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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ii

　　時序入冬，氣候轉為濕冷，過去一年雖然疫情依舊嚴峻，但學界對於知識真理的渴望與

熱情仍絲毫未減，無論是期刊、研討會或學術活動等交流，或延期辦理、或調整形式、或增

加線上場次⋯⋯等等各種變通方式不一而足，在在顯示了學人追求典範的胸臆與自我的期

許。

　　突破「跨科際」與「界領域」的跨領域計畫，是串連不同學科，激盪整合新的研究基

礎，早期囿於可用工具的限制，多仰賴較為傳統的研究方法，本期邀訪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

劉文強教授，剖析他如何以理工思維著手，從巨量資料庫進行中文文獻的研究，探討古籍典

章中的字詞脈絡；香港學者梁啟智以社會科學視角談香港經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謝欣芩副

教授則是分享了從文學研究到影像研究的收穫。      

     學術界並不是獨善其身的象牙塔，運用知識的力量提升對社會的反思與關注，應是學者

們願意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戮力鑽研深究的初衷。人社中心去年辦理了氣候變遷與淨零排

放、環境正義論壇，也進一步探討疫情下民主與威權政體的治理挑戰，同時關懷本土原住民

族的研究與大稻埕茶商的發展史；對於新進學人，中心也將於年後假高雄蓮潭國際會館，辦

理2022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新進人員研習工作坊，期盼每一場參與活動的先進或是後學，皆能

左右采獲、稇載而歸。在此，藉工作坊標題「人文春秋，社科龍虎」，預祝各位學友新的一

年龍騰虎躍，虎虎生風，虎年行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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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劉文強教授，是一

位長於典籍研究的知名學者，自先秦的《左

傳》、《三禮》至漢魏六朝散文，皆是他長年投

入鑽研的範疇。

     典章文獻的文本是中文系研究的基礎，由於時

間跨度長，文本的散佚偽誤也是多數學者的痛，

近代文學或許相關史料較為齊整，也容易蒐羅，

但對於研究古籍的學者來說，即使不過相距百餘

年的《紅樓夢》，目前已知的脂本系統便包含甲

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與戚序本四版差異，遑論

更久遠之前的作品了。

     由於傳統的研究方式面臨典籍版本與字詞判定上的困難，因此劉文強主持科技部

人社中心《巨量文本方法下的左傳成書研究》研讀班，嘗試以數理的思維方式讓文學

上的難題獲得解決。

科技提升人文，人文深化科技

　　在印刷術尚未普及之前，書籍的流通以手抄本為主，古籍文典在傳抄過程中，往

往因為書寫錯誤或筆畫不清等緣由，造成的謬誤與疏漏數不勝數，研究者須耗費大量

時間與精力去一一檢核，審視任何一個令人感到疑慮的字詞；「郭公夏五，疑信相

參」是否貽笑大方暫且不論，訛誤失實的文字可能影響研究正確性甚鉅，造成嚴重的

後果，《呂氏春秋．慎行論》的「己亥涉河」成了「三豕渡河」就是典型的例子。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興起後，很快地成為學術資料搜尋、儲存及分享的重地，

200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郁夫教授(現已退休)建立「寒泉古典文獻全文

檢索資料庫」，運用數位化典藏了十三經、四庫總目以及先秦諸子、二十五史等古

籍，成為劉文強進行研究時的好幫手，使用寒泉資料庫找參考材料很方便，不會疏

漏，然而受限於系統類型，他很快地察覺不足之處。

     中文字受到語言、環境等因素影響，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時代，甚至在相異的語

境中，所代表的意思便可能不盡相同；劉文強發現，寒泉資料庫查察關鍵字時相當好

用，但若想要解決字詞的脈絡問題，便不甚理想。舉例來說，《論語》是孔子弟子與

再傳弟子的集錄匯編，提到孔子時多使用子、夫子等稱謂，孔子名丘字仲尼，「仲

尼」一詞在《論語》中，一共出現六次，全數落在〈子張篇〉，而所有的「仲尼」都

和子貢有關，因子貢讚美孔子，但顏淵也讚美孔子，為什麼不是顏淵最多？這是劉文

強開啟巨量研究的契機，他認為，先前之所以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是因為缺乏適當

的工具可以呈現。

　　有鑑於此，劉文強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處理龐雜的文獻，2009年，國立臺灣大學

資工系教授項潔開始進行資料庫的建立，他提出了三維角度的看法，劉文強認為加上

時間應該是四維角度，巨量文本研究方法與統計學、離散數學相關，若不懂大數據就

無法進行討論。數位工具不是萬能的，但可運用的層面非常廣泛，不但要使用，而且

要盡量使用，能夠獲得的工具增加，可以做到的成果就越多或越好！

　　在摸索的過程中，連續三四年的時間，劉文強常常夢到自己坐在公車站，但是不

知道要去哪裡。憑著對研究的執著與信念，他前去請教看起來和中文系完全八竿子打

不著的資工系與生醫所，生物醫學所要求的是精準醫療，劉文強要的是能夠做到每個

字的精準梳理與判斷，他認為資工的專業和中文的研究，很像是上下游產業，好比將

石油精煉成汽油，要有生醫的精準判斷、資工的挖掘器械，再由中文提純淬鍊，最終

達到全方位呈現的效果。這讓他有了全新的體認，也抓到正確方向，原本在公車站不

曉得要去哪裡的劉文強，彷彿「有一天跳上火車，火車把我送到高鐵上」。科技的提

升支持著人文的需求，人文的發展深化了科技的進步，但是文言文的規律，目前資工

還無法掌握，科技與人文各擅勝場，自身領域範圍內的知識豐富卻缺乏整合，殊為可

惜。

     雖然計畫於2022年申請退休，但對於學術研究，劉文強始終秉持著堅毅的精神、

不渝的信念，絲毫不見倦懶，經典的要求精準到每一字都要斟酌再三，單單一個舉手

的動作，他便以興、舉、捧、抔四字來表述其中的分別，侃侃而談這些動作在典籍中

的形象。他認為，既然選擇用科學的依據處理文字，那麼只有用更多字，定位才會精

準，如同要使用資料庫，先透過大量的閱讀，效果更好，因為學識只會累積不會倒

退。目前他帶領學生做先秦經典的補注，並鼓勵學生只要願意努力用功，得到的收穫

是以前難以想像的，若能有事半功倍的器材協助研究，以後發展將不可限量。

　　

堅毅的精神，不渝的信念

　　2014年，劉文強和學生出席馬王堆學術研討會，將「黃帝」查了一遍，赫然發

現，我們以為人盡皆知的「黃帝」一詞，在《墨子》中其實一次都沒有出現過，不僅

墨子不提，墨子及其後代的文獻中也都未見隻字！「消失的黃帝」引起劉文強的興

趣，生活在距離「炎帝」、「黃帝」幾千年的二十一世紀，都曉得這兩位上古神話人

物，但在與其年代相近的《墨子》反而沒有紀錄，也許把舊有的、習以為常的概念，

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和排列，根據文獻證據，可能就會顛覆了傳統既定的印象。

　　先秦兩漢的經典問題在於分別有流傳的過程，例如《左傳》又名《左氏春秋》，

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左傳》與《春秋》應該是不

能切割的，像是一個整合型計畫，孔子是召集人，不是撰寫者。《左傳》跟《孔子家

語》以及《國語》相關，《孔子家語》的爭議很多，不少學者直言是偽書；至於《國

語》，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載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而左丘明生活在

春秋末年，《左傳》卻有戰國初的記事，年代已有疑慮，因此古籍史書是否可靠也是

一大問號，遑論距離先秦較司馬遷更遙遠的閻若璩、朱熹等百家說法；最重要的是，

倘依此門徑順藤摸瓜地回溯，可能會「回到原點」，屆時若理出許多經典成為偽作的

情況，將導致很多學者無法接受。劉文強認為，現象很容易發現，但現象所蘊含的問

題不能預測，如同廚師的廚藝有高下之分，水準相同的食材做出來的料理，差別只在

於精緻度。

　　2022年，劉文強主持科技部《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準備串連先秦

兩漢時期的經典關係，這是立基於巨量資料庫的研究進行深耕與拓展，試圖重整，甚

至重塑春秋戰國的面貌。在中文領域進行巨量資料庫的建構與推動研究方法的變革，

劉文強不認為自己是開創的先鋒，而是將自己定義為推廣者，他在無數場演講中，不

厭其煩介紹巨量資料庫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藉此減少摸索的時間，利用更合宜的工

具，完成卓越的學術產出。

　　

