生時，我第一次訪問了中國、日本、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我目前的研究追溯到那個年代，當我還在廈門大學留學的時候，週日下午我在寧

靜的鼓浪嶼周圍散步，拍攝裝飾風藝術風格的古歐式建築照片。那時我也去了澳門，

在馬六甲逗留，然後在馬尼拉的聖多默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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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聖多默大學的圖書館和檔案中，我探知西班牙人早期在亞洲的足跡，在相隔萬

里的海洋這一隅，卻近距離感受到我義大利南部的家鄉-拿坡里（因為16世紀拿坡里

王國也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在重建這些城市的共同歷史之時，我開始研究伊

比利亞在亞洲的遺產，尋找那些保存在Intramuros、Santo António和Saint Paul

‘s Hill廢棄堡壘、教堂和墓地石頭中不為人知的歷史碎塊。

　　近年來，針對跨文化貿易與近代早期東亞、東南亞海上歷史糾結的研究，為「非

歐洲中心」的觀點來探索伊比利亞在中國、日本、臺灣和東南亞的足跡，奠定了深具

貢獻的基礎。其中特別聚焦在跨文化接觸和跨國界的多方面互動：私人網絡（含走

私、海盜等）、貨物交換、人員流動和知識轉移，這些面相成為目前學者們轉而投注

的主題，提出質疑和重新探索。

　　我的興趣在於貿易和外交，以及西班牙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歷史。我的研究重點是

近代早期（尤其是16至17世紀）圍繞菲律賓和臺灣發展起來的伊比利亞和中日跨國

貿易網絡。我對戰略物資的私人和非法交換（透過走私和海盜行為）、知識和技術轉

移、人員遷徙（海外僑民）以及對外交實踐的相互比較非常感興趣。

　　在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後七年以來，我一直在探索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東亞/東

南亞海洋大區域貿易和外交的跨文化性質，關注桃山、德川早期時代（約1582-1641

年）的西日關係，特別著重來自墨西哥的初期西班牙定居者，在臺灣和菲律賓周圍建

立的貿易網絡，以及全球白銀交易的誕生（1570年代）。在過去的十年中，我撰寫

並發表了許多關於日本與菲律賓早期往來史、中日走私和中國海上的海盜、以及西班

牙人在東亞和東南亞足跡的文章、研討會論文等（請看我的ORCID ID：http://or-

cid.org/0000-0003-4813-0544）。在我的第一本書中，題為《Comercio y Diplo-

macia entre Japón y Filipinas en la era Keichō, 1596-1615》 [慶長時期

(1596-1615)日菲貿易與外交]（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7），作為 

「東亞經濟和社會文化論叢」（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Stud-

ies）系列的一部分，我從各方角度探討了17世紀早期西日外交與貿易關係史，為亞

洲內部貿易的複雜動態和機制提供了一些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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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著這些先前的研究，我目前在人社中心的工作，旨在確定中日貿易對馬尼拉

大帆船航行的影響，為環太平洋地區相互關聯和依存的性質提供證據。計畫的目的在

於分析早期現代史上，起源於臺灣和菲律賓之間的亞洲區域內以及跨太平洋貿易網路

發展中，日本所扮演的角色，透過關注西日關係的兩個主要層面：第一，匯入到馬尼

拉大帆船系統的亞洲內部海上貿易網路；第二，日本在菲律賓、臺灣和中國之間的貿

易和外交動態中的作用。可嘆的是，日本在跨太平洋貿易路線分支的重要性一向被大

幅度地低估。通常研究東亞、東南亞和拉美近代早期歷史的學者，其注意力經常只集

中在中國和全球貨幣經濟的出現。而我的研究揭開了有關「日本人在臺灣和菲律賓周

圍建立的非正式貿易網絡」之探討相對缺乏的問題，為連接跨太平洋貿易的九州-呂

宋路線分支提供了一些新的線索，目的是從跨文化和相互關聯的角度，探討日本貿易

對近代早期臺灣和菲律賓歷史的影響。

　　進一步來說，我的研究在於調查日本人定居點 (日本町)、以及日本人在穿越臺灣

和沖繩之間的呂宋-九州貿易路線中，其所扮演的角色，並提出一系列的議題。這些

問題至今學術界都還沒有完整解答，很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例如，日本和菲律

賓之間建立 「同盟」就是這些尚未被探索的問題之一；以及當西班牙維護自身在亞

洲的存在時，日本的角色是什麼；還有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體系如何持續生存等問題。

