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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i

　　7月27日，臺灣COVID-19疫情趨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降級不解封，人們逐漸回

歸疫情前的生活，許多學術交流活動也逐漸醞釀成形。然而，隨著9月中旬Delta病毒進入臺

灣，面對變種病毒強大的傳染力，我們仍須維持高度警覺，保持社交距離，落實防疫生活。

中心於8月10日取消分層及居家辦公，但仍嚴格執行人員出入登記、清潔消毒及測量體溫。

學術活動部分，也因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或是改為線上會議辦理，或是積極尋找可以

維持防疫規定的場地。

　　面對疫情，中心仍持續關注學界的需求，滾動式調整各業務執行的方式，同時新增「補

助舉辦學術性專書及經典譯注新書發表會」試辦方案，希望方案上線後，能夠為學術性專書

出版帶來更多宣傳效益，提高學術研究的傳播度與影響力，推廣獲本中心補助出版之學術性

專書及經典譯注。此外，中心於9月開始，再次啟動博士領航計畫的徵才，期許為中心延攬

更多人才，培育青年學者加入學術界的大家庭。

　　本期力邀林美香特聘教授、王麗斐教授、陳威霖助理教授及謝國欣助理教授，分享研究

議題及業務執行成果：林美香分享學術歷程，由女性治國、服飾文化史以及島嶼研究的旅

程；陳威霖關懷青少年及年輕成人成長路途的起伏；王麗斐娓娓道來研究群的形成與效益；

謝國欣藉由案例延伸思考法律與AI發展的千絲萬縷。

　　同時，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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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受到

疫情影響，但下半年的活動不斷在疫情變化中調整適合的舉辦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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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影片可以到YouTube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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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people

林美香：三個十年的女性敘事
            ──治國、服飾以及島嶼的脈絡書寫

採訪／李宛芝、連采宜　　撰文／連采宜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林美香特聘教授的著作《身體

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獲得第八屆中央研

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自取得博士學位以

來，林美香的研究方向約以每十年為一期，至今可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女性統治（1997-2007），其次是服

飾文化史（2007-2017），最近展開的議題則是島嶼研究

（2017-）。雖然這三個研究領域看起來並不互屬，甚至可

說是天壤之別，但林美香認為，這些主題不但有相當程度

上的關聯，而且彼此包容、相互延展。

女性統治、服飾脈絡與島嶼故事

　　林美香留學英國，最初研究的起點是16至17世紀歐洲和英國史。歐洲傳統社會

將女性視為「第二性」的看法，在14世紀之前幾乎未曾受到過挑戰，直到16世紀，

十五歲的愛德華六世辭世後，都鐸王朝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開啟女人治國的時代。

　　2007年，林美香出版了第一本書《女人可以治國嗎？：十六世紀不列顛女性統

治之辯》（Can a Woman Rule a Kingdom? The Debate of Gynecocracy in Six-

teenth-Century Britain），書中詳細探討誕生了女性統治者的英格蘭，面臨的不僅

是單純的性別問題，而是涵蓋並重塑了政治、宗教以及社會文化建構下的性別概念。

歷史上著名的兩位女王「血腥瑪莉」瑪莉一世（Mary I），以及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的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從宗教改革的多方角力開始，到全面執政的統御能

力皆不容小覷。尤其伊莉莎白一世主政的黃金盛世，是英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無

論是在文學、詩歌或是戲劇的水準，都有了長足的躍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

speare，1564-1616）等人的作品，將文學藝術推上全新的巔峰，造就英格蘭文藝復

興。林美香更比較了同時代的法國、日耳曼地區等歐陸國家，豐富女性統治議題的討

論面向。

　　但女性統治所牽涉的不僅是政治或宗教議題，女性統治的成功與否，也與女王個

人形象的塑造密切相關，於是林美香開始思考，「女王怎麼說話？穿什麼衣服」？她

發現女王的談話與外在形象表現，皆與服飾及其象徵意涵有密切關係，於是她既研究

「看得見的服裝」（物質面），也探查「看不見的服裝」，即服飾所表達的文化意涵

（思維面），或稱為「服飾語言」。自此將研究範疇由女性統治拓展到服飾文化史，

也打開了《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的研究契機。

　　伊莉莎白女王任內曾頒布多次服飾法（clothing laws），規範英格蘭不同身份

的人民可穿的衣服顏色、材質，以及服裝費用。法令內容強化了社會結構，也凸顯了

服飾在政治以及社會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林美香指出：在歐洲近代早期，服裝

與權力有密切的連結，服裝在昭告權力的同時，其實也昭告了秩序；每個人以自己應

穿著的服裝各安其位、各盡其份，服裝不僅形塑社會角色，也表達家族與國族認同。

　　在《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一書中，林美香以文藝復興、宗教

改革和國際貿易所帶來的思想變動為背景，以當代一般人共有的思維方式、共有的觀

看方式，從服飾切入，爬梳近代歐洲思想的多方面貌，系統整理了與服飾相關的四項

觀念：「文雅」（civility）、「中性之事」（adiaphora）、秩序（order），以及

「國族」（nationhood）。她觀察尋常可見的物件如何承載觀念，而這些觀念又如

何隨著社會變遷而變遷，交織出物質與思想文化的綿密聯繫。

　　《身體的身體》一書中，林美香所處理的最後一項議題是服裝與國族區隔間的關

係，這也成為她之後持續關注的研究主題，從不列顛的島嶼特質入手，進而由服飾文

化史轉向國族認同。她指出，史學上的「島嶼時代」已經開啟，越來越多史學家注意

到以島嶼為主體的研究（Nissology），而不列顛與臺灣同屬島嶼，其歷史經驗更值

得借鏡。

　　

　　林美香與「島嶼」的緣分頗深，出生在馬祖西莒小島，小學時舉家遷至臺灣本

島，在臺灣成長後留學不列顛群島，她自陳她的生命是一連串跳島的旅程，從一個島

嶼遷移到另一個島嶼。她也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對島嶼的想像和詮釋通常是比

較負面的，是封閉、孤立的，但近年來我們的日常用語中，已經越來越常使用「島

嶼」一詞，而且多與正面的文化、文學、藝術相連結。我們日漸能以較為客觀或肯定

的心態思索島嶼的一切。至於不列顛，自中古時期以來，不列顛的國族認同一直和島

嶼性密切聯合，島嶼性是不列顛認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林美香表示，接下來第三個十年的研究主題，會繼續探索不列顛的歷史書寫，及

其島嶼描述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中古早期以來，不列顛人便歌頌他們的島嶼地理

特性，海洋是他們的護城河，保護他們免於受到歐陸的各種威脅，這種心態在近年主

張脫歐的議題上更為明顯，未來會如何發展值得繼續觀察。

在不同的場域自在優游

　　林美香過去的研究涵蓋了英國史、近代早期歐洲史、歐洲服飾文化史及文藝復興

史等方面，從女性統治到服飾再到國族研究，不論領域為何，對她而言，都是發掘自

己與發現新議題的過程。她的專書寫作並未事先規畫了什麼，才去尋求理論來證明，

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最後成就一本前後呼應、脈絡完整的作品。

　　目前林美香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長，她認為歷史學對處理行政工作

是有幫助的，史學教導我們如何掌握脈絡，看到問題會積極了解過程，不帶理論框架

去理解，問題便容易解決。教學場域的回饋則是另一種收穫，幾年前林美香為課程討

論，在臉書上成立了粉絲專頁「不列顛史課程專頁」，讓學生將個人研究成果發表在

專頁上，漸漸累積出多篇主題式貼文。近幾年在助理協助下，也時常刊登與不列顛相

關的研究講座、書籍及電影，吸引許多人閱讀按讚。

　　從女性統治到服飾觀念史，再到島嶼的國族認同，這些不同的知識領域，如同在

水面上看起來像是一個一個孤立的島嶼，但在水面下卻是連在一起的。在林美香邁向

第三個十年的跳島研究中，豐盛的文化能量與知識的鉤沉撞擊，能在不同的場域裡自

在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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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林美香特聘教授的著作《身體

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獲得第八屆中央研

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自取得博士學位以

來，林美香的研究方向約以每十年為一期，至今可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女性統治（1997-2007），其次是服

飾文化史（2007-2017），最近展開的議題則是島嶼研究

（2017-）。雖然這三個研究領域看起來並不互屬，甚至可

說是天壤之別，但林美香認為，這些主題不但有相當程度

上的關聯，而且彼此包容、相互延展。

女性統治、服飾脈絡與島嶼故事

　　林美香留學英國，最初研究的起點是16至17世紀歐洲和英國史。歐洲傳統社會

將女性視為「第二性」的看法，在14世紀之前幾乎未曾受到過挑戰，直到16世紀，

十五歲的愛德華六世辭世後，都鐸王朝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開啟女人治國的時代。

　　2007年，林美香出版了第一本書《女人可以治國嗎？：十六世紀不列顛女性統

治之辯》（Can a Woman Rule a Kingdom? The Debate of Gynecocracy in Six-

teenth-Century Britain），書中詳細探討誕生了女性統治者的英格蘭，面臨的不僅

是單純的性別問題，而是涵蓋並重塑了政治、宗教以及社會文化建構下的性別概念。

歷史上著名的兩位女王「血腥瑪莉」瑪莉一世（Mary I），以及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的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從宗教改革的多方角力開始，到全面執政的統御能

力皆不容小覷。尤其伊莉莎白一世主政的黃金盛世，是英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無

論是在文學、詩歌或是戲劇的水準，都有了長足的躍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

speare，1564-1616）等人的作品，將文學藝術推上全新的巔峰，造就英格蘭文藝復

興。林美香更比較了同時代的法國、日耳曼地區等歐陸國家，豐富女性統治議題的討

論面向。

　　但女性統治所牽涉的不僅是政治或宗教議題，女性統治的成功與否，也與女王個

人形象的塑造密切相關，於是林美香開始思考，「女王怎麼說話？穿什麼衣服」？她

發現女王的談話與外在形象表現，皆與服飾及其象徵意涵有密切關係，於是她既研究

「看得見的服裝」（物質面），也探查「看不見的服裝」，即服飾所表達的文化意涵

（思維面），或稱為「服飾語言」。自此將研究範疇由女性統治拓展到服飾文化史，

也打開了《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的研究契機。

　　伊莉莎白女王任內曾頒布多次服飾法（clothing laws），規範英格蘭不同身份

的人民可穿的衣服顏色、材質，以及服裝費用。法令內容強化了社會結構，也凸顯了

服飾在政治以及社會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林美香指出：在歐洲近代早期，服裝

與權力有密切的連結，服裝在昭告權力的同時，其實也昭告了秩序；每個人以自己應

穿著的服裝各安其位、各盡其份，服裝不僅形塑社會角色，也表達家族與國族認同。

　　在《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一書中，林美香以文藝復興、宗教

改革和國際貿易所帶來的思想變動為背景，以當代一般人共有的思維方式、共有的觀

看方式，從服飾切入，爬梳近代歐洲思想的多方面貌，系統整理了與服飾相關的四項

觀念：「文雅」（civility）、「中性之事」（adiaphora）、秩序（order），以及

「國族」（nationhood）。她觀察尋常可見的物件如何承載觀念，而這些觀念又如

何隨著社會變遷而變遷，交織出物質與思想文化的綿密聯繫。

　　《身體的身體》一書中，林美香所處理的最後一項議題是服裝與國族區隔間的關

係，這也成為她之後持續關注的研究主題，從不列顛的島嶼特質入手，進而由服飾文

化史轉向國族認同。她指出，史學上的「島嶼時代」已經開啟，越來越多史學家注意

到以島嶼為主體的研究（Nissology），而不列顛與臺灣同屬島嶼，其歷史經驗更值

得借鏡。

　　

　　林美香與「島嶼」的緣分頗深，出生在馬祖西莒小島，小學時舉家遷至臺灣本

島，在臺灣成長後留學不列顛群島，她自陳她的生命是一連串跳島的旅程，從一個島

嶼遷移到另一個島嶼。她也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對島嶼的想像和詮釋通常是比

較負面的，是封閉、孤立的，但近年來我們的日常用語中，已經越來越常使用「島

嶼」一詞，而且多與正面的文化、文學、藝術相連結。我們日漸能以較為客觀或肯定

的心態思索島嶼的一切。至於不列顛，自中古時期以來，不列顛的國族認同一直和島

嶼性密切聯合，島嶼性是不列顛認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林美香表示，接下來第三個十年的研究主題，會繼續探索不列顛的歷史書寫，及