文學與工程，跨領域的雙向奔赴

　　2014年，劉文強深知若要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工具上有所突破，跨領域是不可能

逃避的辦法，他前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拜訪地理學博士吳連賞校長，想藉GIS（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圖像化，解決《左傳》中提

到的首都遷徙問題，同時也申請補助，希望能尋求資源。最後補助申請遭到退件，理

由竟是審查委員將3S (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定位系統、RS遙測) 誤會為「GPS」，

雖然令人感到氣餒，但更堅定劉文強一定要利用資訊工程打造科技文學研究的決心。

　　巨量文本造成的誤會，可由大部分委員認為這是透過網路搜尋就可以處理的審查

意見中略見端倪，然而搜尋是方法、整理是過程，發現問題才是結果。在研究過程

中，設定參數是很令人傷腦筋的步驟，典籍中由字、詞到時空的比較，若無法精準定

義，便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再者，以前要熟記默背的資料，現在只需要輸入關鍵字查

詢，就能夠得到答案，會不會造成研究工作上的憊懶投機？劉文強認為正好相反，他

指出研究者對文本的精熟程度才是成果好壞的關鍵，倘若研究者只依賴工具，對於很

多字詞不能正確掌握，就無法做出精確的研究，工具之所以讓人感到方便，在於使用

者對知識具備足夠的底蘊，資料庫的建立改善了工作效率，更凸顯打好文本基礎的重

要性。

　　例如典籍中的「曰」和「云」二字，都能解釋為「說」的意思，兩個字的差別在

於「曰」是確定已知，就是語出某某人、不可更改的確鑿，而「云」字不是；又如有

些字詞可以前後顛倒，有些不行，如「憐」、「愛」、「惜」，憐愛、愛憐、憐惜、

愛惜都是字詞，但惜愛、惜憐就不是。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做了關於甲乙的研究，卻

又冒出涉及丙丁的連結，就這樣一個套一個，往前後左右延伸，研究的量體便益發龐

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困擾從事古籍經典研究學者的嚴峻問題，就是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的偽書！早年不乏許多辛苦投入典章考據的研究者，土法煉鋼經交叉比對分析大量資

料後，才發現關鍵竟然被登載在偽書中的情況！若當時已有合適的工具及方法，必定

能少走冤枉路，文學與科技雖然在本質上看似互不相干，但在越來越先進的跨領域交

流中，逐步加強互動，緊密合作。

文籍先生，強識博聞——劉文強

採訪／連采宜　　撰文／連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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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傳統的研究方式面臨典籍版本與字詞判定上的困難，因此劉文強主持科技部

人社中心《巨量文本方法下的左傳成書研究》研讀班，嘗試以數理的思維方式讓文學

上的難題獲得解決。

科技提升人文，人文深化科技

　　在印刷術尚未普及之前，書籍的流通以手抄本為主，古籍文典在傳抄過程中，往

往因為書寫錯誤或筆畫不清等緣由，造成的謬誤與疏漏數不勝數，研究者須耗費大量

時間與精力去一一檢核，審視任何一個令人感到疑慮的字詞；「郭公夏五，疑信相

參」是否貽笑大方暫且不論，訛誤失實的文字可能影響研究正確性甚鉅，造成嚴重的

後果，《呂氏春秋．慎行論》的「己亥涉河」成了「三豕渡河」就是典型的例子。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興起後，很快地成為學術資料搜尋、儲存及分享的重地，

200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郁夫教授(現已退休)建立「寒泉古典文獻全文

檢索資料庫」，運用數位化典藏了十三經、四庫總目以及先秦諸子、二十五史等古

籍，成為劉文強進行研究時的好幫手，使用寒泉資料庫找參考材料很方便，不會疏

漏，然而受限於系統類型，他很快地察覺不足之處。

     中文字受到語言、環境等因素影響，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時代，甚至在相異的語

境中，所代表的意思便可能不盡相同；劉文強發現，寒泉資料庫查察關鍵字時相當好

用，但若想要解決字詞的脈絡問題，便不甚理想。舉例來說，《論語》是孔子弟子與

再傳弟子的集錄匯編，提到孔子時多使用子、夫子等稱謂，孔子名丘字仲尼，「仲

尼」一詞在《論語》中，一共出現六次，全數落在〈子張篇〉，而所有的「仲尼」都

和子貢有關，因子貢讚美孔子，但顏淵也讚美孔子，為什麼不是顏淵最多？這是劉文

強開啟巨量研究的契機，他認為，先前之所以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是因為缺乏適當

的工具可以呈現。

　　有鑑於此，劉文強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處理龐雜的文獻，2009年，國立臺灣大學

資工系教授項潔開始進行資料庫的建立，他提出了三維角度的看法，劉文強認為加上

時間應該是四維角度，巨量文本研究方法與統計學、離散數學相關，若不懂大數據就

無法進行討論。數位工具不是萬能的，但可運用的層面非常廣泛，不但要使用，而且

要盡量使用，能夠獲得的工具增加，可以做到的成果就越多或越好！

　　在摸索的過程中，連續三四年的時間，劉文強常常夢到自己坐在公車站，但是不

知道要去哪裡。憑著對研究的執著與信念，他前去請教看起來和中文系完全八竿子打

不著的資工系與生醫所，生物醫學所要求的是精準醫療，劉文強要的是能夠做到每個

字的精準梳理與判斷，他認為資工的專業和中文的研究，很像是上下游產業，好比將

石油精煉成汽油，要有生醫的精準判斷、資工的挖掘器械，再由中文提純淬鍊，最終

達到全方位呈現的效果。這讓他有了全新的體認，也抓到正確方向，原本在公車站不

曉得要去哪裡的劉文強，彷彿「有一天跳上火車，火車把我送到高鐵上」。科技的提

升支持著人文的需求，人文的發展深化了科技的進步，但是文言文的規律，目前資工

還無法掌握，科技與人文各擅勝場，自身領域範圍內的知識豐富卻缺乏整合，殊為可

惜。

     雖然計畫於2022年申請退休，但對於學術研究，劉文強始終秉持著堅毅的精神、

不渝的信念，絲毫不見倦懶，經典的要求精準到每一字都要斟酌再三，單單一個舉手

的動作，他便以興、舉、捧、抔四字來表述其中的分別，侃侃而談這些動作在典籍中

的形象。他認為，既然選擇用科學的依據處理文字，那麼只有用更多字，定位才會精

準，如同要使用資料庫，先透過大量的閱讀，效果更好，因為學識只會累積不會倒

退。目前他帶領學生做先秦經典的補注，並鼓勵學生只要願意努力用功，得到的收穫

是以前難以想像的，若能有事半功倍的器材協助研究，以後發展將不可限量。

　　

堅毅的精神，不渝的信念

　　2014年，劉文強和學生出席馬王堆學術研討會，將「黃帝」查了一遍，赫然發

現，我們以為人盡皆知的「黃帝」一詞，在《墨子》中其實一次都沒有出現過，不僅

墨子不提，墨子及其後代的文獻中也都未見隻字！「消失的黃帝」引起劉文強的興

趣，生活在距離「炎帝」、「黃帝」幾千年的二十一世紀，都曉得這兩位上古神話人

物，但在與其年代相近的《墨子》反而沒有紀錄，也許把舊有的、習以為常的概念，

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和排列，根據文獻證據，可能就會顛覆了傳統既定的印象。

　　先秦兩漢的經典問題在於分別有流傳的過程，例如《左傳》又名《左氏春秋》，

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左傳》與《春秋》應該是不

能切割的，像是一個整合型計畫，孔子是召集人，不是撰寫者。《左傳》跟《孔子家

語》以及《國語》相關，《孔子家語》的爭議很多，不少學者直言是偽書；至於《國

語》，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載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而左丘明生活在