　　我另一個研究方面與外交和外交實踐有關。菲律賓的天主教傳教士通過私人貿易

的非官方渠道，讓他們得以廣傳福音到東亞和東南亞。他們與南海的中日商人、走私

者和  「海賊」 的相遇，確保了西班牙在東亞文化圈外交的開端，但也訂定了其在

16、17世紀的各種波瀾與曲折。而我的研究調查傳教士作為 「外交官」和貿易中介

的作用，除了他們的傳遞福音的使命，以及評估他們的 「世俗」活動對早期近代西

中、西日關係的形成和發展的影響。

　　現階段我在人社中心的研究主題，採用了對比歐洲、日本以及中國史料分析，同

時與比利時魯汶大學的Crossroads Research Center團隊(https://crossroads-re-

search.net/team/ )、西班牙的SUBAHEMUN 研究團隊(https://souauih.word-

press.com/ubaldo-iccarino/ ) 、義大利拿坡里東方大學的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SSAS)，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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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maritime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especially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European settlements of Macau, 

Manila, Malacca, Batavia, etc. and the principal states and polities of the 

“Sinosphere” (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 have drawn the attention of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in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s. Thanks to the pio-

neering studies by John E. Wills, Victor Lieberman, François Gipouloux, 

George Bryan Souza, Leonard Blussé, and Anthony Reid, among many others, 

it has become clear to scholarship today the high degree of interac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among the countries of the so-called Asian “Mediterra-

nean” (Indian Ocean World, Asia-Pacific region, etc.), and how this transna-

tional entanglement affected the practices of trade and diplomacy across the 

entire region. What we see today is the image of a borderless “World-Sys-

tem,”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reformulating its structures, a complex patch-

work of multilayered identities operating in a multifold common space, 

stretching from Japan to Sumatra, across overlapping sea routes. This is what 

coeval European sources describe as the East “Indies.” A fascinating term, 

which stimulated my desire for the exoticism of the “Orient,” when as a 

student of Asian Studies, I first visited China, Japan, Malaysia and the Philip-

pines, some twenty years ago.

　　My current research traces back to those early years, when, still a foreign 

stud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Xiamen, I was 

spending my Sunday afternoons walking around the quite island of Gulangyu, 

taking pictures to the art deco facades of its old European-style buildings. In 

that period, I traveled to Macao, sojourned in Malacca, and did research in 

Manila,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where I learned about the early 

Spanish presence in Asia and felt, thousands of miles apart, the closest to my 

hometown in Southern Italy: Napoli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Kingdom of 

Naples was also part of the Habsburg empire). While reconstruc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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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ast of these cities, I started to investigate the Iberian legacy in Asia 

in search of those fragments of untold history which are preserved in the 

stones of the abandoned fortresses, churches, and graveyards of Intramuros, 

Santo António, and Saint Paul’s Hill.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cross-cultural trade and the entangled histo-

ries of early modern maritime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made a decisive 

contribution to advancing a less Eurocentric point of view of the Iberian pres-

ence in China, Japa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The greatest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intercultural contacts and multifaceted interactions beyond 

borders: private networks (including smuggling, piracy, etc.), exchange of 

goods, movement of people,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ll themes to which schol-

ars are now turning their attention to question and reexplore. My interest lies 

in trade and diplomac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panish presenc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My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berian and Sino-Japanese trans-

national trade networks developed around the Philippines and Taiwa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I am 

interested in private and illegal exchange of strategic products (smuggling and 

piracy), transfer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over-

seas diasporas), and diplomatic practic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after completing my PhD in history, I’ve been 

exploring the cross-cultural nature of trade and diplomacy in the maritime 

macroregion of East/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late 16th and early 17th centu-

ri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ispano-Japanese relations of the Momoyama and 

early Tokugawa periods (ca. 1582-1641),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trade networks developed around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Spanish settlers from Mexico and the birth of a global silver 

exchange (1570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I have written and published sev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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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essays, and conference papers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intercourse between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Sino-Japanese smuggling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Spaniards in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for an overview, see my ORCID address: http://or-

cid.org/0000-0003-4813-0544). In my first book, entitled Comercio y diplomacia 

entre Japón y Filipinas en la era Keichō, 1596-1615 [Trade and Diplomacy 

between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Keichō Era (1596-1615)]), which 

was published in 2017 by Harrassowitz Verlag as part of the series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Studies,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I explored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Hispano-Japanese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from a multilayered perspective shedding some new light 

on the complex dynamics and mechanisms of the intra-Asian trade.

　　Along the lines of these previous studies, my current research at RIHSS 

seeks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the Sino-Japanese trade in the voyages of the 

Manila Galleon, giving evidence to the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dependent 

nature of the Pacific Rim. It arises from a concern to analyze the role of Japan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modern intra-Asian and transpa-

cific trade networks via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by focusing on two prin-

cipal aspects of the Hispano-Japanese relations: one related to the intra-Asian 

routes that merged into the Manila Galleon system, and the other to the role of 

Japan in the dynamics of trade and diplomacy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China.

　　Lamentably, the importance of the Japanese branch of the transpacific 

trade has been largely underestimated. Scholars working on the early modern 

history of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have generally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China and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monetary econ-

omy. My research addresses this lack of studies on the informal trade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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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t by the Japanese around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shedding some new 

light on the Kyushu-Luzon branch of the transpacific connection. The aim is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Japan’s trade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from a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onnect-

ed perspective. More specifically, my investigation poses a series of research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role of the Japanese settlements known as Nihonma-

chi (Japan-towns) and the Luzon-Kyushu trade route via Taiwan and Okinawa. 