其島嶼描述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中古早期以來，不列顛人便歌頌他們的島嶼地理

特性，海洋是他們的護城河，保護他們免於受到歐陸的各種威脅，這種心態在近年主

張脫歐的議題上更為明顯，未來會如何發展值得繼續觀察。

在不同的場域自在優游

　　林美香過去的研究涵蓋了英國史、近代早期歐洲史、歐洲服飾文化史及文藝復興

史等方面，從女性統治到服飾再到國族研究，不論領域為何，對她而言，都是發掘自

己與發現新議題的過程。她的專書寫作並未事先規畫了什麼，才去尋求理論來證明，

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最後成就一本前後呼應、脈絡完整的作品。

　　目前林美香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長，她認為歷史學對處理行政工作

是有幫助的，史學教導我們如何掌握脈絡，看到問題會積極了解過程，不帶理論框架

去理解，問題便容易解決。教學場域的回饋則是另一種收穫，幾年前林美香為課程討

論，在臉書上成立了粉絲專頁「不列顛史課程專頁」，讓學生將個人研究成果發表在

專頁上，漸漸累積出多篇主題式貼文。近幾年在助理協助下，也時常刊登與不列顛相

關的研究講座、書籍及電影，吸引許多人閱讀按讚。

　　從女性統治到服飾觀念史，再到島嶼的國族認同，這些不同的知識領域，如同在

水面上看起來像是一個一個孤立的島嶼，但在水面下卻是連在一起的。在林美香邁向

第三個十年的跳島研究中，豐盛的文化能量與知識的鉤沉撞擊，能在不同的場域裡自

在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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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林美香特聘教授的著作《身體

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獲得第八屆中央研

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自取得博士學位以

來，林美香的研究方向約以每十年為一期，至今可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女性統治（1997-2007），其次是服

飾文化史（2007-2017），最近展開的議題則是島嶼研究

（2017-）。雖然這三個研究領域看起來並不互屬，甚至可

說是天壤之別，但林美香認為，這些主題不但有相當程度

上的關聯，而且彼此包容、相互延展。

女性統治、服飾脈絡與島嶼故事

　　林美香留學英國，最初研究的起點是16至17世紀歐洲和英國史。歐洲傳統社會

將女性視為「第二性」的看法，在14世紀之前幾乎未曾受到過挑戰，直到16世紀，

十五歲的愛德華六世辭世後，都鐸王朝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開啟女人治國的時代。

　　2007年，林美香出版了第一本書《女人可以治國嗎？：十六世紀不列顛女性統

治之辯》（Can a Woman Rule a Kingdom? The Debate of Gynecocracy in Six-

teenth-Century Britain），書中詳細探討誕生了女性統治者的英格蘭，面臨的不僅

是單純的性別問題，而是涵蓋並重塑了政治、宗教以及社會文化建構下的性別概念。

歷史上著名的兩位女王「血腥瑪莉」瑪莉一世（Mary I），以及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的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從宗教改革的多方角力開始，到全面執政的統御能

力皆不容小覷。尤其伊莉莎白一世主政的黃金盛世，是英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無

論是在文學、詩歌或是戲劇的水準，都有了長足的躍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

speare，1564-1616）等人的作品，將文學藝術推上全新的巔峰，造就英格蘭文藝復

興。林美香更比較了同時代的法國、日耳曼地區等歐陸國家，豐富女性統治議題的討

論面向。

　　但女性統治所牽涉的不僅是政治或宗教議題，女性統治的成功與否，也與女王個

人形象的塑造密切相關，於是林美香開始思考，「女王怎麼說話？穿什麼衣服」？她

發現女王的談話與外在形象表現，皆與服飾及其象徵意涵有密切關係，於是她既研究

「看得見的服裝」（物質面），也探查「看不見的服裝」，即服飾所表達的文化意涵

（思維面），或稱為「服飾語言」。自此將研究範疇由女性統治拓展到服飾文化史，

也打開了《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的研究契機。

　　伊莉莎白女王任內曾頒布多次服飾法（clothing laws），規範英格蘭不同身份

的人民可穿的衣服顏色、材質，以及服裝費用。法令內容強化了社會結構，也凸顯了

服飾在政治以及社會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林美香指出：在歐洲近代早期，服裝

與權力有密切的連結，服裝在昭告權力的同時，其實也昭告了秩序；每個人以自己應

穿著的服裝各安其位、各盡其份，服裝不僅形塑社會角色，也表達家族與國族認同。

　　在《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一書中，林美香以文藝復興、宗教

改革和國際貿易所帶來的思想變動為背景，以當代一般人共有的思維方式、共有的觀

看方式，從服飾切入，爬梳近代歐洲思想的多方面貌，系統整理了與服飾相關的四項

觀念：「文雅」（civility）、「中性之事」（adiaphora）、秩序（order），以及

「國族」（nationhood）。她觀察尋常可見的物件如何承載觀念，而這些觀念又如

何隨著社會變遷而變遷，交織出物質與思想文化的綿密聯繫。

　　《身體的身體》一書中，林美香所處理的最後一項議題是服裝與國族區隔間的關

係，這也成為她之後持續關注的研究主題，從不列顛的島嶼特質入手，進而由服飾文

化史轉向國族認同。她指出，史學上的「島嶼時代」已經開啟，越來越多史學家注意

到以島嶼為主體的研究（Nissology），而不列顛與臺灣同屬島嶼，其歷史經驗更值

得借鏡。

　　

　　林美香與「島嶼」的緣分頗深，出生在馬祖西莒小島，小學時舉家遷至臺灣本

島，在臺灣成長後留學不列顛群島，她自陳她的生命是一連串跳島的旅程，從一個島

嶼遷移到另一個島嶼。她也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對島嶼的想像和詮釋通常是比

較負面的，是封閉、孤立的，但近年來我們的日常用語中，已經越來越常使用「島

嶼」一詞，而且多與正面的文化、文學、藝術相連結。我們日漸能以較為客觀或肯定

的心態思索島嶼的一切。至於不列顛，自中古時期以來，不列顛的國族認同一直和島

嶼性密切聯合，島嶼性是不列顛認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林美香表示，接下來第三個十年的研究主題，會繼續探索不列顛的歷史書寫，及

其島嶼描述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中古早期以來，不列顛人便歌頌他們的島嶼地理

特性，海洋是他們的護城河，保護他們免於受到歐陸的各種威脅，這種心態在近年主

張脫歐的議題上更為明顯，未來會如何發展值得繼續觀察。

在不同的場域自在優游

　　林美香過去的研究涵蓋了英國史、近代早期歐洲史、歐洲服飾文化史及文藝復興

史等方面，從女性統治到服飾再到國族研究，不論領域為何，對她而言，都是發掘自

己與發現新議題的過程。她的專書寫作並未事先規畫了什麼，才去尋求理論來證明，

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最後成就一本前後呼應、脈絡完整的作品。

　　目前林美香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長，她認為歷史學對處理行政工作

是有幫助的，史學教導我們如何掌握脈絡，看到問題會積極了解過程，不帶理論框架

去理解，問題便容易解決。教學場域的回饋則是另一種收穫，幾年前林美香為課程討

論，在臉書上成立了粉絲專頁「不列顛史課程專頁」，讓學生將個人研究成果發表在

專頁上，漸漸累積出多篇主題式貼文。近幾年在助理協助下，也時常刊登與不列顛相

關的研究講座、書籍及電影，吸引許多人閱讀按讚。

　　從女性統治到服飾觀念史，再到島嶼的國族認同，這些不同的知識領域，如同在

水面上看起來像是一個一個孤立的島嶼，但在水面下卻是連在一起的。在林美香邁向

第三個十年的跳島研究中，豐盛的文化能量與知識的鉤沉撞擊，能在不同的場域裡自

在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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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林美香特聘教授的著作《身體

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獲得第八屆中央研

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自取得博士學位以

來，林美香的研究方向約以每十年為一期，至今可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女性統治（1997-2007），其次是服

飾文化史（2007-2017），最近展開的議題則是島嶼研究

（2017-）。雖然這三個研究領域看起來並不互屬，甚至可

說是天壤之別，但林美香認為，這些主題不但有相當程度

上的關聯，而且彼此包容、相互延展。

女性統治、服飾脈絡與島嶼故事

　　林美香留學英國，最初研究的起點是16至17世紀歐洲和英國史。歐洲傳統社會

將女性視為「第二性」的看法，在14世紀之前幾乎未曾受到過挑戰，直到16世紀，

十五歲的愛德華六世辭世後，都鐸王朝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開啟女人治國的時代。

　　2007年，林美香出版了第一本書《女人可以治國嗎？：十六世紀不列顛女性統

治之辯》（Can a Woman Rule a Kingdom? The Debate of Gynecocracy in Six-

teenth-Century Britain），書中詳細探討誕生了女性統治者的英格蘭，面臨的不僅

是單純的性別問題，而是涵蓋並重塑了政治、宗教以及社會文化建構下的性別概念。

歷史上著名的兩位女王「血腥瑪莉」瑪莉一世（Mary I），以及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的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從宗教改革的多方角力開始，到全面執政的統御能

力皆不容小覷。尤其伊莉莎白一世主政的黃金盛世，是英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無

論是在文學、詩歌或是戲劇的水準，都有了長足的躍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

speare，1564-1616）等人的作品，將文學藝術推上全新的巔峰，造就英格蘭文藝復

興。林美香更比較了同時代的法國、日耳曼地區等歐陸國家，豐富女性統治議題的討

論面向。

　　但女性統治所牽涉的不僅是政治或宗教議題，女性統治的成功與否，也與女王個

人形象的塑造密切相關，於是林美香開始思考，「女王怎麼說話？穿什麼衣服」？她

發現女王的談話與外在形象表現，皆與服飾及其象徵意涵有密切關係，於是她既研究

「看得見的服裝」（物質面），也探查「看不見的服裝」，即服飾所表達的文化意涵

（思維面），或稱為「服飾語言」。自此將研究範疇由女性統治拓展到服飾文化史，

也打開了《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的研究契機。

　　伊莉莎白女王任內曾頒布多次服飾法（clothing laws），規範英格蘭不同身份

的人民可穿的衣服顏色、材質，以及服裝費用。法令內容強化了社會結構，也凸顯了

服飾在政治以及社會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林美香指出：在歐洲近代早期，服裝

與權力有密切的連結，服裝在昭告權力的同時，其實也昭告了秩序；每個人以自己應

穿著的服裝各安其位、各盡其份，服裝不僅形塑社會角色，也表達家族與國族認同。

　　在《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一書中，林美香以文藝復興、宗教

改革和國際貿易所帶來的思想變動為背景，以當代一般人共有的思維方式、共有的觀

看方式，從服飾切入，爬梳近代歐洲思想的多方面貌，系統整理了與服飾相關的四項

觀念：「文雅」（civility）、「中性之事」（adiaphora）、秩序（order），以及

「國族」（nationhood）。她觀察尋常可見的物件如何承載觀念，而這些觀念又如

何隨著社會變遷而變遷，交織出物質與思想文化的綿密聯繫。

　　《身體的身體》一書中，林美香所處理的最後一項議題是服裝與國族區隔間的關

係，這也成為她之後持續關注的研究主題，從不列顛的島嶼特質入手，進而由服飾文

化史轉向國族認同。她指出，史學上的「島嶼時代」已經開啟，越來越多史學家注意

到以島嶼為主體的研究（Nissology），而不列顛與臺灣同屬島嶼，其歷史經驗更值

得借鏡。

　　

　　林美香與「島嶼」的緣分頗深，出生在馬祖西莒小島，小學時舉家遷至臺灣本

島，在臺灣成長後留學不列顛群島，她自陳她的生命是一連串跳島的旅程，從一個島

嶼遷移到另一個島嶼。她也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對島嶼的想像和詮釋通常是比

較負面的，是封閉、孤立的，但近年來我們的日常用語中，已經越來越常使用「島

嶼」一詞，而且多與正面的文化、文學、藝術相連結。我們日漸能以較為客觀或肯定

的心態思索島嶼的一切。至於不列顛，自中古時期以來，不列顛的國族認同一直和島

嶼性密切聯合，島嶼性是不列顛認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林美香表示，接下來第三個十年的研究主題，會繼續探索不列顛的歷史書寫，及