春秋末年，《左傳》卻有戰國初的記事，年代已有疑慮，因此古籍史書是否可靠也是

一大問號，遑論距離先秦較司馬遷更遙遠的閻若璩、朱熹等百家說法；最重要的是，

倘依此門徑順藤摸瓜地回溯，可能會「回到原點」，屆時若理出許多經典成為偽作的

情況，將導致很多學者無法接受。劉文強認為，現象很容易發現，但現象所蘊含的問

題不能預測，如同廚師的廚藝有高下之分，水準相同的食材做出來的料理，差別只在

於精緻度。

　　2022年，劉文強主持科技部《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準備串連先秦

兩漢時期的經典關係，這是立基於巨量資料庫的研究進行深耕與拓展，試圖重整，甚

至重塑春秋戰國的面貌。在中文領域進行巨量資料庫的建構與推動研究方法的變革，

劉文強不認為自己是開創的先鋒，而是將自己定義為推廣者，他在無數場演講中，不

厭其煩介紹巨量資料庫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藉此減少摸索的時間，利用更合宜的工

具，完成卓越的學術產出。

　　

文學與工程，跨領域的雙向奔赴

　　2014年，劉文強深知若要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工具上有所突破，跨領域是不可能

逃避的辦法，他前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拜訪地理學博士吳連賞校長，想藉GIS（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圖像化，解決《左傳》中提

到的首都遷徙問題，同時也申請補助，希望能尋求資源。最後補助申請遭到退件，理

由竟是審查委員將3S (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定位系統、RS遙測) 誤會為「GPS」，

雖然令人感到氣餒，但更堅定劉文強一定要利用資訊工程打造科技文學研究的決心。

　　巨量文本造成的誤會，可由大部分委員認為這是透過網路搜尋就可以處理的審查

意見中略見端倪，然而搜尋是方法、整理是過程，發現問題才是結果。在研究過程

中，設定參數是很令人傷腦筋的步驟，典籍中由字、詞到時空的比較，若無法精準定

義，便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再者，以前要熟記默背的資料，現在只需要輸入關鍵字查

詢，就能夠得到答案，會不會造成研究工作上的憊懶投機？劉文強認為正好相反，他

指出研究者對文本的精熟程度才是成果好壞的關鍵，倘若研究者只依賴工具，對於很

多字詞不能正確掌握，就無法做出精確的研究，工具之所以讓人感到方便，在於使用

者對知識具備足夠的底蘊，資料庫的建立改善了工作效率，更凸顯打好文本基礎的重

要性。

　　例如典籍中的「曰」和「云」二字，都能解釋為「說」的意思，兩個字的差別在

於「曰」是確定已知，就是語出某某人、不可更改的確鑿，而「云」字不是；又如有

些字詞可以前後顛倒，有些不行，如「憐」、「愛」、「惜」，憐愛、愛憐、憐惜、

愛惜都是字詞，但惜愛、惜憐就不是。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做了關於甲乙的研究，卻

又冒出涉及丙丁的連結，就這樣一個套一個，往前後左右延伸，研究的量體便益發龐

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困擾從事古籍經典研究學者的嚴峻問題，就是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的偽書！早年不乏許多辛苦投入典章考據的研究者，土法煉鋼經交叉比對分析大量資

料後，才發現關鍵竟然被登載在偽書中的情況！若當時已有合適的工具及方法，必定

能少走冤枉路，文學與科技雖然在本質上看似互不相干，但在越來越先進的跨領域交

流中，逐步加強互動，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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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劉文強教授，是一

位長於典籍研究的知名學者，自先秦的《左

傳》、《三禮》至漢魏六朝散文，皆是他長年投

入鑽研的範疇。

     典章文獻的文本是中文系研究的基礎，由於時

間跨度長，文本的散佚偽誤也是多數學者的痛，

近代文學或許相關史料較為齊整，也容易蒐羅，

但對於研究古籍的學者來說，即使不過相距百餘

年的《紅樓夢》，目前已知的脂本系統便包含甲

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與戚序本四版差異，遑論

更久遠之前的作品了。

     由於傳統的研究方式面臨典籍版本與字詞判定上的困難，因此劉文強主持科技部

人社中心《巨量文本方法下的左傳成書研究》研讀班，嘗試以數理的思維方式讓文學

上的難題獲得解決。

科技提升人文，人文深化科技

　　在印刷術尚未普及之前，書籍的流通以手抄本為主，古籍文典在傳抄過程中，往

往因為書寫錯誤或筆畫不清等緣由，造成的謬誤與疏漏數不勝數，研究者須耗費大量

時間與精力去一一檢核，審視任何一個令人感到疑慮的字詞；「郭公夏五，疑信相

參」是否貽笑大方暫且不論，訛誤失實的文字可能影響研究正確性甚鉅，造成嚴重的

後果，《呂氏春秋．慎行論》的「己亥涉河」成了「三豕渡河」就是典型的例子。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興起後，很快地成為學術資料搜尋、儲存及分享的重地，

200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郁夫教授(現已退休)建立「寒泉古典文獻全文

檢索資料庫」，運用數位化典藏了十三經、四庫總目以及先秦諸子、二十五史等古

籍，成為劉文強進行研究時的好幫手，使用寒泉資料庫找參考材料很方便，不會疏

漏，然而受限於系統類型，他很快地察覺不足之處。

     中文字受到語言、環境等因素影響，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時代，甚至在相異的語

境中，所代表的意思便可能不盡相同；劉文強發現，寒泉資料庫查察關鍵字時相當好

用，但若想要解決字詞的脈絡問題，便不甚理想。舉例來說，《論語》是孔子弟子與

再傳弟子的集錄匯編，提到孔子時多使用子、夫子等稱謂，孔子名丘字仲尼，「仲

尼」一詞在《論語》中，一共出現六次，全數落在〈子張篇〉，而所有的「仲尼」都

和子貢有關，因子貢讚美孔子，但顏淵也讚美孔子，為什麼不是顏淵最多？這是劉文

強開啟巨量研究的契機，他認為，先前之所以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是因為缺乏適當

的工具可以呈現。

　　有鑑於此，劉文強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處理龐雜的文獻，2009年，國立臺灣大學

資工系教授項潔開始進行資料庫的建立，他提出了三維角度的看法，劉文強認為加上

時間應該是四維角度，巨量文本研究方法與統計學、離散數學相關，若不懂大數據就

無法進行討論。數位工具不是萬能的，但可運用的層面非常廣泛，不但要使用，而且

要盡量使用，能夠獲得的工具增加，可以做到的成果就越多或越好！

　　在摸索的過程中，連續三四年的時間，劉文強常常夢到自己坐在公車站，但是不

知道要去哪裡。憑著對研究的執著與信念，他前去請教看起來和中文系完全八竿子打

不著的資工系與生醫所，生物醫學所要求的是精準醫療，劉文強要的是能夠做到每個

字的精準梳理與判斷，他認為資工的專業和中文的研究，很像是上下游產業，好比將

石油精煉成汽油，要有生醫的精準判斷、資工的挖掘器械，再由中文提純淬鍊，最終

達到全方位呈現的效果。這讓他有了全新的體認，也抓到正確方向，原本在公車站不

曉得要去哪裡的劉文強，彷彿「有一天跳上火車，火車把我送到高鐵上」。科技的提

升支持著人文的需求，人文的發展深化了科技的進步，但是文言文的規律，目前資工

還無法掌握，科技與人文各擅勝場，自身領域範圍內的知識豐富卻缺乏整合，殊為可

惜。

     雖然計畫於2022年申請退休，但對於學術研究，劉文強始終秉持著堅毅的精神、

不渝的信念，絲毫不見倦懶，經典的要求精準到每一字都要斟酌再三，單單一個舉手

的動作，他便以興、舉、捧、抔四字來表述其中的分別，侃侃而談這些動作在典籍中

的形象。他認為，既然選擇用科學的依據處理文字，那麼只有用更多字，定位才會精

準，如同要使用資料庫，先透過大量的閱讀，效果更好，因為學識只會累積不會倒

退。目前他帶領學生做先秦經典的補注，並鼓勵學生只要願意努力用功，得到的收穫

是以前難以想像的，若能有事半功倍的器材協助研究，以後發展將不可限量。

　　