These questions have not been fully answered by scholarship to date, and 

many issues still need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lli-

ance” between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for example, is one of these unex-

plored issues, as is the role of the Japanese in preserving the Spanish presence 

in Asia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Manila Galleon trade system.

　　Another aspect of my research is related to diplomacy and diplomatic 

practices. Treading the path of commercial diplomacy ante litteram, the Cath-

olic missionaries of the Philippines projected their evangelical aspirations in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he unofficial channels of private trade. 

Their encounter with the Sino-Japanese traders, smugglers, and “sea ban-

di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ensured the beginnings of the Spanish diplomacy 

in the Sinosphere and determined its twists and turns throughout the late six-

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 What was the impact of the missionar-

ies’ “temporal” activities in the shaping and later developments of the 

early modern Hispano-Japanese and Sino-Spanish relations? What was their 

role as trade mediators and “diplomats”?

　　My current research at RIHSS follow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uropean, Japanese, and Chinese sources, and it is carried out 

in synergy with the team of the Crossroads Research Center at KU Leuven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in Belgium) (https://crossroads-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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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net/team/ ), and the SUBAHEMUN research group (https://-

souauih.wordpress.com/ubaldo-iccarino/ ) based in Spain, as well as the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SSAS) at “L’Orientale” Universi-

ty of Napoli, i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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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精神的背棄與召喚
撰文／政治學門：蕭育和

　　碩士生涯中期，與所有研究生一樣，我開始思

索論文的主題。後來選擇當代思想對17世紀哲人史

賓諾莎的詮釋為題，其實有一個極為平常的好奇

心：何以同樣的一個哲人，可以被詮釋出如此多

樣，甚至彼此衝突的思想形象？是個飽受忽略的自

由派哲人？是個背棄民族祖傳的教義的普世賢人？

有時候既是現代政治說不得的革命精神領袖，偶爾

又是現代政治統治術的密傳教父？

　　Jean-Luc Marion也有如是觀察，一個人可以

很容易用《倫理學》的唯物與無神論詮釋，就變成

堅定不移的史賓諾莎主義者，或者用一種神祕-宗

教性詮釋，成為堅定的反對者，用生機論的詮釋以及邏輯論詮釋也行，科學與現代的

詮釋，乃至於新柏拉圖式、猶太式乃至於基督教式也都未嘗不可。你會開始懷疑，史

賓諾沙主義之所以能與每一個哲學家並肩而行，正是因為它不是哲學本身，而是一種

所有人都能用的意識形態補充。

　　我開始留心那些被不同的詮釋引用的同樣段落，注意這些文字是在什麼樣的架構

中重新裝配成論述理路，而它們又會創造什麼樣的效應。碩士論文的成果雖然總是令

人挫折且不堪回首，然而這些據說是哲學源始的好奇，卻是引領我走入思想理論世界

的契機。

　　Antonio Negri的史賓諾莎研究對我頗有啟發，不在於他的論調與詮釋，而是他

對於理論思想的點評，所有的思想理論都是政治，本體論（ontology）即政治。這

不是在任何決定論上說，也不是指任何看似中性的言說，都是權力關係的產物，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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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的政治活動或有某個習焉不覺的思想理論框架。我首先關注的是一組政治的理

論語彙配置，如何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歧路而去？用鄂蘭優美的引用來說，「過去與