其島嶼描述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中古早期以來，不列顛人便歌頌他們的島嶼地理

特性，海洋是他們的護城河，保護他們免於受到歐陸的各種威脅，這種心態在近年主

張脫歐的議題上更為明顯，未來會如何發展值得繼續觀察。

在不同的場域自在優游

　　林美香過去的研究涵蓋了英國史、近代早期歐洲史、歐洲服飾文化史及文藝復興

史等方面，從女性統治到服飾再到國族研究，不論領域為何，對她而言，都是發掘自

己與發現新議題的過程。她的專書寫作並未事先規畫了什麼，才去尋求理論來證明，

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最後成就一本前後呼應、脈絡完整的作品。

　　目前林美香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長，她認為歷史學對處理行政工作

是有幫助的，史學教導我們如何掌握脈絡，看到問題會積極了解過程，不帶理論框架

去理解，問題便容易解決。教學場域的回饋則是另一種收穫，幾年前林美香為課程討

論，在臉書上成立了粉絲專頁「不列顛史課程專頁」，讓學生將個人研究成果發表在

專頁上，漸漸累積出多篇主題式貼文。近幾年在助理協助下，也時常刊登與不列顛相

關的研究講座、書籍及電影，吸引許多人閱讀按讚。

　　從女性統治到服飾觀念史，再到島嶼的國族認同，這些不同的知識領域，如同在

水面上看起來像是一個一個孤立的島嶼，但在水面下卻是連在一起的。在林美香邁向

第三個十年的跳島研究中，豐盛的文化能量與知識的鉤沉撞擊，能在不同的場域裡自

在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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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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威霖：學校系統的翻轉
　　　　　　　　　──為成長鋪設一條安全的路

採訪／李宛芝、連采宜、林威辰　　撰文／李宛芝

　　青少年階段（adolescence）至年輕成人階段（young 

adulthood）是影響一個人對未來家庭生活及職涯發展的重

要關鍵時期。在臺灣的教育制度中，通常多理解為大學生時

期，但其中亦包含未就讀大學的群體。此次來訪中心的國內

訪問學者，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陳威霖，關

注的研究對象即是青少年（13歲至17歲）及（18歲至25歲）

的健康福祉與個人發展的變化。 

國情差異的身心發展

　　陳威霖的研究對象，除了臺灣以外，亦包含韓國、美國及蘇格蘭的青少年及年輕

成人發展。在美國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擔任博士後

研究員期間參與的計畫，即為比較美國與蘇格蘭青少年的發展狀況。歐美國家對青少

年發展相當重視，因此會有多元的課外活動，如童軍團、不同機構的夏令營、暑期活

動等，希望觀察不同的介入方案，是否能讓青少年群體建立自信心，確立未來的目

標，或是增強個體與家庭、社區的連結。藉由這些介入或照護方案，協助青少年群體

朝向更正向的發展。

　　回到臺灣任職後，陳威霖也加入臺灣及韓國兩地的研究對象，希望了解青少年與

年輕成人介入方案或理論在不同國家的效益與差異。如有差異，則持續完善方案。若

在各國實施的效果皆為正向，則能將這些介入方案推廣到更多國家進行應用。

學校教育的支持

　　此次來訪中心，陳威霖主要聚焦在臺灣的青少年及年輕成人，並且著重在探討臺

灣的學校教育是如何影響個人身心健康與福祉。近年來，臺灣的自殺通報案件中，15

歲至24歲的自殺行為逐年增加，目前僅低於26歲至45歲的壯年族群。加上2020年時

亦有多起校園自殺事件，也讓陳威霖從數據中覺察到臺灣年輕成人群體已面臨許多挑

戰，學校教育的涵括範圍，除了課業表現外，心理健康也應是關注的焦點。

 雖則校園中皆有設立輔導室或相關諮商輔導機構，但過去這些機構的功能並未

獲得足夠的重視。陳威霖希望透過研究，重新喚起學校系統對校園安全網的重視。同

時，他致力拓展學校系統中的人員能全面性理解教育理念，不僅是課業的諮詢，亦關

懷學生的心理健康，協助學生尋找到一條適合的發展道路。這些研究成果，也期望能

提供給學校或政府機構作為各式輔導方案或政策的參考，協助臺灣青少年及年輕成人

有更正向的發展。

疫情的省思

　　2020年以來，COVID-19疫情肆虐，已然改變學生的教育狀況，各國學者也開始

重視此問題。美國大學健康協會（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

ACHA）即提出一份報告，希望各國能重視疫情期間的大學生身心狀況。由於陳威霖

在韓國有合作的研究對象，也關注到疫情對學生受教狀況的影響，因此與韓國合作夥

伴一起收集資料，探討2020年3月至5月間疫情逐漸嚴峻的情況下，臺灣與韓國大學

生所受到的衝擊及身心健康變化。完成的論文在2021年年初刊載於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該篇論文指出，疫情是不得不面對的敵人，需要重新思考是否有不

同的介入方式，如線上交流，來維繫彼此的感情、互相支援以減輕壓力，協助學生身

心健康狀態維持平衡。

 疫情期間的視訊授課或非同步錄影教學，國外研究顯示遠距教學的學習狀況是

較為負面的發展。但亦有學生向陳威霖反映這樣的授課方式，使學習不再受到場域跟

時間的限制，更為彈性。對於個性較為內向而怯於在課堂上發問的學生，也能使用影

片多次回顧不清楚的內容，幫助理解。疫情仍在持續，陳威霖也積極收集資料，了解

疫情對學生身心健康及學習的影響，希望這些研究成果未來能於教學現場實際應用，

使學校系統為學生的身心發展提供更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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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階段（adolescence）至年輕成人階段（young 

adulthood）是影響一個人對未來家庭生活及職涯發展的重

要關鍵時期。在臺灣的教育制度中，通常多理解為大學生時

期，但其中亦包含未就讀大學的群體。此次來訪中心的國內

訪問學者，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陳威霖，關

注的研究對象即是青少年（13歲至17歲）及（18歲至25歲）

的健康福祉與個人發展的變化。 

國情差異的身心發展

　　陳威霖的研究對象，除了臺灣以外，亦包含韓國、美國及蘇格蘭的青少年及年輕

成人發展。在美國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擔任博士後

研究員期間參與的計畫，即為比較美國與蘇格蘭青少年的發展狀況。歐美國家對青少

年發展相當重視，因此會有多元的課外活動，如童軍團、不同機構的夏令營、暑期活

動等，希望觀察不同的介入方案，是否能讓青少年群體建立自信心，確立未來的目

標，或是增強個體與家庭、社區的連結。藉由這些介入或照護方案，協助青少年群體

朝向更正向的發展。

　　回到臺灣任職後，陳威霖也加入臺灣及韓國兩地的研究對象，希望了解青少年與

年輕成人介入方案或理論在不同國家的效益與差異。如有差異，則持續完善方案。若

在各國實施的效果皆為正向，則能將這些介入方案推廣到更多國家進行應用。

學校教育的支持

　　此次來訪中心，陳威霖主要聚焦在臺灣的青少年及年輕成人，並且著重在探討臺

灣的學校教育是如何影響個人身心健康與福祉。近年來，臺灣的自殺通報案件中，15

歲至24歲的自殺行為逐年增加，目前僅低於26歲至45歲的壯年族群。加上2020年時

亦有多起校園自殺事件，也讓陳威霖從數據中覺察到臺灣年輕成人群體已面臨許多挑

戰，學校教育的涵括範圍，除了課業表現外，心理健康也應是關注的焦點。

 雖則校園中皆有設立輔導室或相關諮商輔導機構，但過去這些機構的功能並未

獲得足夠的重視。陳威霖希望透過研究，重新喚起學校系統對校園安全網的重視。同

時，他致力拓展學校系統中的人員能全面性理解教育理念，不僅是課業的諮詢，亦關

懷學生的心理健康，協助學生尋找到一條適合的發展道路。這些研究成果，也期望能

提供給學校或政府機構作為各式輔導方案或政策的參考，協助臺灣青少年及年輕成人

有更正向的發展。

疫情的省思

　　2020年以來，COVID-19疫情肆虐，已然改變學生的教育狀況，各國學者也開始

重視此問題。美國大學健康協會（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

ACHA）即提出一份報告，希望各國能重視疫情期間的大學生身心狀況。由於陳威霖

在韓國有合作的研究對象，也關注到疫情對學生受教狀況的影響，因此與韓國合作夥

伴一起收集資料，探討2020年3月至5月間疫情逐漸嚴峻的情況下，臺灣與韓國大學

生所受到的衝擊及身心健康變化。完成的論文在2021年年初刊載於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該篇論文指出，疫情是不得不面對的敵人，需要重新思考是否有不

同的介入方式，如線上交流，來維繫彼此的感情、互相支援以減輕壓力，協助學生身

心健康狀態維持平衡。

 疫情期間的視訊授課或非同步錄影教學，國外研究顯示遠距教學的學習狀況是

較為負面的發展。但亦有學生向陳威霖反映這樣的授課方式，使學習不再受到場域跟

時間的限制，更為彈性。對於個性較為內向而怯於在課堂上發問的學生，也能使用影

片多次回顧不清楚的內容，幫助理解。疫情仍在持續，陳威霖也積極收集資料，了解

疫情對學生身心健康及學習的影響，希望這些研究成果未來能於教學現場實際應用，

使學校系統為學生的身心發展提供更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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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階段（adolescence）至年輕成人階段（young 

adulthood）是影響一個人對未來家庭生活及職涯發展的重

要關鍵時期。在臺灣的教育制度中，通常多理解為大學生時

期，但其中亦包含未就讀大學的群體。此次來訪中心的國內

訪問學者，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陳威霖，關

注的研究對象即是青少年（13歲至17歲）及（18歲至25歲）

的健康福祉與個人發展的變化。 

國情差異的身心發展

　　陳威霖的研究對象，除了臺灣以外，亦包含韓國、美國及蘇格蘭的青少年及年輕

成人發展。在美國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擔任博士後

研究員期間參與的計畫，即為比較美國與蘇格蘭青少年的發展狀況。歐美國家對青少

年發展相當重視，因此會有多元的課外活動，如童軍團、不同機構的夏令營、暑期活

動等，希望觀察不同的介入方案，是否能讓青少年群體建立自信心，確立未來的目

標，或是增強個體與家庭、社區的連結。藉由這些介入或照護方案，協助青少年群體

朝向更正向的發展。

　　回到臺灣任職後，陳威霖也加入臺灣及韓國兩地的研究對象，希望了解青少年與

年輕成人介入方案或理論在不同國家的效益與差異。如有差異，則持續完善方案。若

在各國實施的效果皆為正向，則能將這些介入方案推廣到更多國家進行應用。

學校教育的支持

　　此次來訪中心，陳威霖主要聚焦在臺灣的青少年及年輕成人，並且著重在探討臺

灣的學校教育是如何影響個人身心健康與福祉。近年來，臺灣的自殺通報案件中，15

歲至24歲的自殺行為逐年增加，目前僅低於26歲至45歲的壯年族群。加上2020年時

亦有多起校園自殺事件，也讓陳威霖從數據中覺察到臺灣年輕成人群體已面臨許多挑

戰，學校教育的涵括範圍，除了課業表現外，心理健康也應是關注的焦點。

 雖則校園中皆有設立輔導室或相關諮商輔導機構，但過去這些機構的功能並未

獲得足夠的重視。陳威霖希望透過研究，重新喚起學校系統對校園安全網的重視。同

時，他致力拓展學校系統中的人員能全面性理解教育理念，不僅是課業的諮詢，亦關

懷學生的心理健康，協助學生尋找到一條適合的發展道路。這些研究成果，也期望能

提供給學校或政府機構作為各式輔導方案或政策的參考，協助臺灣青少年及年輕成人

有更正向的發展。

疫情的省思

　　2020年以來，COVID-19疫情肆虐，已然改變學生的教育狀況，各國學者也開始

重視此問題。美國大學健康協會（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

ACHA）即提出一份報告，希望各國能重視疫情期間的大學生身心狀況。由於陳威霖

在韓國有合作的研究對象，也關注到疫情對學生受教狀況的影響，因此與韓國合作夥

伴一起收集資料，探討2020年3月至5月間疫情逐漸嚴峻的情況下，臺灣與韓國大學

生所受到的衝擊及身心健康變化。完成的論文在2021年年初刊載於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該篇論文指出，疫情是不得不面對的敵人，需要重新思考是否有不

同的介入方式，如線上交流，來維繫彼此的感情、互相支援以減輕壓力，協助學生身

心健康狀態維持平衡。

 疫情期間的視訊授課或非同步錄影教學，國外研究顯示遠距教學的學習狀況是

較為負面的發展。但亦有學生向陳威霖反映這樣的授課方式，使學習不再受到場域跟

時間的限制，更為彈性。對於個性較為內向而怯於在課堂上發問的學生，也能使用影

片多次回顧不清楚的內容，幫助理解。疫情仍在持續，陳威霖也積極收集資料，了解

疫情對學生身心健康及學習的影響，希望這些研究成果未來能於教學現場實際應用，

使學校系統為學生的身心發展提供更大的助力。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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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斐：實務與理論的匯流
　　　　　　　　──生態諮商之多元跨領域合作