堅毅的精神，不渝的信念

　　2014年，劉文強和學生出席馬王堆學術研討會，將「黃帝」查了一遍，赫然發

現，我們以為人盡皆知的「黃帝」一詞，在《墨子》中其實一次都沒有出現過，不僅

墨子不提，墨子及其後代的文獻中也都未見隻字！「消失的黃帝」引起劉文強的興

趣，生活在距離「炎帝」、「黃帝」幾千年的二十一世紀，都曉得這兩位上古神話人

物，但在與其年代相近的《墨子》反而沒有紀錄，也許把舊有的、習以為常的概念，

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和排列，根據文獻證據，可能就會顛覆了傳統既定的印象。

　　先秦兩漢的經典問題在於分別有流傳的過程，例如《左傳》又名《左氏春秋》，

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左傳》與《春秋》應該是不

能切割的，像是一個整合型計畫，孔子是召集人，不是撰寫者。《左傳》跟《孔子家

語》以及《國語》相關，《孔子家語》的爭議很多，不少學者直言是偽書；至於《國

語》，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載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而左丘明生活在

春秋末年，《左傳》卻有戰國初的記事，年代已有疑慮，因此古籍史書是否可靠也是

一大問號，遑論距離先秦較司馬遷更遙遠的閻若璩、朱熹等百家說法；最重要的是，

倘依此門徑順藤摸瓜地回溯，可能會「回到原點」，屆時若理出許多經典成為偽作的

情況，將導致很多學者無法接受。劉文強認為，現象很容易發現，但現象所蘊含的問

題不能預測，如同廚師的廚藝有高下之分，水準相同的食材做出來的料理，差別只在

於精緻度。

　　2022年，劉文強主持科技部《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準備串連先秦

兩漢時期的經典關係，這是立基於巨量資料庫的研究進行深耕與拓展，試圖重整，甚

至重塑春秋戰國的面貌。在中文領域進行巨量資料庫的建構與推動研究方法的變革，

劉文強不認為自己是開創的先鋒，而是將自己定義為推廣者，他在無數場演講中，不

厭其煩介紹巨量資料庫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藉此減少摸索的時間，利用更合宜的工

具，完成卓越的學術產出。

　　

文學與工程，跨領域的雙向奔赴

　　2014年，劉文強深知若要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工具上有所突破，跨領域是不可能

逃避的辦法，他前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拜訪地理學博士吳連賞校長，想藉GIS（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圖像化，解決《左傳》中提

到的首都遷徙問題，同時也申請補助，希望能尋求資源。最後補助申請遭到退件，理

由竟是審查委員將3S (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定位系統、RS遙測) 誤會為「GPS」，

雖然令人感到氣餒，但更堅定劉文強一定要利用資訊工程打造科技文學研究的決心。

　　巨量文本造成的誤會，可由大部分委員認為這是透過網路搜尋就可以處理的審查

意見中略見端倪，然而搜尋是方法、整理是過程，發現問題才是結果。在研究過程

中，設定參數是很令人傷腦筋的步驟，典籍中由字、詞到時空的比較，若無法精準定

義，便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再者，以前要熟記默背的資料，現在只需要輸入關鍵字查

詢，就能夠得到答案，會不會造成研究工作上的憊懶投機？劉文強認為正好相反，他

指出研究者對文本的精熟程度才是成果好壞的關鍵，倘若研究者只依賴工具，對於很

多字詞不能正確掌握，就無法做出精確的研究，工具之所以讓人感到方便，在於使用

者對知識具備足夠的底蘊，資料庫的建立改善了工作效率，更凸顯打好文本基礎的重

要性。

　　例如典籍中的「曰」和「云」二字，都能解釋為「說」的意思，兩個字的差別在

於「曰」是確定已知，就是語出某某人、不可更改的確鑿，而「云」字不是；又如有

些字詞可以前後顛倒，有些不行，如「憐」、「愛」、「惜」，憐愛、愛憐、憐惜、

愛惜都是字詞，但惜愛、惜憐就不是。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做了關於甲乙的研究，卻

又冒出涉及丙丁的連結，就這樣一個套一個，往前後左右延伸，研究的量體便益發龐

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困擾從事古籍經典研究學者的嚴峻問題，就是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的偽書！早年不乏許多辛苦投入典章考據的研究者，土法煉鋼經交叉比對分析大量資

料後，才發現關鍵竟然被登載在偽書中的情況！若當時已有合適的工具及方法，必定

能少走冤枉路，文學與科技雖然在本質上看似互不相干，但在越來越先進的跨領域交

流中，逐步加強互動，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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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劉文強教授，是一

位長於典籍研究的知名學者，自先秦的《左

傳》、《三禮》至漢魏六朝散文，皆是他長年投

入鑽研的範疇。

     典章文獻的文本是中文系研究的基礎，由於時

間跨度長，文本的散佚偽誤也是多數學者的痛，

近代文學或許相關史料較為齊整，也容易蒐羅，

但對於研究古籍的學者來說，即使不過相距百餘

年的《紅樓夢》，目前已知的脂本系統便包含甲

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與戚序本四版差異，遑論

更久遠之前的作品了。

     由於傳統的研究方式面臨典籍版本與字詞判定上的困難，因此劉文強主持科技部

人社中心《巨量文本方法下的左傳成書研究》研讀班，嘗試以數理的思維方式讓文學

上的難題獲得解決。

科技提升人文，人文深化科技

　　在印刷術尚未普及之前，書籍的流通以手抄本為主，古籍文典在傳抄過程中，往

往因為書寫錯誤或筆畫不清等緣由，造成的謬誤與疏漏數不勝數，研究者須耗費大量

時間與精力去一一檢核，審視任何一個令人感到疑慮的字詞；「郭公夏五，疑信相

參」是否貽笑大方暫且不論，訛誤失實的文字可能影響研究正確性甚鉅，造成嚴重的

後果，《呂氏春秋．慎行論》的「己亥涉河」成了「三豕渡河」就是典型的例子。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興起後，很快地成為學術資料搜尋、儲存及分享的重地，

200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郁夫教授(現已退休)建立「寒泉古典文獻全文

檢索資料庫」，運用數位化典藏了十三經、四庫總目以及先秦諸子、二十五史等古

籍，成為劉文強進行研究時的好幫手，使用寒泉資料庫找參考材料很方便，不會疏

漏，然而受限於系統類型，他很快地察覺不足之處。

     中文字受到語言、環境等因素影響，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時代，甚至在相異的語

境中，所代表的意思便可能不盡相同；劉文強發現，寒泉資料庫查察關鍵字時相當好

用，但若想要解決字詞的脈絡問題，便不甚理想。舉例來說，《論語》是孔子弟子與

再傳弟子的集錄匯編，提到孔子時多使用子、夫子等稱謂，孔子名丘字仲尼，「仲

尼」一詞在《論語》中，一共出現六次，全數落在〈子張篇〉，而所有的「仲尼」都

和子貢有關，因子貢讚美孔子，但顏淵也讚美孔子，為什麼不是顏淵最多？這是劉文

強開啟巨量研究的契機，他認為，先前之所以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是因為缺乏適當

的工具可以呈現。

　　有鑑於此，劉文強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處理龐雜的文獻，2009年，國立臺灣大學

資工系教授項潔開始進行資料庫的建立，他提出了三維角度的看法，劉文強認為加上

時間應該是四維角度，巨量文本研究方法與統計學、離散數學相關，若不懂大數據就

無法進行討論。數位工具不是萬能的，但可運用的層面非常廣泛，不但要使用，而且

要盡量使用，能夠獲得的工具增加，可以做到的成果就越多或越好！

　　在摸索的過程中，連續三四年的時間，劉文強常常夢到自己坐在公車站，但是不

知道要去哪裡。憑著對研究的執著與信念，他前去請教看起來和中文系完全八竿子打

不著的資工系與生醫所，生物醫學所要求的是精準醫療，劉文強要的是能夠做到每個

字的精準梳理與判斷，他認為資工的專業和中文的研究，很像是上下游產業，好比將

石油精煉成汽油，要有生醫的精準判斷、資工的挖掘器械，再由中文提純淬鍊，最終

達到全方位呈現的效果。這讓他有了全新的體認，也抓到正確方向，原本在公車站不

曉得要去哪裡的劉文強，彷彿「有一天跳上火車，火車把我送到高鐵上」。科技的提

升支持著人文的需求，人文的發展深化了科技的進步，但是文言文的規律，目前資工

還無法掌握，科技與人文各擅勝場，自身領域範圍內的知識豐富卻缺乏整合，殊為可

惜。

     雖然計畫於2022年申請退休，但對於學術研究，劉文強始終秉持著堅毅的精神、

不渝的信念，絲毫不見倦懶，經典的要求精準到每一字都要斟酌再三，單單一個舉手

的動作，他便以興、舉、捧、抔四字來表述其中的分別，侃侃而談這些動作在典籍中

的形象。他認為，既然選擇用科學的依據處理文字，那麼只有用更多字，定位才會精

準，如同要使用資料庫，先透過大量的閱讀，效果更好，因為學識只會累積不會倒

退。目前他帶領學生做先秦經典的補注，並鼓勵學生只要願意努力用功，得到的收穫

是以前難以想像的，若能有事半功倍的器材協助研究，以後發展將不可限量。

　　