未來之間」的問題意識：構成人之境況的各種經驗在現代政治經歷了怎樣的重新配

置？

　　現代政治所斬獲的理論成就，何以最後全部被引到極權主義政治的方向？社會契

約被扭曲成層級共同體的建構，康德式的至高道德律令被艾希曼演繹成「供居家小老

百姓用的康德」，人天賦不可剝奪的權利最終演變成與公民身份之間無以調解，從而

打造出難民的政治難題，在曾經被視為解放契機的左翼思想中，馬克思對勞動「力」

的闡述與或許可能被簡化的，作為法則的歷史概念，更簡直是一場災難。我的博士論

文檢視了當代各種生命政治論述在彼此交鋒中所呈現的「過去與未來之間」張力，探

究奠定現代政治的契約法權中，其中作為免疫或例外狀態裸命的生命政治法理。

　　另一方面，也探究那些在現代政治的理論配置中，本居於增補性位置的活動，又

是如何錯位成核心的治理實踐？那些阿岡本所說的，在「現代政治思想在種種抽象，

像是法律、總意志以及大眾民主這各種的迷思中迷失」，所「無法面對核心的政治問

題」。在生命政治的理論脈絡下，這是警治機器的自體擴張，既無視於體制是民主或

極權，極權體制可以用臉部辨識系統在演唱會抓通緝犯，民主體制也可以用天網在演

唱會抓違規者；也是警治邏輯對其他領域的滲透，特別是戰爭，以致於在我們這個時

代，不再預設平等對手的軍事行動越來越像技術性的維安行動；香港「速龍小隊」對

抗爭的鎮壓模糊了維安與戰爭的界線。

　　戰爭以維和之名治安化，治安以預處之名戰爭化，例外與常態何以不再有所區

隔？我在博士論文中以過渡性「閾界」（threshold）的永久化來界定新自由主義主

體生產的核心原則，它將生命與死亡以分子化的方式，滲透到一切關係中，藉由各種

不同安全與風險的調節，並在不同的層次上實現互兌，其教義如傅柯所說「危險地活

著」。這是現代政治在抽象平等公民身份之外的另一個側面，它無懼於生產「低端人

口」，所有人都是潛在的低端人口，不管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大驅離」，還是治安部

署的局部性驅逐，恐懼成為低端人口的情緒讓現代中產階級自負又脆弱，既孕育出排

外與種族主義，又滋長對赤貧階級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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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本體論即政治，意味著思想與理論的構思，也是另一種政治行動的潛在可

能，「哲學」是概念的創造，生成「逃逸線」（line of flight）的創造，逃逸的創造

起於對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甚至訛傳。鄂蘭將現代政治困境總結為「我們

得到了遺產，卻沒有任何遺囑」。我相信，對於思想理論的探究，同時也是腳注我們

所繼承遺產的嘗試。因此，我也關注各種既有的政治語彙，諸如主權、治理、制憲、

人民乃至於「政治」本身，如何或者通過挖掘不同的系譜，或者通過現實的對應，而

被重新賦予新的內涵，而激盪出全新的力量。過去對於史賓諾莎的興趣，以及博士論

文中對於Antonio Negri所引申的「雜眾」（multitude）概念，讓我同時也關注得

以突破現代政治的集體性主體想像，因此，目前的研究關注對集體政治現象的理論性

反思，特別是基進民主所提出的左翼民粹戰略以及當代思想中的革命論述。

　　關於思想理論研究的志業，我並無雄心重建一個真實不容辯駁的思想權威形象，

它可能也並不存在；我也無意追隨劍橋史家，重建在特定語言論戰脈絡下哲人的意

圖。理論是時代的病理學，或如阿圖塞所說，是對未來的預支（anticipation），它

有賴於對現實必然與被迫的敏銳，甚至要求不合時宜的召喚。我不問「他們能對我們

說什麼？」，「他們會如何看待我們的時代」也實屬唐突。我的志業，源自學生時代

的追問始終是：我們的時代，會如何在他們的思想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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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開始的倫理學哲思
撰文／哲學學門：陳奕融

　　從小學、國中到高中，相較於自己

特別感興趣的科目，我倒是比較容易注

意到自己沒有太大興趣的科目是什麼。

儘管我對生物頗有興趣，但由於對物理

和化學實在沒什麼好感，我在國中時早

早就相信自己高中念的會是社會組而非

自然組。高中以後，我發現自己對商管

類學科沒有什麼憧憬，也難以想像做生

意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所以在選填大學志願時，就理所當然地撇除商管類學系，在

志願卡上一一劃註人文、社會科學學系（經濟除外）的代號，最後隨著分發進入法律

系就讀。

　　在法律系的日子裡，或許是我當時年紀甚輕，不夠了解法律之於調解社會紛爭的

重要性，也或許是我一開始接觸法律時沒有遇到自己的伯樂，也或許是大學生活有更

多有趣的事情吸引著我⋯⋯。總之，雖然法律是一門有著明確目標的科系（考上律

師、司法官），我卻不認為這是自己將來也要走上的道路。「然而如果不這樣做，我

又能有哪些選擇？」我雖然想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也不知道該從何找起。

　　大二時我修了一門「老子哲學」的課程，想一窺法律以外的知識是什麼模樣。對

於國、高中時代只認識儒家經典的我，無為、逍遙的道家思想為我打開一番不同的景

色，深深吸引當時想要尋找一條另類道路的我，也引起我對「哲學」的興趣。恰巧高

中同學也有人念哲學系，我們便一起開讀書會準備研究所考試。我就像隻小白兔般誤

打誤撞地走進哲學的叢林裡。

　　在與智慧談戀愛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於倫理學（道德哲學）最感興趣。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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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一門關於倫理學的研究所課程中，老師一開始便請大家分享自己修這門課的起