採訪／李宛芝、連采宜　　撰文／李宛芝

　　「生態諮商」關注的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結

果，一個人的特質，可能會因為所處環境改變，

產生不同的樣態。如何透過數據解讀人與環境之

間的複雜關係？這些理論又能如何進入實務現場

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王麗斐，藉由中心補助學術研究群業務，聚集一

群跨領域的研究與實務夥伴，透過社群的交流與

支持，持續挖掘生態諮商的議題。

生態諮商與社群雛型

　　生態諮商學強調諮商工作不僅需要考慮當事人本身，亦要將他們的生態脈絡考量

進來，同時重視當事人與生態之間的交互影響。例如人性格中的外向或內向特質，可

能會因為情境的改變而更凸顯或抑制其外向表現，反之亦然。因此，人的行為可視為

是個性特質與環境互動的結果。此觀點重視個人與其生態的互動與連結，因此也更切

合諮商實務的需求。

　　在博士班授課時，王麗斐發現生態諮商中的數據，無法以傳統統計分析來解決資

料判讀的問題；在設計課程時，她觀察到國內外研究領域方法上企待突破之處，因此

開始積極尋求合作夥伴。恰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推廣跨領域學習，鼓勵各領域的教

師合作開發跨域教學，王麗斐就邀請系上相關領域的學者，以及該校企業管理學系教

授邱皓政一起參與討論，企圖找到更合適的研究與統計分析方式，來解讀生態諮商的

數據，也就是想藉由跨領域合作處理研究遭遇的難題。

學界與實務的交流效益

　　在社群初創規劃跨域課程的過程中，王麗斐恰好參與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李宗芹在2018年至2020年執行的學術研究群，也收到師大研發處轉發的相關訊息，

乃決定以生態諮商學為探討主題，成立學術研究群。

 研究群設立的初衷，是期望能將研究成果延續到後續實務應用，因此在構思邀

請人選時，朝三方面規劃：一是核心團隊，為原先參與的諮商與教育心理社群的研究

者，包含王麗斐及系上其他教師。二是統計學者，以企管系邱皓政為主，並邀請邱皓

政推薦的青年學者一起加入。三則是實務應用的人員，包含在第一線服務個案的輔導

教師與諮商心理師。

 透過三方的交流，學界老師了解諮商輔導實務上遇到的問題與需要，以及統計

專家了解生態諮商研究的挑戰與需求；也就是三方成員的對話與交流，創造了諮商輔

導與教育心理領域學者與統計專家以及實務工作者間的理解，並嘗試將統計知識運用

在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議題與實務數據分析；實務人員則是提出在諮商輔導或教學現

場的挑戰、現象與困難等。大家交流、腦力激盪並整合與更深入理解統計數據背後的

理論與實務意涵，讓研究成果，更能帶回第一線實務現場，找到可行的解決實務困境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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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諮商」關注的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結

果，一個人的特質，可能會因為所處環境改變，

產生不同的樣態。如何透過數據解讀人與環境之

間的複雜關係？這些理論又能如何進入實務現場

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王麗斐，藉由中心補助學術研究群業務，聚集一

群跨領域的研究與實務夥伴，透過社群的交流與

支持，持續挖掘生態諮商的議題。

生態諮商與社群雛型

　　生態諮商學強調諮商工作不僅需要考慮當事人本身，亦要將他們的生態脈絡考量

進來，同時重視當事人與生態之間的交互影響。例如人性格中的外向或內向特質，可

能會因為情境的改變而更凸顯或抑制其外向表現，反之亦然。因此，人的行為可視為

是個性特質與環境互動的結果。此觀點重視個人與其生態的互動與連結，因此也更切

合諮商實務的需求。

　　在博士班授課時，王麗斐發現生態諮商中的數據，無法以傳統統計分析來解決資

料判讀的問題；在設計課程時，她觀察到國內外研究領域方法上企待突破之處，因此

開始積極尋求合作夥伴。恰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推廣跨領域學習，鼓勵各領域的教

師合作開發跨域教學，王麗斐就邀請系上相關領域的學者，以及該校企業管理學系教

授邱皓政一起參與討論，企圖找到更合適的研究與統計分析方式，來解讀生態諮商的

數據，也就是想藉由跨領域合作處理研究遭遇的難題。

學界與實務的交流效益

　　在社群初創規劃跨域課程的過程中，王麗斐恰好參與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李宗芹在2018年至2020年執行的學術研究群，也收到師大研發處轉發的相關訊息，

乃決定以生態諮商學為探討主題，成立學術研究群。

 研究群設立的初衷，是期望能將研究成果延續到後續實務應用，因此在構思邀

請人選時，朝三方面規劃：一是核心團隊，為原先參與的諮商與教育心理社群的研究

者，包含王麗斐及系上其他教師。二是統計學者，以企管系邱皓政為主，並邀請邱皓

政推薦的青年學者一起加入。三則是實務應用的人員，包含在第一線服務個案的輔導

教師與諮商心理師。

 透過三方的交流，學界老師了解諮商輔導實務上遇到的問題與需要，以及統計

專家了解生態諮商研究的挑戰與需求；也就是三方成員的對話與交流，創造了諮商輔

導與教育心理領域學者與統計專家以及實務工作者間的理解，並嘗試將統計知識運用

在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議題與實務數據分析；實務人員則是提出在諮商輔導或教學現

場的挑戰、現象與困難等。大家交流、腦力激盪並整合與更深入理解統計數據背後的

理論與實務意涵，讓研究成果，更能帶回第一線實務現場，找到可行的解決實務困境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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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芹在2018年至2020年執行的學術研究群，也收到師大研發處轉發的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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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選時，朝三方面規劃：一是核心團隊，為原先參與的諮商與教育心理社群的研究

者，包含王麗斐及系上其他教師。二是統計學者，以企管系邱皓政為主，並邀請邱皓

政推薦的青年學者一起加入。三則是實務應用的人員，包含在第一線服務個案的輔導

教師與諮商心理師。

 透過三方的交流，學界老師了解諮商輔導實務上遇到的問題與需要，以及統計

專家了解生態諮商研究的挑戰與需求；也就是三方成員的對話與交流，創造了諮商輔

導與教育心理領域學者與統計專家以及實務工作者間的理解，並嘗試將統計知識運用

在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議題與實務數據分析；實務人員則是提出在諮商輔導或教學現

場的挑戰、現象與困難等。大家交流、腦力激盪並整合與更深入理解統計數據背後的

理論與實務意涵，讓研究成果，更能帶回第一線實務現場，找到可行的解決實務困境

的方法。

研究群發現解決實務困境的希望後，她更是不畏地域限制，於今年成功考取師大諮商

輔導與心理學系博士班，持續精進研究與實務的整合，期許能以所學回饋服務學校的

教師與學生。

　　原先邀請實務人員，是期望雙方交流能讓研究更為切合現場，經過一年的運作

後，參與的實務人員也表現出很多意想不到的好發展。這些發展也讓王麗斐體悟培養

第一線的實務人員具有研究能力的價值與重要性：不僅能將研究成果反饋到諮商輔導

現場中，也提升研究對實務的影響力，讓自己的研究在實務經驗的刺激下加深又加

廣，對現場、對學界都有淺移默化的影響。未來，王麗斐期許自己能持續透過三方跨

域對話與學習，讓研究成果與實務互相激盪，發揮更大的大學社會影響力。

青年學者培育與大學社會責任

　　研究群除資深學者外，亦聚集不少青年學者，此外，亦邀請對生態諮商議題有興

趣的學生共同參與。聚會過程中，王麗斐不僅更了解到青年學者的研究現況，也藉由

這樣的機會，培育參與學生提早接觸學術研究的內容，啟發他們對跨領域研究的興

趣，亦是執行社群的樂趣之所在。

 臺師大作為學校教師、輔導人員、諮商心理師等相關人員孕育的場所，自然肩

負起相對的社會責任。這一年透過邀請諮商實務人員加入社群，分享現場實務運作，

王麗斐體會到理論成果與實務整合的感動。

 例如，在研究群成員中有一位來自臺東的國中輔導老師洪玉玲，她所服務的單

位屬於資源相對匱乏所謂「非山非市」的學校。洪玉玲在聚會中，分享她在實務所遇

到的困難以及嘗試突破的做法，觸發其他團隊夥伴思考如何運用生態諮商理論與統計

方法來協助實務的突破；她也逐步將社群的學習與研究成果帶回學校分享，獲得校長

的認可與支持，並在每個月校務會議中，特意挪出時間讓她分享所見所聞。洪玉玲在

研究群聚會



人物專訪

people

11

研究群發現解決實務困境的希望後，她更是不畏地域限制，於今年成功考取師大諮商

輔導與心理學系博士班，持續精進研究與實務的整合，期許能以所學回饋服務學校的

教師與學生。

　　原先邀請實務人員，是期望雙方交流能讓研究更為切合現場，經過一年的運作

後，參與的實務人員也表現出很多意想不到的好發展。這些發展也讓王麗斐體悟培養

第一線的實務人員具有研究能力的價值與重要性：不僅能將研究成果反饋到諮商輔導

現場中，也提升研究對實務的影響力，讓自己的研究在實務經驗的刺激下加深又加

廣，對現場、對學界都有淺移默化的影響。未來，王麗斐期許自己能持續透過三方跨

域對話與學習，讓研究成果與實務互相激盪，發揮更大的大學社會影響力。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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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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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國欣：AI時代！科技與人類的智慧法律思辨

採訪／李宛芝、連采宜、林威辰　　撰文／連采宜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暑期訪問學者謝國欣助理教

授，目前任職於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研究領域涵蓋刑事訴

訟法、刑法與人權法。謝國欣希望藉由科技部的研究資源，透

過教學相長，傳承國內外前輩的指導，將新思維帶回國內，並

攢積專業能力，繼續往前邁進。

人權的孰輕孰重

　　刑事法包括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這是謝國欣有興趣的領域，不同法規與價值看似

壁壘分明，但在實際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往往存在許多灰色交錯與所保障人權相衝突

之處，例如：格夫根案就曾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

　　2002年，一名德國法學院學生格夫根綁架了男童雅各，向其家屬勒索一百萬歐

元，格夫根取得贖金後，即遭法蘭克福警方逮捕。警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希望格夫

根說出人質被藏匿之地點，格夫根不但堅不吐實，還誤導警方，讓警方不斷在錯誤地

點疲於奔命。格夫根在警方偵訊期間表示，雅各仍存活，但拒絕透露雅各的下落。負

責偵辦此案的法蘭克福警局副局長達旭那，考慮到雅各缺乏食物與氣候寒冷，認為雅

各有立即的生命危險，擔心發生意外，遂下令警官E在醫護人員監督下，告知犯罪嫌

疑人：若犯罪嫌疑人再拒絕透露被害人下落，將對其施加痛楚，以獲取辦案所需必要

資訊。格夫根在飽受威脅的情況下，十分鐘即徹底崩潰，並帶領警方尋獲男童屍體，

坦承綁架男童後，不到兩小時即在其公寓殺害男童。2003年，格夫根因謀殺罪與擄

人勒贖致人於死罪，被判處無期徒刑。達旭那認為，無辜小孩的生命遠比對犯罪嫌疑

人的權利重要，從犯罪嫌疑人取款幾乎可斷定其犯下本案，在不危及犯罪嫌疑人生命

的前提下，為爭取黃金救援時間以挽救被害人寶貴生命，刑罰有何不可？2004年，

達旭那與警官E均遭法蘭克福地方法院判處罰金，歐洲人權法院認德國違反歐洲人權

約第三條。

　　本案因涉及不同價值間的衝突，引起各界廣泛討論：德國警方涉及違法取證之所

得，是否具證據能力？衝突與交錯的部分應如何處理？種種矛盾是否有更妥適之處理

辦法？這也是謝國欣長久以來研究思考的課題之一。

21世紀的臺灣：身處侏儸紀公園的集體焦慮

　　臺灣曾發生過多起因法官判決「不符社會普遍期待」的涉及對婦幼人身侵害的輕

判案例，引起各界譁然，導致民間對「恐龍法官」的不信任，在2010年發起白玫瑰

運動，要求汰換不適任法官，進行司法改革，建立性侵案專家證人制度，維護兒童人

權。

　　「恐龍法官」一詞為何會出現在臺灣，而不會出現在英美？人民彷彿在侏儸紀公

園求生存，遇到訴訟不見得能據法力爭獲得正義，而只能憑著可否遇到認真負責的優

秀法官碰運氣，這是因為制度設計上出現重大缺失，導致執法人員聽不到，或不願聆

聽國民的聲音。隨著科技進步，已可預期日後將會出現越來越多涉及科技與人工智慧

的案例，然而法律存在滯後性，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往往走在法律前面且難以預測。