堅毅的精神，不渝的信念

　　2014年，劉文強和學生出席馬王堆學術研討會，將「黃帝」查了一遍，赫然發

現，我們以為人盡皆知的「黃帝」一詞，在《墨子》中其實一次都沒有出現過，不僅

墨子不提，墨子及其後代的文獻中也都未見隻字！「消失的黃帝」引起劉文強的興

趣，生活在距離「炎帝」、「黃帝」幾千年的二十一世紀，都曉得這兩位上古神話人

物，但在與其年代相近的《墨子》反而沒有紀錄，也許把舊有的、習以為常的概念，

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和排列，根據文獻證據，可能就會顛覆了傳統既定的印象。

　　先秦兩漢的經典問題在於分別有流傳的過程，例如《左傳》又名《左氏春秋》，

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左傳》與《春秋》應該是不

能切割的，像是一個整合型計畫，孔子是召集人，不是撰寫者。《左傳》跟《孔子家

語》以及《國語》相關，《孔子家語》的爭議很多，不少學者直言是偽書；至於《國

語》，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載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而左丘明生活在

春秋末年，《左傳》卻有戰國初的記事，年代已有疑慮，因此古籍史書是否可靠也是

一大問號，遑論距離先秦較司馬遷更遙遠的閻若璩、朱熹等百家說法；最重要的是，

倘依此門徑順藤摸瓜地回溯，可能會「回到原點」，屆時若理出許多經典成為偽作的

情況，將導致很多學者無法接受。劉文強認為，現象很容易發現，但現象所蘊含的問

題不能預測，如同廚師的廚藝有高下之分，水準相同的食材做出來的料理，差別只在

於精緻度。

　　2022年，劉文強主持科技部《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準備串連先秦

兩漢時期的經典關係，這是立基於巨量資料庫的研究進行深耕與拓展，試圖重整，甚

至重塑春秋戰國的面貌。在中文領域進行巨量資料庫的建構與推動研究方法的變革，

劉文強不認為自己是開創的先鋒，而是將自己定義為推廣者，他在無數場演講中，不

厭其煩介紹巨量資料庫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藉此減少摸索的時間，利用更合宜的工

具，完成卓越的學術產出。

　　

文學與工程，跨領域的雙向奔赴

　　2014年，劉文強深知若要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工具上有所突破，跨領域是不可能

逃避的辦法，他前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拜訪地理學博士吳連賞校長，想藉GIS（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圖像化，解決《左傳》中提

到的首都遷徙問題，同時也申請補助，希望能尋求資源。最後補助申請遭到退件，理

由竟是審查委員將3S (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定位系統、RS遙測) 誤會為「GPS」，

雖然令人感到氣餒，但更堅定劉文強一定要利用資訊工程打造科技文學研究的決心。

　　巨量文本造成的誤會，可由大部分委員認為這是透過網路搜尋就可以處理的審查

意見中略見端倪，然而搜尋是方法、整理是過程，發現問題才是結果。在研究過程

中，設定參數是很令人傷腦筋的步驟，典籍中由字、詞到時空的比較，若無法精準定

義，便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再者，以前要熟記默背的資料，現在只需要輸入關鍵字查

詢，就能夠得到答案，會不會造成研究工作上的憊懶投機？劉文強認為正好相反，他

指出研究者對文本的精熟程度才是成果好壞的關鍵，倘若研究者只依賴工具，對於很

多字詞不能正確掌握，就無法做出精確的研究，工具之所以讓人感到方便，在於使用

者對知識具備足夠的底蘊，資料庫的建立改善了工作效率，更凸顯打好文本基礎的重

要性。

　　例如典籍中的「曰」和「云」二字，都能解釋為「說」的意思，兩個字的差別在

於「曰」是確定已知，就是語出某某人、不可更改的確鑿，而「云」字不是；又如有

些字詞可以前後顛倒，有些不行，如「憐」、「愛」、「惜」，憐愛、愛憐、憐惜、

愛惜都是字詞，但惜愛、惜憐就不是。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做了關於甲乙的研究，卻

又冒出涉及丙丁的連結，就這樣一個套一個，往前後左右延伸，研究的量體便益發龐

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困擾從事古籍經典研究學者的嚴峻問題，就是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的偽書！早年不乏許多辛苦投入典章考據的研究者，土法煉鋼經交叉比對分析大量資

料後，才發現關鍵竟然被登載在偽書中的情況！若當時已有合適的工具及方法，必定

能少走冤枉路，文學與科技雖然在本質上看似互不相干，但在越來越先進的跨領域交

流中，逐步加強互動，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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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劉文強教授，是一

位長於典籍研究的知名學者，自先秦的《左

傳》、《三禮》至漢魏六朝散文，皆是他長年投

入鑽研的範疇。

     典章文獻的文本是中文系研究的基礎，由於時

間跨度長，文本的散佚偽誤也是多數學者的痛，

近代文學或許相關史料較為齊整，也容易蒐羅，

但對於研究古籍的學者來說，即使不過相距百餘

年的《紅樓夢》，目前已知的脂本系統便包含甲

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與戚序本四版差異，遑論

更久遠之前的作品了。

     由於傳統的研究方式面臨典籍版本與字詞判定上的困難，因此劉文強主持科技部

人社中心《巨量文本方法下的左傳成書研究》研讀班，嘗試以數理的思維方式讓文學

上的難題獲得解決。

科技提升人文，人文深化科技

　　在印刷術尚未普及之前，書籍的流通以手抄本為主，古籍文典在傳抄過程中，往

往因為書寫錯誤或筆畫不清等緣由，造成的謬誤與疏漏數不勝數，研究者須耗費大量

時間與精力去一一檢核，審視任何一個令人感到疑慮的字詞；「郭公夏五，疑信相

參」是否貽笑大方暫且不論，訛誤失實的文字可能影響研究正確性甚鉅，造成嚴重的

後果，《呂氏春秋．慎行論》的「己亥涉河」成了「三豕渡河」就是典型的例子。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興起後，很快地成為學術資料搜尋、儲存及分享的重地，

200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郁夫教授(現已退休)建立「寒泉古典文獻全文

檢索資料庫」，運用數位化典藏了十三經、四庫總目以及先秦諸子、二十五史等古

籍，成為劉文強進行研究時的好幫手，使用寒泉資料庫找參考材料很方便，不會疏

漏，然而受限於系統類型，他很快地察覺不足之處。

     中文字受到語言、環境等因素影響，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時代，甚至在相異的語

境中，所代表的意思便可能不盡相同；劉文強發現，寒泉資料庫查察關鍵字時相當好

用，但若想要解決字詞的脈絡問題，便不甚理想。舉例來說，《論語》是孔子弟子與

再傳弟子的集錄匯編，提到孔子時多使用子、夫子等稱謂，孔子名丘字仲尼，「仲

尼」一詞在《論語》中，一共出現六次，全數落在〈子張篇〉，而所有的「仲尼」都

和子貢有關，因子貢讚美孔子，但顏淵也讚美孔子，為什麼不是顏淵最多？這是劉文

強開啟巨量研究的契機，他認為，先前之所以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是因為缺乏適當

的工具可以呈現。

　　有鑑於此，劉文強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處理龐雜的文獻，2009年，國立臺灣大學