心動念。我曾經是法律系的學生，知道家人、社會對於法律系學生抱著怎樣的期待，

但一方面也覺得自己活著似乎不只是為了滿足旁人的期待。於是當時我給出的回答大

概是：想要了解應該如何在人際關係的要求與自我意志的伸展中取得平衡（順便拿幾

個學分）。我想正是這樣的關懷使我決定投入倫理學的領域。回想起來在法律系的課

程中，我對於刑法、民法中的親屬篇特別感興趣（其他民商法則是完全提不起勁），

或許也是因為這二門課可以讓我快速意識到當中有著許多倫理爭議的緣故。

　　衡諸倫理學中的各項主張，啟蒙時代的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強調

道德是理性存有者的自我立法，每個人不應該只被當成是達成目的之工具，高舉人性

尊嚴的想法特別讓我醉心。我的碩士論文便以康德對說謊的看法為題，試圖指出他的

倫理學體系其實不會要求一個人在任何時刻都不能說謊。至於博士論文，我則從規範

倫理學走向後設倫理學，嘗試回答「我為什麼應該遵守道德要求？」的雋永探問。

　　根據我的分析，一個妥善回答這個問題的理論要能說明道德要求的四個重要特

徵：對行為造成約束的規範性；當事人無法恣意推諉的不可逃避性；當互相衝突時會

凌越其他類型的規範要求的優先性；若無正當理由而違反就會受到譴責的可問責性。

我也以當前學界討論度正高的「理由」概念做為討論平臺，將這個問題改寫為「我有

沒有理由遵守道德要求？」探討哪一個主流的理由觀點最能成功說明道德要求的上述

特徵。在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要調和道德要求的規範性與可問責性

其實非常不容易，雖然我在論文給出了初步回答，但當中還有許多值得探究的議題。

現階段，我也打算繼續從主體能動性（agency）和關係性的角度，思索這些相關的

道德議題。

　　大學時代頂著法律系的光環，讓我透過親友、鄰居的介紹得到一些家教機會。由

於是介紹而來的工作，我不需要承受太大的教學壓力，想著如何讓學生考高分。我可

以按部就班地教我認為重要的東西。但也因為是介紹而來的工作，學生不見得個個都

有念書的動力。看著父母花錢提供孩子更多念書的機會，孩子卻總是在上課時心不在

焉，我的心裡自然會過意不去。念了博士班後，我很快就有了到其他學校兼課任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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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這個經驗讓我感觸良多。一方面是因為我離開了所謂的名校，臺下的學生不再

那樣有求知欲與學習動力，一方面是我不再只是「一打一」或「一打二」，而是要

「一打四、五十或更多」，這都使我必須想方設法提升學生的注意力，讓他們對課程

內容「有感」。我也是在這時更清楚意識到自己在當家教時就隱隱約約產生的疑惑：

如何讓學生對我的教學內容更有興趣？有更多的理解？

　　在決定繼續考研究所的時候，除了對哲學感興趣，我的另一個想法是：反正自己

愛說話，如果真的就這樣走上學術之路，也不至於水土不服。進入研究所後擔任課程

助教，直到自己外出任教後，這一連串的經驗讓我體悟到自己真的滿喜歡這條路，也

願意接受迎面而來的挑戰。不過，隨著對學術界的認識越多，我也看到這個行業的辛

苦與無奈，更意識到自己做為當中一員，仍有太多太多不足之處。但整體而言，我還

是很慶辛自己踏上了這條路。因為接觸哲學而認識的許多人事物，為我這半生提供充

足的養分，我非常感激有與它們相遇相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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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中的新思維
撰文／法律學門：駱怡辰