因此，謝國欣在中心訪問期間，致力人工法律智慧之研究，思考在生活中，科技能幫

助我們，但若在法律領域，科技應如何提供協助？

　　例如：許多廠商正致力研發自駕車，自動駕駛不涉及人工操作，若肇事致人死

傷，誰應承擔法律責任？研發人員、廠商或行車電腦？民事責任不可免，需不需負擔

刑事責任？董事長、總經理與高階管理人員是否要負刑責？將來是否會出現人工智慧

法官或人工智慧律師？謝國欣嘗試從刑事法視角切入，並與人權法進行整合性思考，

探索新議題。人工智慧會帶來好處，但也會衍生其他問題：有了人工智慧法官，似乎

就沒有恐龍法官的問題了，然而，我們可以全然相信人工智慧法官嗎？

　　

　　謝國欣預計人工智慧與法律的連結，在未來數年內，會有越來越多學者關注並投

入這個研究範疇，新的夥伴帶來新視角，可期待來自不同領域所產生的整合。在謝國

欣過往學思經驗中，同儕與資深前輩的相互討論，會在研究過程中產生助益，因此，

希望能與各界師長接觸學習，此亦為謝國欣選擇來中心擔任訪問學者之原因。

「教」與「學」的雙向成長

　　謝國欣日常除埋首研究工作外，便投入教學專業。在教學場域上，最令他感動與

欣慰的是看到學生的蛻變與成長。由於在課程中講述許多國外判例，謝國欣要求學生

閱讀歐洲人權法院判決，在課程設計時，中英文課程應如何配搭？強度應如何拿捏？

不僅對學生來說是拉扯，同時也考驗教師的智慧。學生學習用全英文教材，起初雖不

適應，但願意自我挑戰極限或被挑戰極限，畢業後學生也會返校分享考上律師的喜

悅。

　　之前謝國欣在英國求學，也曾在澳門執教，在國外的經歷，讓他接觸到不同國

籍、不同專業，聰明又非常努力的認真教授，讓他看到老師或同儕的強項，見賢思

齊，思考自己能如何發想與延展，慢慢發覺傳統未經特別研究的領域與議題，引發投

入的興趣。思考本身是有趣的，然而，沒有經過高強度刺激，較難碰撞出新的火花，

例如：人權法與刑事法的交錯、人工智慧與法律的整合，這些都是順應時代變遷發展

的創新思考途徑。

　　我國目前推動的「國民法官」制度，就是一種新嘗試，一般民眾對司法信賴度不

高，認知也不夠成熟，多依賴「治亂世用重典」的觀念，但是用重典後，真能治亂世

嗎？重刑僅能治標，無法治本，若能透過不同形式讓法官知所不足，可幫助司法院或

法務部解決相關問題，學者們也能走出象牙塔，看看外面的世界，了解實務界碰到的

困難，如此法律方能啟動真正的革新與進步。



人物專訪

people

1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暑期訪問學者謝國欣助理教

授，目前任職於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研究領域涵蓋刑事訴

訟法、刑法與人權法。謝國欣希望藉由科技部的研究資源，透

過教學相長，傳承國內外前輩的指導，將新思維帶回國內，並

攢積專業能力，繼續往前邁進。

人權的孰輕孰重

　　刑事法包括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這是謝國欣有興趣的領域，不同法規與價值看似

壁壘分明，但在實際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往往存在許多灰色交錯與所保障人權相衝突

之處，例如：格夫根案就曾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

　　2002年，一名德國法學院學生格夫根綁架了男童雅各，向其家屬勒索一百萬歐

元，格夫根取得贖金後，即遭法蘭克福警方逮捕。警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希望格夫

根說出人質被藏匿之地點，格夫根不但堅不吐實，還誤導警方，讓警方不斷在錯誤地

點疲於奔命。格夫根在警方偵訊期間表示，雅各仍存活，但拒絕透露雅各的下落。負

責偵辦此案的法蘭克福警局副局長達旭那，考慮到雅各缺乏食物與氣候寒冷，認為雅

各有立即的生命危險，擔心發生意外，遂下令警官E在醫護人員監督下，告知犯罪嫌

疑人：若犯罪嫌疑人再拒絕透露被害人下落，將對其施加痛楚，以獲取辦案所需必要

資訊。格夫根在飽受威脅的情況下，十分鐘即徹底崩潰，並帶領警方尋獲男童屍體，

坦承綁架男童後，不到兩小時即在其公寓殺害男童。2003年，格夫根因謀殺罪與擄

人勒贖致人於死罪，被判處無期徒刑。達旭那認為，無辜小孩的生命遠比對犯罪嫌疑

人的權利重要，從犯罪嫌疑人取款幾乎可斷定其犯下本案，在不危及犯罪嫌疑人生命

的前提下，為爭取黃金救援時間以挽救被害人寶貴生命，刑罰有何不可？2004年，

達旭那與警官E均遭法蘭克福地方法院判處罰金，歐洲人權法院認德國違反歐洲人權

約第三條。

　　本案因涉及不同價值間的衝突，引起各界廣泛討論：德國警方涉及違法取證之所

得，是否具證據能力？衝突與交錯的部分應如何處理？種種矛盾是否有更妥適之處理

辦法？這也是謝國欣長久以來研究思考的課題之一。

21世紀的臺灣：身處侏儸紀公園的集體焦慮

　　臺灣曾發生過多起因法官判決「不符社會普遍期待」的涉及對婦幼人身侵害的輕

判案例，引起各界譁然，導致民間對「恐龍法官」的不信任，在2010年發起白玫瑰

運動，要求汰換不適任法官，進行司法改革，建立性侵案專家證人制度，維護兒童人

權。

　　「恐龍法官」一詞為何會出現在臺灣，而不會出現在英美？人民彷彿在侏儸紀公

園求生存，遇到訴訟不見得能據法力爭獲得正義，而只能憑著可否遇到認真負責的優

秀法官碰運氣，這是因為制度設計上出現重大缺失，導致執法人員聽不到，或不願聆

聽國民的聲音。隨著科技進步，已可預期日後將會出現越來越多涉及科技與人工智慧

的案例，然而法律存在滯後性，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往往走在法律前面且難以預測。

因此，謝國欣在中心訪問期間，致力人工法律智慧之研究，思考在生活中，科技能幫

助我們，但若在法律領域，科技應如何提供協助？

　　例如：許多廠商正致力研發自駕車，自動駕駛不涉及人工操作，若肇事致人死

傷，誰應承擔法律責任？研發人員、廠商或行車電腦？民事責任不可免，需不需負擔

刑事責任？董事長、總經理與高階管理人員是否要負刑責？將來是否會出現人工智慧

法官或人工智慧律師？謝國欣嘗試從刑事法視角切入，並與人權法進行整合性思考，

探索新議題。人工智慧會帶來好處，但也會衍生其他問題：有了人工智慧法官，似乎

就沒有恐龍法官的問題了，然而，我們可以全然相信人工智慧法官嗎？

　　

　　謝國欣預計人工智慧與法律的連結，在未來數年內，會有越來越多學者關注並投

入這個研究範疇，新的夥伴帶來新視角，可期待來自不同領域所產生的整合。在謝國

欣過往學思經驗中，同儕與資深前輩的相互討論，會在研究過程中產生助益，因此，

希望能與各界師長接觸學習，此亦為謝國欣選擇來中心擔任訪問學者之原因。

「教」與「學」的雙向成長

　　謝國欣日常除埋首研究工作外，便投入教學專業。在教學場域上，最令他感動與

欣慰的是看到學生的蛻變與成長。由於在課程中講述許多國外判例，謝國欣要求學生

閱讀歐洲人權法院判決，在課程設計時，中英文課程應如何配搭？強度應如何拿捏？

不僅對學生來說是拉扯，同時也考驗教師的智慧。學生學習用全英文教材，起初雖不

適應，但願意自我挑戰極限或被挑戰極限，畢業後學生也會返校分享考上律師的喜

悅。

　　之前謝國欣在英國求學，也曾在澳門執教，在國外的經歷，讓他接觸到不同國

籍、不同專業，聰明又非常努力的認真教授，讓他看到老師或同儕的強項，見賢思

齊，思考自己能如何發想與延展，慢慢發覺傳統未經特別研究的領域與議題，引發投

入的興趣。思考本身是有趣的，然而，沒有經過高強度刺激，較難碰撞出新的火花，

例如：人權法與刑事法的交錯、人工智慧與法律的整合，這些都是順應時代變遷發展

的創新思考途徑。

　　我國目前推動的「國民法官」制度，就是一種新嘗試，一般民眾對司法信賴度不

高，認知也不夠成熟，多依賴「治亂世用重典」的觀念，但是用重典後，真能治亂世

嗎？重刑僅能治標，無法治本，若能透過不同形式讓法官知所不足，可幫助司法院或

法務部解決相關問題，學者們也能走出象牙塔，看看外面的世界，了解實務界碰到的

困難，如此法律方能啟動真正的革新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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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暑期訪問學者謝國欣助理教

授，目前任職於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研究領域涵蓋刑事訴

訟法、刑法與人權法。謝國欣希望藉由科技部的研究資源，透

過教學相長，傳承國內外前輩的指導，將新思維帶回國內，並

攢積專業能力，繼續往前邁進。

人權的孰輕孰重

　　刑事法包括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這是謝國欣有興趣的領域，不同法規與價值看似

壁壘分明，但在實際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往往存在許多灰色交錯與所保障人權相衝突

之處，例如：格夫根案就曾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

　　2002年，一名德國法學院學生格夫根綁架了男童雅各，向其家屬勒索一百萬歐

元，格夫根取得贖金後，即遭法蘭克福警方逮捕。警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希望格夫

根說出人質被藏匿之地點，格夫根不但堅不吐實，還誤導警方，讓警方不斷在錯誤地

點疲於奔命。格夫根在警方偵訊期間表示，雅各仍存活，但拒絕透露雅各的下落。負

責偵辦此案的法蘭克福警局副局長達旭那，考慮到雅各缺乏食物與氣候寒冷，認為雅

各有立即的生命危險，擔心發生意外，遂下令警官E在醫護人員監督下，告知犯罪嫌

疑人：若犯罪嫌疑人再拒絕透露被害人下落，將對其施加痛楚，以獲取辦案所需必要

資訊。格夫根在飽受威脅的情況下，十分鐘即徹底崩潰，並帶領警方尋獲男童屍體，

坦承綁架男童後，不到兩小時即在其公寓殺害男童。2003年，格夫根因謀殺罪與擄

人勒贖致人於死罪，被判處無期徒刑。達旭那認為，無辜小孩的生命遠比對犯罪嫌疑

人的權利重要，從犯罪嫌疑人取款幾乎可斷定其犯下本案，在不危及犯罪嫌疑人生命

的前提下，為爭取黃金救援時間以挽救被害人寶貴生命，刑罰有何不可？2004年，

達旭那與警官E均遭法蘭克福地方法院判處罰金，歐洲人權法院認德國違反歐洲人權

約第三條。

　　本案因涉及不同價值間的衝突，引起各界廣泛討論：德國警方涉及違法取證之所

得，是否具證據能力？衝突與交錯的部分應如何處理？種種矛盾是否有更妥適之處理

辦法？這也是謝國欣長久以來研究思考的課題之一。

21世紀的臺灣：身處侏儸紀公園的集體焦慮

　　臺灣曾發生過多起因法官判決「不符社會普遍期待」的涉及對婦幼人身侵害的輕

判案例，引起各界譁然，導致民間對「恐龍法官」的不信任，在2010年發起白玫瑰

運動，要求汰換不適任法官，進行司法改革，建立性侵案專家證人制度，維護兒童人

權。

　　「恐龍法官」一詞為何會出現在臺灣，而不會出現在英美？人民彷彿在侏儸紀公

園求生存，遇到訴訟不見得能據法力爭獲得正義，而只能憑著可否遇到認真負責的優

秀法官碰運氣，這是因為制度設計上出現重大缺失，導致執法人員聽不到，或不願聆

聽國民的聲音。隨著科技進步，已可預期日後將會出現越來越多涉及科技與人工智慧

的案例，然而法律存在滯後性，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往往走在法律前面且難以預測。

因此，謝國欣在中心訪問期間，致力人工法律智慧之研究，思考在生活中，科技能幫

助我們，但若在法律領域，科技應如何提供協助？

　　例如：許多廠商正致力研發自駕車，自動駕駛不涉及人工操作，若肇事致人死

傷，誰應承擔法律責任？研發人員、廠商或行車電腦？民事責任不可免，需不需負擔

刑事責任？董事長、總經理與高階管理人員是否要負刑責？將來是否會出現人工智慧

法官或人工智慧律師？謝國欣嘗試從刑事法視角切入，並與人權法進行整合性思考，

探索新議題。人工智慧會帶來好處，但也會衍生其他問題：有了人工智慧法官，似乎

就沒有恐龍法官的問題了，然而，我們可以全然相信人工智慧法官嗎？

　　