資工系教授項潔開始進行資料庫的建立，他提出了三維角度的看法，劉文強認為加上

時間應該是四維角度，巨量文本研究方法與統計學、離散數學相關，若不懂大數據就

無法進行討論。數位工具不是萬能的，但可運用的層面非常廣泛，不但要使用，而且

要盡量使用，能夠獲得的工具增加，可以做到的成果就越多或越好！

　　在摸索的過程中，連續三四年的時間，劉文強常常夢到自己坐在公車站，但是不

知道要去哪裡。憑著對研究的執著與信念，他前去請教看起來和中文系完全八竿子打

不著的資工系與生醫所，生物醫學所要求的是精準醫療，劉文強要的是能夠做到每個

字的精準梳理與判斷，他認為資工的專業和中文的研究，很像是上下游產業，好比將

石油精煉成汽油，要有生醫的精準判斷、資工的挖掘器械，再由中文提純淬鍊，最終

達到全方位呈現的效果。這讓他有了全新的體認，也抓到正確方向，原本在公車站不

曉得要去哪裡的劉文強，彷彿「有一天跳上火車，火車把我送到高鐵上」。科技的提

升支持著人文的需求，人文的發展深化了科技的進步，但是文言文的規律，目前資工

還無法掌握，科技與人文各擅勝場，自身領域範圍內的知識豐富卻缺乏整合，殊為可

惜。

     雖然計畫於2022年申請退休，但對於學術研究，劉文強始終秉持著堅毅的精神、

不渝的信念，絲毫不見倦懶，經典的要求精準到每一字都要斟酌再三，單單一個舉手

的動作，他便以興、舉、捧、抔四字來表述其中的分別，侃侃而談這些動作在典籍中

的形象。他認為，既然選擇用科學的依據處理文字，那麼只有用更多字，定位才會精

準，如同要使用資料庫，先透過大量的閱讀，效果更好，因為學識只會累積不會倒

退。目前他帶領學生做先秦經典的補注，並鼓勵學生只要願意努力用功，得到的收穫

是以前難以想像的，若能有事半功倍的器材協助研究，以後發展將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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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毅的精神，不渝的信念

　　2014年，劉文強和學生出席馬王堆學術研討會，將「黃帝」查了一遍，赫然發

現，我們以為人盡皆知的「黃帝」一詞，在《墨子》中其實一次都沒有出現過，不僅

墨子不提，墨子及其後代的文獻中也都未見隻字！「消失的黃帝」引起劉文強的興

趣，生活在距離「炎帝」、「黃帝」幾千年的二十一世紀，都曉得這兩位上古神話人

物，但在與其年代相近的《墨子》反而沒有紀錄，也許把舊有的、習以為常的概念，

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和排列，根據文獻證據，可能就會顛覆了傳統既定的印象。

　　先秦兩漢的經典問題在於分別有流傳的過程，例如《左傳》又名《左氏春秋》，

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左傳》與《春秋》應該是不

能切割的，像是一個整合型計畫，孔子是召集人，不是撰寫者。《左傳》跟《孔子家

語》以及《國語》相關，《孔子家語》的爭議很多，不少學者直言是偽書；至於《國

語》，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載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而左丘明生活在

春秋末年，《左傳》卻有戰國初的記事，年代已有疑慮，因此古籍史書是否可靠也是

一大問號，遑論距離先秦較司馬遷更遙遠的閻若璩、朱熹等百家說法；最重要的是，

倘依此門徑順藤摸瓜地回溯，可能會「回到原點」，屆時若理出許多經典成為偽作的

情況，將導致很多學者無法接受。劉文強認為，現象很容易發現，但現象所蘊含的問

題不能預測，如同廚師的廚藝有高下之分，水準相同的食材做出來的料理，差別只在

於精緻度。

　　2022年，劉文強主持科技部《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準備串連先秦

兩漢時期的經典關係，這是立基於巨量資料庫的研究進行深耕與拓展，試圖重整，甚

至重塑春秋戰國的面貌。在中文領域進行巨量資料庫的建構與推動研究方法的變革，

劉文強不認為自己是開創的先鋒，而是將自己定義為推廣者，他在無數場演講中，不

厭其煩介紹巨量資料庫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藉此減少摸索的時間，利用更合宜的工

具，完成卓越的學術產出。

　　

文學與工程，跨領域的雙向奔赴

　　2014年，劉文強深知若要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工具上有所突破，跨領域是不可能

逃避的辦法，他前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拜訪地理學博士吳連賞校長，想藉GIS（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圖像化，解決《左傳》中提

到的首都遷徙問題，同時也申請補助，希望能尋求資源。最後補助申請遭到退件，理

由竟是審查委員將3S (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定位系統、RS遙測) 誤會為「GPS」，

雖然令人感到氣餒，但更堅定劉文強一定要利用資訊工程打造科技文學研究的決心。

　　巨量文本造成的誤會，可由大部分委員認為這是透過網路搜尋就可以處理的審查

意見中略見端倪，然而搜尋是方法、整理是過程，發現問題才是結果。在研究過程

中，設定參數是很令人傷腦筋的步驟，典籍中由字、詞到時空的比較，若無法精準定

義，便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再者，以前要熟記默背的資料，現在只需要輸入關鍵字查

詢，就能夠得到答案，會不會造成研究工作上的憊懶投機？劉文強認為正好相反，他

指出研究者對文本的精熟程度才是成果好壞的關鍵，倘若研究者只依賴工具，對於很

多字詞不能正確掌握，就無法做出精確的研究，工具之所以讓人感到方便，在於使用

者對知識具備足夠的底蘊，資料庫的建立改善了工作效率，更凸顯打好文本基礎的重

要性。

　　例如典籍中的「曰」和「云」二字，都能解釋為「說」的意思，兩個字的差別在

於「曰」是確定已知，就是語出某某人、不可更改的確鑿，而「云」字不是；又如有

些字詞可以前後顛倒，有些不行，如「憐」、「愛」、「惜」，憐愛、愛憐、憐惜、

愛惜都是字詞，但惜愛、惜憐就不是。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做了關於甲乙的研究，卻

又冒出涉及丙丁的連結，就這樣一個套一個，往前後左右延伸，研究的量體便益發龐

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困擾從事古籍經典研究學者的嚴峻問題，就是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的偽書！早年不乏許多辛苦投入典章考據的研究者，土法煉鋼經交叉比對分析大量資

料後，才發現關鍵竟然被登載在偽書中的情況！若當時已有合適的工具及方法，必定

能少走冤枉路，文學與科技雖然在本質上看似互不相干，但在越來越先進的跨領域交

流中，逐步加強互動，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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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people

　　梁啟智著實的體會到，在2019年後，香港人對於自我的身分認同已有很大的轉

變。他坦言，香港人很需要跟別人說「我是香港人」，過去沒有如此明顯，或許在

臺灣更深刻感受到。前些日子，參與由香港人發起舉辦的聖誕市集，讓他感到既陌

生又熟悉，過去在海外的香港移民社會中，較少見過港人聚會、從事市集活動。

2019年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創傷性的經驗，過了兩年，需要以不同的方法或機

會去除舊布新，跟其他香港人討論、重新整理、釐清自我的想法。自己身為香港

人，在臺灣這幾周，詢問其他香港人，關於這個議題的感觸更深。我們可以發現與

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層面，透出香港人對身分認同的改變或凝聚，並透過具

體的實踐表現出來，或許聚會即是其中一種，而這也是他感興趣，且欲深入探究的

議題。

　　今年中心的國際訪問學

人，為在政治、新聞與時事

評 論 領 域 活 耀 的 香 港 學

者——梁啟智博士，在社群

媒體中，以《香港問題答課

問》、《香港怎麼了》，用

問答的方式，探討香港的歷

史、制度與社會文化議題，

引起廣大的討論與迴響。目

前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梁啟智博士於2022年1月來訪中

心，藉此機會，特邀梁啟智博士與學人分享預計著手進行的研究計畫以及香港經驗。

　　梁啟智博士畢業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系，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公共事務