　　我是駱怡辰，很榮幸能夠成為領航計畫的一

員。2012年我以申請博班為目標就讀哈佛法學院

的LL.M. program，原本想要做美國憲政思想的

研究。但秋季學期在Scott Brewer的課堂上，我

認識到法律論理方法的博大精深，開始對美國的

案例論理方法產生了興趣。Brewer主要是以邏輯

學，將美國普通法common law中的法律論理方

式區分為四類，亦即演繹法（deduction）、歸

納法（induction）、類比法（analogy）與歸因

法（abduction）。相對於歐陸法學方法仰賴演繹法當中狹義的三段式論法（syllo-

gism）為論理表述的方法，不同種的邏輯工具更能夠凸顯不同論理方法的特徵。特

別是類比模型被用來描述案例論理過程時，可以更清楚地呈現具體事實特徵如何引導

出法律應該做成相同或不同處分的結論，進而幫助我們描述、分析、判斷，何謂好或

壞的案例論理。

　　在我撰寫論文計畫書的時候，臺灣的司法實務界與學界正熱烈討論「判例」制度

應否廢除、判決如何引用在裁判中、以及案件具體事實使用到案例論理的問題。我在

進入博士班S.J.D. program時，Brewer成為我的指導教授，我開始更一般性地、對

臺灣案例方法學的研究產生好奇。相對於美國法高度理論化並且脈絡化的案例法討

論，臺灣主要受到傳統歐陸德國法學的影響，抽象化案例中的規則，並將規則置於三

段式論法的框架中進行法律論述。我的博士論文其中一部分就是比較美國與德國案例

方法理論（case-law reasoning）兩者之間的模型差異。

　　我在美國疫情嚴峻的時候畢業回到臺灣，計畫繼續針對臺灣本土的案例論理方法

進行研究，在比較方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從法院組織、憲法體制的面向，探究法律

論理在臺灣的歷史與制度脈絡下，如何可能建構自己的論理模式。



高颺新聲

fellow

51

甘之如飴的經世之路
撰文／經濟學門：林朕陞

一、「經」世人生

　　大家好，我是林朕陞，經濟學博士。自2003

年踏進經濟系已有了18個年頭，請勿利用小學數

學探測我的年齡，從東吳學士、臺大碩士到政大

博士，畢業進入中研院經濟所做博士後研究，一

路走來始終如一，它陪伴我走過了很長一段人生

青春歲月，因此我稱之為「經」世人生，一點也

不為過。但是，離開校園和中研院的保護傘出來

謀求教職的現階段，反倒有點像是「驚」世人

生，雖然我經常被優秀的前輩們做職前教育，但

親身經歷後內心仍舊感受強烈。我的恩師中研院

經濟所周雨田教授，經常對我說：「在學術圈就是要臉皮夠厚阿，不要怕丟臉，才會

有機會」。今年能夠順利來到科技部人社中心的大家庭，與來自人文社會各領域的專

家學者共事，我深感榮幸之至，也想藉此機會感謝周雨田教授多年來的鼓勵與指導，

開闊了我的學術視野及人生。

　　話說回來，很多人常常問：「什麼是經濟 (economy) 呢？」或許你經常聽到，

但似乎非常陌生。其實，這個字源於希臘字，原意為「管理家計單位的人」。乍看之

下，這個字源好像有點無法理解。然而，事實上，家計單位與經濟社會有著許多相似

之處。一家計單位天天面臨許多抉擇，例如：誰煮晚餐？誰負責洗碗、倒垃圾？誰可

以在飯後甜點多吃一塊法式馬卡龍？誰有權利選擇電視節目？換言之，家計單位必須

在不同成員之間進行「稀少性」(scarcity) 資源的分配。相對地，社會就像家計單位

一樣，也面臨許多抉擇。例如：誰要從事生產？該選擇甚麼工具生產？誰可以買到商

品與服務？誰可以先打COVID-19疫苗？誰有資格申請防疫紓困4.0方案？會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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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捨 (trade-off)，就在於資源的稀少性，如何管理社會資源便顯得十分重要。

　　「經濟學」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應運而生。具體而言，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經濟社

會如何管理稀少性資源的科學。但是，在大多數的經濟社會中，資源並非經由單一中

央集權者分配，而是透過數以百萬計的家計單位和廠商的共同行為來進行分配。因

此，經濟學家研究人們如何做抉擇：人們一周要工作多久；要花多少錢買商品；儲蓄

多少以及如何投資。經濟學家也研究人們之間的互動：檢視一罐500ml的酒精商品在

眾多的消費者與生產者中如何共同決定銷售價格與數量。最後，經濟學家分析影響總

體經濟的趨勢與力量，包括國民所得的成長、失業人口的比例，以及物價上漲的速

度。19世紀偉大的經濟學家馬歇爾 (Alfred Marshall)，在他的教科書經濟學原理 

(Principle of Economics) 中寫道：「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在日常商業生活中的行

為。」

　　這裡我藉此機會分享了我的經世人生及提供讀者們對於經濟學的概括認識，希望

讀者們能從我的介紹中找到您的樂趣，讓更多的朋友愛上經濟學。

二、刻「模」歷程

　　接者，我想談談我的學術研究。我的研究領域包括：時間序列分析、總體實證、

以及財務實證。具體來說，我運用時間序列數據在地下經濟部門估測及金融資產波動

率建模與預測領域進行了廣泛的實證研究，因此我將自己認定是一位應用計量經濟學

者。應用計量經濟學著重於建立及應用數學模型，將特定的經濟現象予以量化解釋。

因此，我必須從實際數據中抽絲剝繭，在既有的經濟或財務理論之基礎上，建立最符

合實際情況的實證模型，並加以驗證理論的適切性，畢竟理論都是建構在一個象牙塔

中，也就是說建立在許多理想的假設上，雖然讓我們更容易了解世界的運作，但有時

也會脫離實際的狀況。而我就像是一位模型雕刻師，刻「模」歷程就是在講述我從事

學術研究的建模過程。

　　目前，我的研究關注於臺灣地下經濟 (underground economy) 的發展，已有兩

篇論文發表在《經濟論文》與《經濟研究》。根據我的研究顯示，我國2020年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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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規模占國內生產毛額 (GDP) 比率為28.62%，若以2020年GDP總額約為19.77兆