　　謝國欣預計人工智慧與法律的連結，在未來數年內，會有越來越多學者關注並投

入這個研究範疇，新的夥伴帶來新視角，可期待來自不同領域所產生的整合。在謝國

欣過往學思經驗中，同儕與資深前輩的相互討論，會在研究過程中產生助益，因此，

希望能與各界師長接觸學習，此亦為謝國欣選擇來中心擔任訪問學者之原因。

「教」與「學」的雙向成長

　　謝國欣日常除埋首研究工作外，便投入教學專業。在教學場域上，最令他感動與

欣慰的是看到學生的蛻變與成長。由於在課程中講述許多國外判例，謝國欣要求學生

閱讀歐洲人權法院判決，在課程設計時，中英文課程應如何配搭？強度應如何拿捏？

不僅對學生來說是拉扯，同時也考驗教師的智慧。學生學習用全英文教材，起初雖不

適應，但願意自我挑戰極限或被挑戰極限，畢業後學生也會返校分享考上律師的喜

悅。

　　之前謝國欣在英國求學，也曾在澳門執教，在國外的經歷，讓他接觸到不同國

籍、不同專業，聰明又非常努力的認真教授，讓他看到老師或同儕的強項，見賢思

齊，思考自己能如何發想與延展，慢慢發覺傳統未經特別研究的領域與議題，引發投

入的興趣。思考本身是有趣的，然而，沒有經過高強度刺激，較難碰撞出新的火花，

例如：人權法與刑事法的交錯、人工智慧與法律的整合，這些都是順應時代變遷發展

的創新思考途徑。

　　我國目前推動的「國民法官」制度，就是一種新嘗試，一般民眾對司法信賴度不

高，認知也不夠成熟，多依賴「治亂世用重典」的觀念，但是用重典後，真能治亂世

嗎？重刑僅能治標，無法治本，若能透過不同形式讓法官知所不足，可幫助司法院或

法務部解決相關問題，學者們也能走出象牙塔，看看外面的世界，了解實務界碰到的

困難，如此法律方能啟動真正的革新與進步。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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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語新聲：臺灣語言混雜現象與理論化論壇

撰文／吳嘉浤（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臺灣的語言混雜現象是島嶼在漂移、遷居、

殖民、移民歷史中的產物，也是織造豐饒多變文

化的要素。當前重視聲音、日常實踐、生態的思

維，再度為存在日久的語言混雜現象，提供了嶄

新的意義與論述能量。本論壇希望達成以下目

標：(1)系統性引介臺灣語言混雜的案例、(2)從語

言與聲音的呈現，探討大眾層面的島嶼文化歷

史、(3 )從語言角度重思作為地域研究、島嶼思

想、語系論述研究寶庫的臺灣。

　　

　　本次活動由於不巧遭遇疫情而改採取線上視訊舉辦，邀請三位任職於不同學科的

教授擔任講者：研究臺語語法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劉承賢以

「多源多元，『不就』有來有往」為題；研究原住民克里奧語的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

言與傳播學系教授簡月真以「宜蘭克里奧爾：一個誕生於臺灣的新語言」為題：主張

當代通行的「臺灣華語」是一種「克里奧語」（creole）的東海大學外國文學系講座

教授何萬順以「臺灣華語的身世與身份」為題，由三位講者先後進行三場研究成果的

分享與討論。之後接著一場圓桌論壇，由計畫召集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陳培豐、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委員祝平次及張文薰與三位講者綜合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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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陳培豐指出，這次論壇所謂的「島語新聲」主要就是想呈現和討論在臺灣的語言

的混同。論壇中談到的克里奧爾語，和洋涇濱在文法、發音比較不穩定的狀況有所不

同，而是有經過世代傳承，必需有時間來進行釀造，甚至母語化的過程。因此當我們

在臺灣重層殖民的歷史語境中看待「母語」，其實就必須看到母語本身的來源也是多

元而混雜的。張文薰也提醒，當臺灣社會能先按下對於「語言癌」＝病根（root）的

恐懼，循著語言混雜的途徑（route）傾聽字裡行間甚或文字之外的聲音，或許我們就

能發現島嶼歷史在理論汪洋中的價值與意義。

多源多元，『不就』有來有往

　　劉承賢指出講題中「多源」的意義，即臺語本身的多來源。臺語及其他閩南語，

至少40%漢字有不同讀音，是所謂的漢語當中最高的。這個現象其實顯示了臺語本身

蘊含了非常多不同的歷史層次。以杜家倫的研究成果為例，閩語音韻具有至少四個歷

史層次：唐宋文讀層、南朝江東層、晉代北方層、上古層等。但不只漢語的來源，臺



活動報導

event

17

語實際上是多源、多元的。從原始侗臺語可找到百越民族的送氣濁塞音、輕擦音等聲

紋；而在詞彙上，也可以找到臺語非常多混血的來源。臺語許多詞彙的本字並不一定

來自於漢字，而可能來自畬語、日語、原住民語等。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漢語中找到許多對臺語的影響，包括在上古、中古漢語，甚

至現代的華語，都能找到對臺語的影響詞彙，但彼此的關係並不僅僅是漢語影響臺

語，而更有一種混同的現象。例如臺語也可能影響華語，劉承賢老師更以臺灣華語

「不就」、臺語「毋就」彼此間互相影響，但詞意又微妙不同的「量子糾纏」現象，

指出臺語在歷史上是來自百越、漢語、日語、馬來語等混雜揉合，具有歷時的長期變

化，並持續混雜、變化中。

宜蘭克里奧爾：一個誕生於臺灣的新語言

　　宜蘭克里奧爾（Yilan Creole）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南島語中的泰雅語、

賽德克語和日語接觸後所形成的新語言。這個語言主要分佈在臺灣東部宜蘭縣的4個

村落—南澳鄉東岳村、金洋村、澳花村以及大同鄉寒溪村。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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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取得大南澳山地豐富的山林資源，不斷地將隘勇線推進，1910年代起，更將原

本位於深山地區的部落，集體遷移至淺山地帶，舊部落因而分散而另組新村落。共組

新村落的泰雅族人和賽德克族人為了溝通，遂使用在「教育所」「夜學會」學習的日

語抑或與日本人接觸後所習得的日語為共通語，泰雅語、賽德克語以及日語間的「接

觸語言」隨即產生。而1930年代左右出生者以這個「接觸語言」為第一語言，母語

使用者（native speaker）的出現促使其發展為克里奧爾。

　　簡月真介紹了宜蘭克里奧爾的音韻系統、詞彙、詞序、分類詞、人稱代名詞、動

詞的使用現況，並指出，雖然宜蘭克里奧爾的使用者主要為1930年代至1980年代出

生的族人，年輕一輩多轉移使用優勢語言的華語，宜蘭克里奧爾正面臨傳承中斷的問

題，然而其目前仍是前述部落中廣泛通行的語言。長期以來，世界各地的克里奧爾被

誤解是崩壞的、不完整的語言而飽受歧視，臺灣國內的宜蘭克里奧爾亦同。但，隨著

近年來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和接觸語言學（contact linguistics）的發

展，學界已認知這些語言並非粗糙的、崩壞的語言，而是呈現創造重構（restructur-

ing）過程的重要語言。日語和臺灣南島語的語言組合類型與世界各地常見的以歐美

語言和其他語言的組合不同。宜蘭克里奧爾的解析，不僅對語言普遍性、語言變化等

學術議題的探討有重要貢獻，同時也有助於族人重拾自信以及對自我族群的認同。

臺灣華語的身世與身份

　　臺灣華語究竟是官方語？國家語言？還是本土語言？其實定位模糊。在外交場

合，蔡英文總統會使用臺灣華語，但稱其為Chinese language。臺灣華語雖然在事

實上（de facto）是官方語言，但在法律上（de jure）並未受到明確定義。這也讓

我們思考在國家發展委員會的「2030雙語國家」計畫中，雙語指的究竟是英語加上

什麼語言？甚至都未能明白定義。釐清此問題，有助於思考臺灣華語在臺灣語言發

展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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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本法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

語言及臺灣手語。」但臺灣華語其實並非固有族群（外省各族群）的固有語言。又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解釋國家語言包含了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第3條

之定義，國家語言包含了本土語文。事實上，臺灣華語是這70年來北京官話在地化的

結果。雖然其成立受到了威權政策的影響，但何萬順也引用蘇席瑤的研究，認為臺灣

華語不只在語言各面向已在地化，在社會感知及語言態度的層面也已被標記為獨立的

語言變體。未來我們也應該在接受臺灣華語有助於各族群溝通的現實好處為基礎，討

論如何彌補本省母語遭到的破壞，並記取教訓不能讓同樣的錯誤再發生。

綜合與談與討論

　　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江文瑜提問並提醒：臺灣華語和被汙名化的臺語

不同，這點是不能忽略的。何萬順則回應：應區分科學事實和情感。臺灣華語有沒有

在地化是一個科學事實，臺語也是移民者的語言，我們在情感上也許不能接受威權體

制所推廣的華語變成本土語言，但在客觀事實上，它的確成為最多人使用的語言，對

於語言政策的未來，現在反而應該是化悲憤為力量的時候。



20

活動報導

event

　　祝平次則回應，語言的歷史就好像不斷在自我解構並變換身分，這也是人文學科

的特色，語言的特色就是工具性，或許可以更中性思考語言的工具面，不見得讀英語

就等於接受殖民，重要的是維持混雜的自由。最後陳培豐總結：語言就是文化，會符

合歷史演化與在地化的需要，這是非常值得臺灣人文學界繼續探討的主題。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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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跨領域整合研究工作坊

撰文／林佩君（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碩士班學生）
      葉淑綾（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暨南島文化中心副教授）
      連采宜

族群與原住民族的多重視角研究發展

　　科技部「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整合型計

畫，成功促使許多跨領域學者對臺灣多族群社會的歷

史發展與變遷有更深入的研究，隨著國土規畫與城鄉

區域平衡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2021年的「族群研究

與原住民族研究」跨領域整合研究工作坊，分別以

「獵人帶路與流域治理：人類世的批判視野」、「草

根創新的歷史空間交纏與地方型塑政治」、「建構原

住民視角的防災與避災知識體系」和「秀姑巒溪流域

的族群、產業與地方社會」等議題，聚焦東部地區，

思索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可能性，提供研究者對話交流

與合作的機會，並開拓族群與原住民族多重視角的研

究發展，在理論性的思辨與反思之外，也預期可以發展出合乎正義原則之社會自覺，

提供改善或建立體制的實用知識。

　　由於COVID-19疫情轉趨嚴峻，原定2021年6月23、24日在國立臺東大學禮納布

講堂舉辦的研究工作坊改由Google Meet視訊會議方式進行，籌備已久的達魯瑪克部

落一日參訪行程也因此取消。

南島語族的空間、流域、反思、永續、歷史與創新

　　本次工作坊共計300多人報名參與視訊會議，當日上線參與人次達視訊會議限額

200多人，主辦單位邀請長期致力於族群與原住民族研究的人類學、歷史學、政治

學、人文地理學、藝術策展、資訊管理和地理資訊系統等橫跨數個研究領域，共17位

學者專家，從流域研究的視角和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建構等脈絡，探討臺灣複雜的族

群現象與地方永續的議題。



活動報導

event

22

　　工作坊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張珣介紹今年度「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

究」整合型計畫徵件公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何明修簡介中心重點業

務，更特別整理東部學者參與中心計畫的成果，顯現中心平衡區域發展的用心。活動

過程中除了主講者和與談者的熱烈討論，亦有多位與會觀眾透過「問與答」提出問

題，探討直到下午6點多才順利結束。

　　哲學背景出身，擁有豐富策展經驗，任教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副教授龔卓軍，他

以「蓋婭政治」發端，到「流域治理‧萬物身世—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等計畫主

題，傳達人與萬物「互為動物性跟互為能動者」的概念，也是「獵人帶路與流域治

理：人類世的批判視野」演講中的核心意義。研究英國文學出身的賴慧玲，目前是科

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她以臺東縣達魯瑪克綠能部落計畫為

例，藉由水力發電廠轉為公民電廠的創新規畫，看見人與土地跨越時空的各種對話，

也分享了圍繞著對人與土地的關懷的「草根創新的歷史空間交纏與地方型塑政治」的

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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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王文清接著從「科技防災與傳統知識的對話」角