分析、數據分析與呈現、選舉新聞、中港關係等課程，也積極參與社會時事與運動、

擔任多家報紙專欄作者、電台主持等工作。訪談一開始，梁啟智隨即解釋，回顧自己

的研究歷程，自己跟中心過往的訪問學者其實不同，不是主流意義上在大學中的研究

學者：博士班畢業後，從擔任助理教授訓練，隨著研究的積累晉升為教授的過程。

　　取得博士學位回到香港後，梁啟智趣談自己在大學裡面從事相對主流學者，比較

奇怪的工作。在香港中文大學中，他從事大學社會及公民參與的工作，負責統籌全校

學生志工活動，鼓勵學生從事志工參與，一方面仍對研究充滿熱忱，便利用閒暇時間

做研究。梁啟智提到身邊很多朋友都對其研究背景提出疑問與好奇，受地理學專業訓

練的他，而今卻在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一直以來，都是比較以獨立研究者的身分在

學術界中做研究，其實都從事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主要研究興趣與範疇涵蓋三個面

向：空間（space）、信息（information）、參與（participation）等相關議題的

研究與討論，從中亦能也衍生更多元的議題，例如自己有時研究抗爭、有時參與其

中，或曾協助製作社區報，這些看似與興趣無關，事實上背後卻跟空間、信息與參與

息息相關。

來訪臺灣的研究計畫

　　談到來訪臺灣，主要想了解在臺灣香港人的生活樣貌，2019年，香港發生重大

的抗爭運動浪潮，大幅影響了香港的社會與政治生態，進而催生一波香港移民潮。談

到來訪中心，即欲了解2019年後，抗爭浪潮對香港移民的影響。根據臺灣移民署的

統計資料顯示，近年香港人居留與定居臺灣的許可人數顯著增長，在2019年後更是

翻倍成長。因此，研究對象著眼於2019年後，以依親、工作、投資或專業技術等方

式來臺者。

　　梁啟智從文獻資料中爬梳，臺灣近年的移民研究主要聚焦於中國與東南亞的女性

配偶，以及受雇於跨國企業的專業人士，對香港移民的關注較少。期望藉此機會，探

討香港移民到臺灣生活的經驗。來訪臺灣後發現，關注與從事香港議題研究的學者其

實不少，需從中再尋找自己可以深入研究的面向或值得學人們可以互相合作的方向，

補足對香港移民研究議題的認識。

　　梁啟智溫柔地提醒同樣欲從事香港議題研究的學者建議與鼓勵：研究香港議題，

有些人會將情感投射於研究中，因研究而認識許多香港人，或於研究中感受到人事物

的發展不如預期時，因而感到傷心、不舒服或對研究感到迷茫、覺得前無去路時，可

以從議題的尺度（scale）重新去檢視與發想，思考研究計畫，讓自己用更立體的方

向去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

從社會科學的視角，思考社會現象與議題

　　梁啟智分享自己在香港的教學經驗，他提到在過去十年間，對他來說在教學上是

一個極大的挑戰，例如說到中港關係的課程教學，香港變化太快，每每都需要重新思

考如何講述課程，因為教學內容本身即經歷很大的改變，但也因此讓他有更多的反

思。除此之外，在教學對象上的多元，需要因應多變的教材與教學方式，讓他感到特

別，如提及在課堂中有80%的陸生，也有港生以及外籍學生。教學時，回應學生對香

港議題的討論，他從教學經驗中體會到陸生與港生的不同，使得他時常需要解釋香

港議題，或以不同的角度，針對不同的學生進行授課，引導學生思辨。而課堂的經

驗與回應，也促使他集結成《香港第一課》一書，也期望透過書籍的出版，讓大眾

更認識香港。

　　近年香港社會的劇烈變化，網路流言漫天飛，梁啟智不斷叮嚀著，不管你來自

哪裡、支持的立場為何，我們都應懂得如何看待社會現象、分析社會議題，這不僅

是社會科學的基本功，而是所有做研究的人都應該了解、對社會大眾亦如是：不管

是抱持什麼觀點或理由，都不能忽略其背後的原因，都有其脈絡可循，且應抱持對

自己觀點可能是錯誤的認知，或知道自己有什麼不知道的地方。

　　他提醒著，我們常自覺萬事知曉，就很容易去批評他人。在大學中，說一句

話、發表一篇論文其實很難，都是需要經過縝密的思考與分析的過程，最後得出結

論，可能就是簡單的一句話而已。看待網路漫天的流言與批評，他認為我們應寬容

一點，當看到別人觀點與自己不同時，先不要謾罵或快速地做出評斷，而是應當探

究其脈絡與尊重不同的意見，這些都是珍貴的學習對象。如近期北京地鐵站的更名

備受爭議，中國官方欲統一名稱，以漢語拼音方式取代英文的方式呈現，被多數人

訕笑，不夠專業甚至是走回頭路。

面對香港的發展與感受

　　梁啟智也談及近年，香港面臨重大變動與影響，與我們分享他的感受，他深刻

地說到在研究或日常生活的轉變。現今對香港議題的討論，已經不是區域性的議

題，它已經超過了香港本身，即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部分，是全球性的議題。而當

談論到對抗爭浪潮的看待，從社會運動研究的角度，運動的成功與否、有用無用的

評論，不同的人理解不同，可以帶來不一樣的解讀。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不

同的時空背景下會帶來不一樣的影響與結果，而這其實也是另一個社會建構的過

程。此外，香港的城市地景的轉變，這也是香港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如牆上的塗

鴉、標語或海報，在這兩年漸漸消失，這是一個慢慢告別的過程，是物理上的告

別，而也有很多人移民、離開、團體解散，則是社會上的告別。

梁啟智：社會科學視角的思考與香港經驗

採訪／葉湘雯　　撰文／葉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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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智著實的體會到，在2019年後，香港人對於自我的身分認同已有很大的轉

變。他坦言，香港人很需要跟別人說「我是香港人」，過去沒有如此明顯，或許在

臺灣更深刻感受到。前些日子，參與由香港人發起舉辦的聖誕市集，讓他感到既陌

生又熟悉，過去在海外的香港移民社會中，較少見過港人聚會、從事市集活動。

2019年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創傷性的經驗，過了兩年，需要以不同的方法或機

會去除舊布新，跟其他香港人討論、重新整理、釐清自我的想法。自己身為香港

人，在臺灣這幾周，詢問其他香港人，關於這個議題的感觸更深。我們可以發現與

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層面，透出香港人對身分認同的改變或凝聚，並透過具

體的實踐表現出來，或許聚會即是其中一種，而這也是他感興趣，且欲深入探究的

議題。

　　今年中心的國際訪問學

人，為在政治、新聞與時事

評 論 領 域 活 耀 的 香 港 學

者——梁啟智博士，在社群

媒體中，以《香港問題答課

問》、《香港怎麼了》，用

問答的方式，探討香港的歷

史、制度與社會文化議題，

引起廣大的討論與迴響。目

前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梁啟智博士於2022年1月來訪中

心，藉此機會，特邀梁啟智博士與學人分享預計著手進行的研究計畫以及香港經驗。

　　梁啟智博士畢業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系，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公共事務