計算，地下經濟的金額就高達5.66兆元，再以2020年臺灣租稅負擔率（不含社會安全

捐）為12.2% 計算，一年國庫就損失高達約6,900億元的稅收，占2020年總稅收約

29%。至於地下經濟的來源，主要來自攤販、地下金融、（賽鴿）賭博、走私、色情

行業、日租套房、夜店、特種飲食業、電子商務等。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7年「攤

販經營概況調查」統計，其實我國攤販全年營業收入只有5,395億元，占比高達5.66

兆元的地下經濟規模並不算高。另外，地下經濟的高度發展可說是「弊多於利」，不

僅會扭曲經濟指標、干擾地上經濟的運作以及政府稅收的大幅減少，終將影響國家的

發展與政府施政的成效。因此，在追求國家發展的進程中，如何有效控管地下經濟是

一項值得深思的政策議題。我研究的內容則包括：租稅負擔與地下經濟的門檻效果、

地下經濟與所得不均度的門檻效果，以及地下經濟在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成長中的角

色。

　　除了總體經濟領域之外，我對於金融市場波動率 (volatility) 的估計、建模及預

測也有相當的研究。在財務金融領域，波動率常被用來衡量風險 (risk) 程度，因此波

動率與風險控管、資產定價以及投資組合分析等都有直接的關聯。我的指導教授中研

院經濟所周雨田研究員在2005年首先發表以價格變幅 (price range) 為基礎的自迴歸

變幅 (CARR) 波動模型，引起財務學界高度重視，我依循CARR模型的架構提出多種

的擴充：(1) 考量多期變幅來捕捉波動的持久性 (persistence)，改善CARR模型短期

記憶 (short memory) 的缺點，提出了跨期CARR (MHCARR) 模型；(2) 從變幅中分

離出連續與跳躍的兩個部分，提出CARR-CJ模型，強調連續與跳躍具有不對稱的動

態波動行程，以強化CARR模型在樣本內與樣本外的預測表現；(3) 在一段時間內，

考量最高價與最低價的發生順序，重新定義出signed range，提出CARSR模型，以

容納更多的動態模型設定，結果顯示變幅的趨勢方向有助於提升模型的預測表現。

　　我的研究融合了總體經濟與財務計量，以符合現今研究人員應該具備多學科整合

的思考模式，才能跨越現有的界線，找到更創新的研究方法，獲得更具有實際應用價

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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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甘之如「飴」

　　學術生涯可說是既漫長又孤獨，但是關關難過關關過，也才能夠繼續活著。以前

要攻讀博士班時，學長就語重心長的表示：「別想不開」，當時的我其實無法體會，

但如今的我卻很有體悟，因為我們將人生最珍貴的青春歲月奉獻給了研究，一個充滿

不確定性的一份職業。許多的研究是看不到盡頭的，就跟藝術創作一樣，沒靈感時就

連多寫一個字都痛苦，而有靈感來時文思泉湧、振筆疾書，不過大多時候都是處於前

者，好不容易將文章完成，此時文章要投稿期刊又是進入另一個非常漫長、孤獨的等

待歲月。這樣的學術生涯就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若不能懂得甘之如飴，我想也不

太適合從事學術工作。最後，再次感謝兩位指導教授周雨田研究員與政治大學經濟學

系洪福聲主任，以及科技部人社中心何明修主任。



高颺新聲

fellow

55

前往另類未知之境的永恆探尋
撰文／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賴慧玲

　　高中時，我曾納悶自己成長、生活的中部

小鄉鎮，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這裡曾經以種

植豌豆聞名，靠近行政中心的住宅區周圍隨處

可見大片綠油油的稻田。但田間穿插著鐵皮工

廠，近年還有加速增生的趨勢，嶄新水泥和冰

冷鐵皮散發的氣息，與巷弄內被榕樹纏繞盤

據、陰暗頹圮的紅磚瓦房形成明顯的對比。在

臺北就讀大學時認識的都市朋友，稱我家為

「鄉下」，但在我自小的認知中，鄉下指的是

更靠山或靠海的農業生產地帶，而不是這樣農

工混雜、靠近縣轄市的鄉鎮。更精確地說，這裡像是城鄉之間的過渡和交錯，兩邊都

說不太上，也都成不了。

　　地理學家Dorren Massey 認為地方和空間，是一種透過與外界連結流動、不斷

變化生成的相對存在。我所熟悉的家鄉風景，可以說是上個世紀臺灣由農業社會快速

轉向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時代巨輪、國際分工體系層層轉包滲透至臺灣鄉村的家庭代

工浪潮、臺灣都市及產業空間重塑、與各種在地想望、價值觀和行動，共同交織而

成。生活在其中的人地關係，也同樣糾結複雜。我景仰祖父母一生扎根在家鄉土地所

長出的樸實堅毅，但也害怕受困，總是想知道自己能走得多遠。大學時我選擇了外文

系，之後再到英國里茲大學 (university of Leeds) 修讀維多利亞文學碩士，是地理

意義上的遠行，也是精神意義上，將自己安置在一個與成長環境全然不同卻一樣真實

的世界。

　　畢業後我回到母校臺灣大學擔任行政工作，因緣際會參加環境資訊協會主辦的社

區大學環境公民記者課程，開始從環境及農村運動的視角，與和家鄉相似的地方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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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連結。那段利用假日和上班時間請假跑現場、到街頭聲援的熱血時光，最終帶我