度，說明不同地理環境會有不同類型的災害，災害不會選擇特定對象，只能降減，不

能避免，「建構原住民視角的防災與避災知識體系」要了解的是防災與避災傳統知識

跟現代科技之間不會產生衝突，因為防災與避災即希望把未知變成已知，需要透過過

去的經驗認知，發展現在的科技應用，兩者之間需要密切的溝通對話。服務於國立臺

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的博士後研究員蕭鄉唯，近年與王文清和公共與文化

事務學系教授靳菱菱在臺東南迴線大竹高溪流域，針對受莫蘭蒂颱風影響的愛國埔部

落，進行結合科技防災、公共治理和社會文化等跨領域視角的專題研究，他從「新的

想像：排灣族的災後重建」的方向，將過去在屏東禮納里部落工作的經驗，比較「離

災不離村」以及「異地重建」兩種不同形式災害治理的差異和相似之處，希望藉此對

災後重建的議題有更多的反思。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教授黃宣衛主持的秀姑巒溪流域整合型計畫中的「秀姑

巒溪流域的族群、產業與地方社會」研究計畫，希望透過流域和跨學科的觀點整合，

探討地方族群和產業的面貌。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黃雯娟，以「國家與地

方：瑞穗鄉產業的發展與變遷」為題，說明國家產業政策的制定與產業發展的關聯

性，透過豐富的文獻解析，看見瑞穗地區因應不同的官方政策，不斷改變產業發展的

特色，以及地方社會隨著產業轉化而變遷的過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副技師廖泫銘則是從「運用空間資訊科技輔助區域研究與治理」，介紹跨領域研

究整合可採用的各式科技工具，讓各學科的研究者思考如何運用當代科技的發展，強

化學科之間的對話和研究資源的共享。

從部落出發：在地觀點，全球視野

　　綜合座談時間，由籌畫本次工作坊的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葉

淑綾主持，與談學者包括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林益仁、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林靖修、土坂部落排灣族人藍保‧卡路風、國立屏東大學

文化發展原住民專班副教授李馨慈、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副教授張溥騰和國立

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助理教授鄭肇祺，一共6位與談者分享其多年的觀

察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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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d=115

　　林益仁的「泰雅流域觀中的食物地景」便是從泰雅族群的流域觀探討食物空間地

景的變動性；林靖修往流域的上游探索，從「流域治理與人類學研究的初步觀察」點

出臺灣山區水資源管理的問題；排灣族人藍保‧卡路風從「大竹高溪流域小米品系與

狩獵文化」的面向，深刻剖析排灣族圍繞小米並與土地緊密相連的文化：李馨慈提出

「建構原住民視角的防災與避災知識體系的討論」，帶出更多原住民防災避災知識的

視角；張溥騰的「海岸山脈下永不停歇的生命體—來自臺東野溪調查的思考」，是以

多年的野溪踏查經驗，提出野溪也可以是一個生命體的概念；鄭肇祺的「流域中的產

業」深化在地與全球的觀察。

　　本次研究工作坊藉由科技部人社中心的研究能量，在跨領域對話與交流的過程

中，逐步建構東臺灣地方社會研究的基礎，思考族群與原住民族研究的重要方向與成

果，期盼吸引更多不同學科的研究學者，共同關注臺灣族群與原住民族的議題，讓多

重視角的研究整合能深化學術研究的基礎，更進一步推動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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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下知疫》論壇：知識與災疫的距離

撰文／蕭育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COVID-19堪稱戰後最具全球衝擊性的事件，

面對世紀大疫，中央研究院於2021年出版《研下

知疫：COVID-19的人文社會省思》，集結中研院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能量，分就歷史的回顧、

世界的衝擊以及本土的挑戰三個面向，以20篇論文

的篇幅，深入淺出的文字，細細反思這場世紀大

疫。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也於2021年8

月，舉辦《研下知疫》論壇，以「知識與災疫的距

離」為主題，由中心執行委員祝平次擔任主持人，

探討大疫對學科知識的衝擊，以及不同知識領域的

反思。　

　　在第一個場次「古能為今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曾凡慈與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尚仁，分別就社會學與醫學史的知識領域，探討與反

思大疫對於人類社會生活的衝擊。

　　居家檢疫（隔離）是疫情控制的重要治理手段，曾凡慈意圖打開受隔離者在「防

疫破口」與「無名英雄」刻板形象之下的「黑盒子」，這涉及隔離對於居家領域日常

生活與親密關係的衝擊，居家空間需要因應檢疫隔離而做出調整，而被隔離者也在這

個過程中，成為「可能帶著病毒之人」，居家親密關係也伴隨空間的調整而被迫檢疫

化，例如自我要求的強化清消勞動，以及對於症狀監測的過敏反應。曾凡慈也指出，

對於染疫的風險認知，存在著性別上的落差，這主要是因為女性目前仍是家庭中負擔

照護的主要勞動力量，在居家空間的檢疫化過程中，她們也同樣負擔了更多的防疫勞

動，訪談也發現，母姊輩成員主要負擔居家空間調整勞動，以及對於隔離方式的主

導。此外，檢疫制度不僅僅是政府透過基層行政與警察系統對個別檢疫者的監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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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由數位技術工具進行的綿密監控，以及非正式的鄰里網絡監控，這些「監管凝

視」所構建出的「好公民」想像，對於被隔離者身心舉止的影響與改造，其中所反映

不對等的風險詮釋與責任協商，及其所伴隨的污名，都是居家檢疫治理不得不關照的

主題。

　　李尚仁則從醫學史的角度回顧了COVID-19大疫所帶來的新現象與課題，例如醫

療器材供應鏈問題，以及醫療體系的負荷能力成為防疫的決策指標。但這場大疫也有

某些似曾相似的場景，諸如早在舊約聖經就記載的隔離（isolation）措施，以及從

14世紀的義大利城鎮國家發展出來檢疫（quarantine），乃至於神職人員隨身攜帶手

杖以測量社交距離的規範。從醫學史的角度來看，檢疫手段的應用及其實際上的防疫

效用，一直都是爭論不休的議題，所反映的一方面是對於國家權力運用及其限度的不

同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另一方面也是感染論（contagionism）學科典範的形成與角

力。世紀大疫的擴散往往有其歷史脈絡，19世紀是全球大規模勞動力移動的時代，彼

時關於應對麻風病傳染的討論經常與移民立場的爭論連結；COVID-19的大流行，也

要歸因於全球人流的快速移動。不同的歷史脈絡、治理形式與科技力量，都會塑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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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代「與病毒共存」的疫病管制以及公衛醫療實踐，李尚仁也在回覆問答中強

調，採用何種防疫手段常常不會只是政治意識形態所決定，而是經濟、執政者意識形

態、醫學與科學社群的取向等不同因素、不同的利益與力量拉扯的結果，常有某些偶

然的因素造成一個國家在某次疫病流行時採取某種取向的防疫措施。

　　在第二個場次「形上與形下之間」，則由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鄭會穎與國立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林先和主講，分別就哲學與公衛領域，提出對於世紀大疫

的知識省思。

　　鄭會穎指出哲學領域的知識生產，與大疫及病毒之間的關連，諸如如何判斷病毒

的變異性以此界定不同的疾病？相關專家以什麼樣的方式與不同學門的研究者及普羅

大眾溝通病毒相關知識？乃至於疫苗研發與使用所涉及的倫理問題。疫情期間，政府

與人民之間因為各種因素所產生的認知落差與爭議，則讓語言分析與推論更為重要。

例如臺灣在疫情初起通報WHO的電郵中，是否可以從其中的字句使用推論出「人傳

人危險」？還有「校正回歸」的用詞是否適當？而「徵召」、「甩鍋」、「逆時鐘」

與「防疫上下半場」等等媒體慣用的詞彙，乃至於指揮中心的一些用語，也都可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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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分析與推論中探究其意涵；至於圍繞「疫苗覆蓋率」與「劑次人口比」計算所衍

生的爭議等等，鄭會穎則認為，更應該理解不同計算方式背後所傳達的意義，所有的

批評也應該以這些意義為基礎，哲學可以透過對於分析語言內的推論關係，對公眾知

識的溝通做出貢獻，而知識分子的責任則是用更淺顯的方式說明，而不是逕自認定民

眾沒有理解的能力。

　　大疫期間，公衛學者的意見更是特別得到關注：林先和指出，公衛學者很早就

一直提醒新興與再興傳染病的傳播只是時間早晚（when）問題，不是是否（if）問

題。正如卡繆（Albert Camus）所說，瘟疫或許難料，但絕對避不過，而焦慮與鬆

懈的惡性循環，卻讓我們的應對始終為時已晚，追不上病毒的進化速度。這就涉及

公衛領域對傳播力強度、傳播方式、所造成的疫情以及防疫措施、力道與持續性等

等問題的關注，病毒傳播的指數性成長威力，是傳染病看似一夕風雲變色的主因，

公衛領域以「基礎再生數」（R0）評估病毒傳播力的指標，而相關研究也指出，只

做案例偵測（case detection）對於疫情控制是有限的，必須搭配接觸者追蹤（con-

tact tracing）與接觸者檢疫（quarantine of contacts），才能有效降低基礎再生

數。決定基礎再生數的參數，諸如單位時間的接觸頻率、接觸後產生感染或傳播的

機率、病毒的可傳播期間以及接觸者當中易感受者的比例，能夠採取的具體方法包

括封城（lockdown）或社交距離降低、使用口罩、勤洗手，以篩檢、疫調與隔離檢

疫控制病毒的傳播、疫苗甚至是自然感染等等，雖然有不同的應對方法，但林先和

指出，降低疫情的衝擊並不等於不計一切代價控制疫情，防疫的力道、對人民身心

健康的衝擊以及關於病毒的知識，都是防疫手段需要衡量的因素。林先和也特別關

注疫情在教育領域的衝擊，對於不同族群與國家來說，疫情的衝擊是不平等的，而

遠距教學與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看似中性，卻也可能強化教育與經濟上既有的不平

等。

　　在論壇最後的回饋互動環節，部分與會者的提問提出了講者沒有特別處理的議

題，例如擴大篩檢量的做法，對於疫情防制以及公眾身心壓力的可能影響，以及醫療

體系負荷程度與社區感染的嚴重程度之間的連動關係等等，不同國家防疫經驗中的公

私協力，乃至於不同政體的防疫表現，也都是與會者相當關切的問題。這場世紀大疫



的結局猶未可知，正如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說，面對世紀大

疫，我們必然會有「我等何在？」（Where are we now?）的深切自問，無論是如何

看待世紀病毒在新舊交錯之間的復返，還是現代綿密技術監控下的主體實作；大疫之

下，全球已成「防疫共同體」，防疫知識之傳播與溝通所涉及的語言推論與專業門檻

問題，也都將是我等深切自問的關懷。最後，正如主持人祝平次所說，世紀大疫也是

世紀試煉，將是重新看待週身世界的契機，無論是這個星球、這個人類社群、或是染

疫或是健康的周遭親友或陌生人。

　　本次《研下知疫》論壇，無疑將是一個起點。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d=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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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門：邱子倫（Tzu-Lung, Chiu）

　　2021年7月8日對我而言是特別

的日子，代表我已從比利時Ghent 

University 博士畢業屆滿5年整的

日子了。回首來時路，2009年獲得

比利時政府法蘭德斯科學基金會所

贊助四年全額獎學金研讀博士，師

從Professor Ann Heirman的四分

律比丘尼戒律研究到2016年拿到博

士學位。畢業後無縫接軌同時錄取

美國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與德國Max Planck Institute博士後研究員。偶聞旁人評論我的學術歷程順

遂與幸運，但箇中滋味真是一言難盡，僅能以「關關難過關關過」簡述其心境。

　　從小與家人一同前往佛寺禮佛拜佛，結識出家眾，參加佛學兒童班、合唱團、佛

學夏令營、法會誦經等活動。求學時期亦曾有出家念頭，奈何對於塵世之繁華紅塵仍

是眷念無法斬斷去修行。雖未立志想從事學術研究，但人生因緣總是一環扣一環，一

波推著一波，推著我邁向研究與個人宗教信仰結合之路。身為女性總是對女性有關的

任何議題有興趣。於是我在英國Lancaster University的碩士論文The Study of 

Women in Early Buddhism: Was the Buddha Sexist? 師從 Hiroko Kawanami，探

討有關女性在原始佛教中的地位問題。畢業回臺灣後，有幸在中研院民族所做葉春榮

老師的研究助理，他的道教研究啟發了我對宗教人類學跑田野的興趣與視野。之後我

在Ghent University的博士研究論文，Contemporary Buddhist Nunnerie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 Study of Vinaya Practices，探討比較當代臺灣與

中國現代佛教僧團對於傳統戒律理論及實踐之延續性程度。此研究運用佛典文獻（律

藏Vinayapiṭaka）與質性研究田野考察所結合比較而成的民族誌，在跨海峽兩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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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區域與不同寺院道風的比丘尼僧團進行調查本論文不同以往學者偏重戒律的翻譯和