走上環境研究之路。我先在2013年取得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地理系「環境、科學與社會」碩士，2015年春天再赴荷蘭，到以發展學見

長的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國際社會科學研究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攻讀政治生態學博士。

　　我的博士論文「Placing Sustainability: Geo-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of 

Grassroots Innovations and Placing-making Politics in Taiwan」是以臺灣三個

公民電廠及另類農糧網絡案例，提出以地方為核心的分析架構來更適切地理解草根創

新 (grassroots innovation) 實驗的轉型潛力。好不容易遠赴歐洲求學的我，選擇回

到熟悉的臺灣農鄉進行田野，乍看之下似乎有些弔詭。但和研究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一

樣，我追求的仍是不同於臺灣生活現實的另類存在 (alternatives)：理解這些田野經

歷過的空間歷史軌跡，並思考另一種生活方式和地方樣貌如何發生。

　　政治生態學和永續轉型研究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Research) 已為這樣

的探求累積了不少線索。永續轉型研究雖已盛行歐美學界逾二十年，但在臺灣才剛起

步。作為率先關注這項課題的研究者之一，我將草根利基 (grassroots niche) 從傳統

定義中「被保護的空間」重新界定為一個「混雜的空間」(a hybrid space)，根植於

特定而動態的歷史地理情境之中，透過社區內外異質成員之間的串聯政治行動而產生

及維繫。接著，我擴展地理學者Joseph Pierce 等人提出之相關性地方形塑框架 

(relational place-making framework) ，探究草根創新如何從所處社區推動的地方

形塑過程中興起和共同演進；並援引政治生態學、政治經濟學與人文地理對於資本擴

張邏輯造成社會及地理關係重塑之研究，將此超越社區尺度的地方形塑過程一併納入

考察。

　　我的研究核心，即在於草根創新 (如公民電廠和另類農糧網絡) 如何與其他草根

行動 (如環境抗爭) 互動，共同鑲嵌在社區內部和外部交互的地方形塑政治 (internal 

and external place-making politics) 之中生成和發展。由此，將可檢視過往轉型議

程 (如能源轉型) 所忽視的地方脈絡、發展需求和地方政治的運作，了解草根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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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意涵以及社會空間面向 (socio-spatial domain) 的永續發展思維，進而與以社會

科技系統 (socio-technical systems) 為核心的永續轉型思維交互參照。我的研究發

現，草根創新不只常有跨部門的傾向，並常與其他草根行動互援。以單一社會科技系

統視角理解草根創新，不僅容易忽視草根行動者的主體性、動機、需求和目標，亦可

能強化其所處的結構性不平等。此外，我的研究主張社會空間的歷史轉化與社會科技

系統轉型具有共同的結構脈絡，將草根創新與其他以地方為主體的草根行動連結探

討，將更能理解其在空間、系統與結構三重面向的轉型潛力。

　　博士研究之餘，我也利用身處歐洲之便，到荷蘭瓦赫寧恩大學、芬蘭赫爾辛基大

學與英國薩塞克斯大學進修政治生態學與永續轉型相關的暑期課程。並以獨立環境記

者的身分翻譯、採訪和撰寫國際環境訊息，發表於《環境資訊電子報》和《低碳生活

部落格》等網路媒體，包括2015 年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及2017年波昂氣候峰會的現

場報導，以及數篇荷蘭、英國氣候變遷政策及能源轉型行動的深度報導。其中，「荷

蘭烏特勒支城市能源對話」系列報導獲得民間社會及公部門迴響，曾應環保團體與經

濟部能源局之邀進行公開講座和內部演講，並間接促成2017年由環團與新北市政府

合辦之「公民一齊轉：能源轉型，不能沒有『民』」國際論壇活動，為臺灣公民參與

城市能源轉型的創舉。

　　2021年初取得博士學位後，很榮幸加入了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大家

庭。我期待能在這個欣欣向榮的學術苗圃中學習成長，完成讓自己衷心喜愛的研究，

並開啟下一趟前往未知之境的旅程，找到能夠安放身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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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行事曆（2021年8月至10月）

　　2021年8月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習營：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究網站：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補助學術期刊開放取用暨數位傳播：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2021年10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

　　 補助期刊編輯費用：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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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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行事曆（2021年8月至10月）

　　2021年8月

　　8/30（一）：《研下知疫》論壇：知識與災疫的距離

　　2021年9月

　　9/10（五）：Practice and meaning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in Taiwan 

　　　　　　　　and China　環境公民權之意義和實踐：台灣與中國的個案分析

　　9/24（五）：管理二學門人文大師下午茶

　　2021年10月

　　10/8（五）：科技部計畫寫作工作坊社科場

　　10/22（五）：跨領域論壇社科場1：「全球疫情下民主與威權政體的治理挑戰」

　　10/29（五）：科技部計畫寫作工作坊人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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