歷史背景研究，是以反向進行，從實踐檢驗文本之方式，窺見當代佛教機構的宗教詮

釋與實踐中對古戒律之傳承。

　　我現在的研究領域，已延伸至東南亞區域，檢視大乘北傳之宗教傳播發展與受其

在地化影響，欲探討當代泰國和緬甸已在地扎根之大乘漢傳佛教寺院進行扎實而詳細

的民族誌調查，檢視現存的北傳佛教機構與僧人宗教修行模式在當地延續保存的東亞

漢傳佛教之特性。除了關注分析華僧在緬、泰如何被當地僧俗看待之外，將探究不同

異質宗教族群如何彼此溝通以獲取更多的理解與認同。並將借重Fredrik Barth主編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的

「族群邊界」概念，作為討論南北傳佛教間的宗教認同與族群認同的交互作用之基

礎。

　　我的研究需跑田野蒐集不同資料，人處異地時雖然奔波危險卻又充滿了未知數，

但與人訪談或是參與觀察蒐集當地文獻資料，總是收穫滿滿，可從錯誤中學習，力求

田調技能的改進，並能認識更多的人，嚐遍當地美食與參訪美景，真的是我做研究時

最快樂與放鬆的時刻。除此之外，田野經歷亦對我自身靈性些許有所提升，充滿難忘

回憶。譬如說，我在臺灣時路過殯儀館時，心裡充滿恐懼害怕，會將帽子壓低遮住臉

快速低頭經過，朋友在旁笑我沒膽。等到實地去泰國研究泰國佛寺情形，自身路癡而

走到殯儀館火葬處，由於當天是泰王生日沒工作人員在殯儀館，所以求助無門，只能

讓自己自身強大面對。到了緬甸之後，欲了解當地華僧宗教儀式，參與了幾場佛事超

薦儀式法會，如過橋沐浴破獄等活動，於是當我做參與觀察時，必須保持研究者的中

立與專業，抽離自身恐懼，才能如實作相關紀錄（但身上已掛數個護身符），這些都

是田野實作所帶來的特別經驗，與文獻研究者有不同的體驗。另外，做田野時不可避

免地隨時都會有突發狀況，需隨機處理，可練就臨場反應與面對困難的堅毅的心理。

　　2021年3月，榮幸能錄取成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一份子，我將繼續

好好努力工作，不忘初衷，希冀能有更多的研究發表。最後，以我求學研究之座右銘

做結語共勉之。《禮記‧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

通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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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許嘉麟（Chia-Ling, Hsu）

　　一進入大學就讀時，懷著想要多學一種語言的

想法，就近選擇了臺師大的法語中心學了法文。儘

管一開始學習的想法與之後去法國求學完全沒有關

聯，但是也因為在大一做了學習法文這個決定，使

得後來的生涯規劃與法國的連結越來越強。在大三

時遇到在我學術生涯中影響最深的臺師大地理系張

峻嘉教授，在課堂中不僅了解到飲食文化地理研究

的多重面貌以及發展性，更重要的是，使我有了到

法國求學的想法。法國作為人文地理學重要的發展

地之一，且法國學者對於當代地理學理論思考上都

有著重要的影響，在這樣的想法之下，我一步步的以各種方式去達成到法國求學的目

標。所以，在碩士時，就決定以法國的飲食文化為題，使自己在撰寫論文中一定要去

閱讀法文的文獻，並且到法國進行田野調查，打下之後到法國求學的基礎。因此，碩

士論文便以法國布列塔尼地區可麗餅的飲食文化為主題。而不僅為了蒐集文獻資料，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布列塔尼當地可麗餅飲食文化的現況，在獲得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

的獎助金後前往布列塔尼進行田野調查，這兩個月的田野經驗，讓我對於博士到法國

求學更有信心，也讓我深信在人文地理研究方面，法國是最佳的學習地點。

　　當時在博士論文的選擇上，雖然仍是以飲食文化地理作為主軸，但在一開始找尋

時，是要以研究臺灣的飲食文化，還是延續碩士論文對於法國飲食文化研究的脈絡著

實困擾了許久，在諮詢過許多師長之後，決定以連結兩地飲食文化交換的主題為主。

法文學習的經驗成為研究的養分，給予了研究主題的靈感，在學習法文的期間，發現

有幾位同學是為了之後要到法國廚藝學校學習而學法文，與一般是為了準備到法國拿

取正式學位不同，遂決定以到法國廚藝學校學習的臺灣學生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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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美食的全球化：以在臺灣的推廣為例（La mondialisation de la gastronomie 

française : le cas de la diffusion à Taïwan）」作為博士論文題目。在博士期間，與有

廚藝學校學習經驗的學生進行多次的訪談，探討他們前往法國學習的動機、在法期間

如何學習和接收法國料理與甜點的知識技術，並規畫之後的職涯發展。研究過程中，

也了解法國廚藝學校是如何在當代成為法國美食傳播的重要行動者之一，廚藝學校在

知識和技藝的生產線中，使法國的料理和甜點在傳播時有一套準則。此外，這些學生

在不斷跨域的過程中，既身為法國美食文化、技術、知識的接受者，又是傳播者，他

們作為文化擴散的行動者，對臺灣飲食文化的形塑產生了影響。

　　博士畢業回到臺灣後，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學者，研究計

畫以臺灣的早餐飲食文化為研究主題，探討臺灣早餐飲食文化建構的脈絡和日常實踐

的情形。初步的研究成果是關注學校教育是如何影響國人，探索一日三餐食用規律以

及早餐的重要性，早餐店如何被工作及學校作息影響，在分秒必爭的早晨提供餐點給

人們。

　　接下來在人社中心的研究計畫，是由博士論文研究中了解當代社會對於「職人手

工精神」的再重視，尤其是在飲食產業中的職人。在中研院博士後的期間，有機會訪

問臺灣的茶及咖啡產業的職人，加上近十年來在臺灣發展的可可產業。茶、咖啡和可

可這三種作物，都需要透過職人的知識與技術加工後，才能提高經濟價值，臺灣因為

發展脈絡和生產規模等因素，不像其他國家有著明顯的全球化分工，造成與生產地斷

裂的情形，農人即是職人是臺灣較常見的現象，且茶師、咖啡師及巧克力師紛紛在自

身的作品中，追尋在地生產的連結。藉由這三大無酒精飲料的原料發展脈絡，討論臺

灣在農業發展中不同作物之間的競逐，以及農人的性格。更進一步思索職人與農人頻

繁的互動，或職人即農人的雙重角色，農業和餐飲業的緊密結合，對於島上飲食消費

習慣、品味以及飲食文化的轉變帶來哪些影響。

　　從碩士以來的研究都是圍繞著飲食文化地理為核心，在法國求學期間，也正是在

法國盛餐（Gastronomic meal of the French）申請上UNESCO的無形文化遺產後，

延續著申遺的成功，法國飲食研究的學者及社群也更加的活躍和發展，再加上原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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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相關研究深厚的基礎，都讓法國的飲食研究更加的多元。法國美食家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布里亞-薩瓦蘭）名言「Dis-moi ce que tu manges, je te 

dirai qui tu es.（告訴我你吃什麼，我就能說出你是什麼樣的人。）」在當代已不僅

限於個人飲食選擇的展示，而是拓展到整體社會、政治、環境、農業等面向的關聯，

這是由於飲食的論述總是隨著環境及社會的流轉而變動，也賦予飲食研究更多的發展

性。之後我也會持續經由不同的研究，探究飲食的多重意義及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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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楊又欣（Yo-Hsin, Yang）

　　我喜歡移動，不僅是身體上的旅行，來回穿梭具

象的國境邊界，也是精神上的跨界，持續游走無形的

職涯和學科疆界。從大學在臺灣主修國際關係，碩班

轉唸文化觀光，畢業後進入旅遊業，從事北美、歐洲

豪華郵輪的行銷工作，因緣際會接觸到同志觀光這個

新興的文化現象和利基市場，對於它在東亞地區如何

運作、帶來哪些社會影響，深感興趣。這份興趣引領

我再從業界回到學界，赴英國Durham大學攻讀人文地

理學，並且在泰國曼谷進行田野研究。這一連串的移

動，除了出自對世界的好奇，也是替自認與主流社會

格格不入的我，尋找一個安適其位之地所做的嘗試，冥冥中揭示我研究興趣的兩個主

要軸線：「邊緣主體／行為」與「地方」。

　　我的博論「Travelling for Becoming a ‘Normal’ Gay Man: Liminality, 

Sexual fields, and Gay Taiwanese Men’s Sex Tourism to Bangkok」聚焦臺灣男

同志曼谷性觀光的跨國移動現象，探問這個性少數族群為何如候鳥般，週而復始的旅

遊到這座城市？以及在旅遊中，他們為何頻繁地前往高度性化（sexualized）的空

間，像是夜店、三溫暖、色情按摩院、go-go酒吧，並且密集地參與各種性實踐？以

「臺灣」作為案例，對於同志觀光領域在理論與實證層次上，具有獨到的意義。過往

研究奠基於20世紀末歐美白人同志的經驗，傾向將同志觀光詮釋為性少數群體逃離異

性戀霸權與恐同情結兩種壓迫交織的日常生活情境，去包容開放的異鄉，與同類「連

結」的性認同建構之旅。然而，在21世紀臺灣這個同志權益漸趨完備、多元性別友善

蔚為主流，可以安心發展非常規（non-normat ive）性認同，因而吸引眾多外國

LGBTQ人士朝聖拜訪的「亞洲同志燈塔」，本國男同志反其道而行地蜂擁旅遊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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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並將之暱稱為「回娘家」的性觀光實踐，顯然異於既有文獻的「逃離敘事」，凸

顯從「當代」或「非西方」的視角，重新思索跨國移動與性（sexuality）之複雜連

結的必要性。

　　透過混合著旅伴與導遊的交雜身份，跟隨臺灣男同志一起旅遊曼谷的參與式觀

察，加上與這些同志旅人的個別訪談，我發現他們之所以反覆前往曼谷從事性觀光，

除了因為旅遊至異鄉創造的匿名性與閾限性（liminality），合理化觀光客對於違反

道德規範的性實踐之參與；也由於泰國社會崇尚華人外貌的種族化情慾，大幅提升臺

灣人在當地的性魅力。進一步分析，這些鼓舞受訪者投身曼谷性觀光的地方性因素，

其實源自臺灣社會脈絡中的「得體」性道德政治與主流審美觀；前者主要肇因於，身

處社會邊緣的同志在爭取公民權（如婚姻）的過程中為獲取社會認同，社群內部興起

一股力倡約束個人性生活，以營造符合主流道德價值之「得體」形象的「道德監控」

風潮；後者則關乎臺灣男同志文化中對於性魅力狹隘單一的定義，獨尊年輕、健壯、

陽剛等特質，而循此開展的高度階級化互動模式，使得不合乎此審美觀的多數受訪

者，深陷男同志交友市場的邊緣底層，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性地被排除於親密關係網絡

之外。在此背景下，曼谷性觀光成為男同志宣泄被壓抑的情慾以及拓展被限縮的交友

機會之重要管道，這些宣泄和拓展，也讓他們得以在日常生活中「成為」一個具有得

體的道德形象和完備的親密關係經驗之「正常」男同志，說明同志觀光這樣的跨國移

動，是性少數族群與日常的性道德政治和主流審美觀折衝妥協的生存策略，也體現在

當代臺灣社會，男同志代表的不單是一種性傾向，它更是一種揉雜特定性道德規範與

性魅力標準的身份認同。

　　博後階段，我將研究的地方尺度從跨國拉回到都市，聚焦於另一邊緣主體：性工

作，探討該產業與其營業所在地之周邊居民的互動關係。藉由在高雄三個著名風化區

的田野訪調以及跟當地住戶、商家的焦點團體與一對一訪談，這個研究想了解性工作

這種承受高度污名的勞動，對於周遭鄰里的地方名聲與公共空間使用帶來哪些象徵與

實質層面的影響？與性產業比鄰而居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由此衍生的經濟利益或損

失，如何重塑附近居民對於性工作的觀感跟態度，由此進一步論證，人們的性道德標

準在情感與金錢的中介下，如何上下浮動且不斷與現實進行協商。這個研究希望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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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工作相關文獻中，長期被忽視或「被代言」的社區居民聲音，也指出性專區的設

置與規劃，除了公共衛生、社會治安等理性務實的權衡，還必須考量性道德意識形態

在其中扮演的微妙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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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行事曆（2021年10月至12月）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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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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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

　　11/19  (五)   ：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發展研究成果發表會

       11/26（五）：藝術學門人文大師下午茶

　    2021年12月

　　12/6 (一)、12/7 (二)、12/8 (三)   : 跨領域科學與哲學工作坊 

       12/10（五）：大稻埕茶商與民主文化

       12/10（五）：從科學到政治：氣候變遷與淨零排放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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