分析、數據分析與呈現、選舉新聞、中港關係等課程，也積極參與社會時事與運動、

擔任多家報紙專欄作者、電台主持等工作。訪談一開始，梁啟智隨即解釋，回顧自己

的研究歷程，自己跟中心過往的訪問學者其實不同，不是主流意義上在大學中的研究

學者：博士班畢業後，從擔任助理教授訓練，隨著研究的積累晉升為教授的過程。

　　取得博士學位回到香港後，梁啟智趣談自己在大學裡面從事相對主流學者，比較

奇怪的工作。在香港中文大學中，他從事大學社會及公民參與的工作，負責統籌全校

學生志工活動，鼓勵學生從事志工參與，一方面仍對研究充滿熱忱，便利用閒暇時間

做研究。梁啟智提到身邊很多朋友都對其研究背景提出疑問與好奇，受地理學專業訓

練的他，而今卻在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一直以來，都是比較以獨立研究者的身分在

學術界中做研究，其實都從事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主要研究興趣與範疇涵蓋三個面

向：空間（space）、信息（information）、參與（participation）等相關議題的

研究與討論，從中亦能也衍生更多元的議題，例如自己有時研究抗爭、有時參與其

中，或曾協助製作社區報，這些看似與興趣無關，事實上背後卻跟空間、信息與參與

息息相關。

來訪臺灣的研究計畫

　　談到來訪臺灣，主要想了解在臺灣香港人的生活樣貌，2019年，香港發生重大

的抗爭運動浪潮，大幅影響了香港的社會與政治生態，進而催生一波香港移民潮。談

到來訪中心，即欲了解2019年後，抗爭浪潮對香港移民的影響。根據臺灣移民署的

統計資料顯示，近年香港人居留與定居臺灣的許可人數顯著增長，在2019年後更是

翻倍成長。因此，研究對象著眼於2019年後，以依親、工作、投資或專業技術等方

式來臺者。

　　梁啟智從文獻資料中爬梳，臺灣近年的移民研究主要聚焦於中國與東南亞的女性

配偶，以及受雇於跨國企業的專業人士，對香港移民的關注較少。期望藉此機會，探

討香港移民到臺灣生活的經驗。來訪臺灣後發現，關注與從事香港議題研究的學者其

實不少，需從中再尋找自己可以深入研究的面向或值得學人們可以互相合作的方向，

補足對香港移民研究議題的認識。

　　梁啟智溫柔地提醒同樣欲從事香港議題研究的學者建議與鼓勵：研究香港議題，

有些人會將情感投射於研究中，因研究而認識許多香港人，或於研究中感受到人事物

的發展不如預期時，因而感到傷心、不舒服或對研究感到迷茫、覺得前無去路時，可

以從議題的尺度（scale）重新去檢視與發想，思考研究計畫，讓自己用更立體的方

向去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

從社會科學的視角，思考社會現象與議題

　　梁啟智分享自己在香港的教學經驗，他提到在過去十年間，對他來說在教學上是

一個極大的挑戰，例如說到中港關係的課程教學，香港變化太快，每每都需要重新思

考如何講述課程，因為教學內容本身即經歷很大的改變，但也因此讓他有更多的反

思。除此之外，在教學對象上的多元，需要因應多變的教材與教學方式，讓他感到特

別，如提及在課堂中有80%的陸生，也有港生以及外籍學生。教學時，回應學生對香

港議題的討論，他從教學經驗中體會到陸生與港生的不同，使得他時常需要解釋香

港議題，或以不同的角度，針對不同的學生進行授課，引導學生思辨。而課堂的經

驗與回應，也促使他集結成《香港第一課》一書，也期望透過書籍的出版，讓大眾

更認識香港。

　　近年香港社會的劇烈變化，網路流言漫天飛，梁啟智不斷叮嚀著，不管你來自

哪裡、支持的立場為何，我們都應懂得如何看待社會現象、分析社會議題，這不僅

是社會科學的基本功，而是所有做研究的人都應該了解、對社會大眾亦如是：不管

是抱持什麼觀點或理由，都不能忽略其背後的原因，都有其脈絡可循，且應抱持對

自己觀點可能是錯誤的認知，或知道自己有什麼不知道的地方。

　　他提醒著，我們常自覺萬事知曉，就很容易去批評他人。在大學中，說一句

話、發表一篇論文其實很難，都是需要經過縝密的思考與分析的過程，最後得出結

論，可能就是簡單的一句話而已。看待網路漫天的流言與批評，他認為我們應寬容

一點，當看到別人觀點與自己不同時，先不要謾罵或快速地做出評斷，而是應當探

究其脈絡與尊重不同的意見，這些都是珍貴的學習對象。如近期北京地鐵站的更名

備受爭議，中國官方欲統一名稱，以漢語拼音方式取代英文的方式呈現，被多數人

訕笑，不夠專業甚至是走回頭路。

面對香港的發展與感受

　　梁啟智也談及近年，香港面臨重大變動與影響，與我們分享他的感受，他深刻

地說到在研究或日常生活的轉變。現今對香港議題的討論，已經不是區域性的議

題，它已經超過了香港本身，即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部分，是全球性的議題。而當

談論到對抗爭浪潮的看待，從社會運動研究的角度，運動的成功與否、有用無用的

評論，不同的人理解不同，可以帶來不一樣的解讀。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不

同的時空背景下會帶來不一樣的影響與結果，而這其實也是另一個社會建構的過

程。此外，香港的城市地景的轉變，這也是香港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如牆上的塗

鴉、標語或海報，在這兩年漸漸消失，這是一個慢慢告別的過程，是物理上的告

別，而也有很多人移民、離開、團體解散，則是社會上的告別。

人物專訪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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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智著實的體會到，在2019年後，香港人對於自我的身分認同已有很大的轉

變。他坦言，香港人很需要跟別人說「我是香港人」，過去沒有如此明顯，或許在

臺灣更深刻感受到。前些日子，參與由香港人發起舉辦的聖誕市集，讓他感到既陌

生又熟悉，過去在海外的香港移民社會中，較少見過港人聚會、從事市集活動。

2019年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創傷性的經驗，過了兩年，需要以不同的方法或機

會去除舊布新，跟其他香港人討論、重新整理、釐清自我的想法。自己身為香港

人，在臺灣這幾周，詢問其他香港人，關於這個議題的感觸更深。我們可以發現與

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層面，透出香港人對身分認同的改變或凝聚，並透過具

體的實踐表現出來，或許聚會即是其中一種，而這也是他感興趣，且欲深入探究的

議題。

　　今年中心的國際訪問學

人，為在政治、新聞與時事

評 論 領 域 活 耀 的 香 港 學

者——梁啟智博士，在社群

媒體中，以《香港問題答課

問》、《香港怎麼了》，用

問答的方式，探討香港的歷

史、制度與社會文化議題，

引起廣大的討論與迴響。目

前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梁啟智博士於2022年1月來訪中

心，藉此機會，特邀梁啟智博士與學人分享預計著手進行的研究計畫以及香港經驗。

　　梁啟智博士畢業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系，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公共事務

分析、數據分析與呈現、選舉新聞、中港關係等課程，也積極參與社會時事與運動、

擔任多家報紙專欄作者、電台主持等工作。訪談一開始，梁啟智隨即解釋，回顧自己

的研究歷程，自己跟中心過往的訪問學者其實不同，不是主流意義上在大學中的研究

學者：博士班畢業後，從擔任助理教授訓練，隨著研究的積累晉升為教授的過程。

　　取得博士學位回到香港後，梁啟智趣談自己在大學裡面從事相對主流學者，比較

奇怪的工作。在香港中文大學中，他從事大學社會及公民參與的工作，負責統籌全校

學生志工活動，鼓勵學生從事志工參與，一方面仍對研究充滿熱忱，便利用閒暇時間

做研究。梁啟智提到身邊很多朋友都對其研究背景提出疑問與好奇，受地理學專業訓

練的他，而今卻在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一直以來，都是比較以獨立研究者的身分在

學術界中做研究，其實都從事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主要研究興趣與範疇涵蓋三個面

向：空間（space）、信息（information）、參與（participation）等相關議題的

研究與討論，從中亦能也衍生更多元的議題，例如自己有時研究抗爭、有時參與其

中，或曾協助製作社區報，這些看似與興趣無關，事實上背後卻跟空間、信息與參與

息息相關。

來訪臺灣的研究計畫

　　談到來訪臺灣，主要想了解在臺灣香港人的生活樣貌，2019年，香港發生重大

的抗爭運動浪潮，大幅影響了香港的社會與政治生態，進而催生一波香港移民潮。談

到來訪中心，即欲了解2019年後，抗爭浪潮對香港移民的影響。根據臺灣移民署的

統計資料顯示，近年香港人居留與定居臺灣的許可人數顯著增長，在2019年後更是

翻倍成長。因此，研究對象著眼於2019年後，以依親、工作、投資或專業技術等方

式來臺者。

　　梁啟智從文獻資料中爬梳，臺灣近年的移民研究主要聚焦於中國與東南亞的女性

配偶，以及受雇於跨國企業的專業人士，對香港移民的關注較少。期望藉此機會，探

討香港移民到臺灣生活的經驗。來訪臺灣後發現，關注與從事香港議題研究的學者其

實不少，需從中再尋找自己可以深入研究的面向或值得學人們可以互相合作的方向，

補足對香港移民研究議題的認識。

　　梁啟智溫柔地提醒同樣欲從事香港議題研究的學者建議與鼓勵：研究香港議題，

有些人會將情感投射於研究中，因研究而認識許多香港人，或於研究中感受到人事物

的發展不如預期時，因而感到傷心、不舒服或對研究感到迷茫、覺得前無去路時，可

以從議題的尺度（scale）重新去檢視與發想，思考研究計畫，讓自己用更立體的方

向去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

從社會科學的視角，思考社會現象與議題

　　梁啟智分享自己在香港的教學經驗，他提到在過去十年間，對他來說在教學上是

一個極大的挑戰，例如說到中港關係的課程教學，香港變化太快，每每都需要重新思

考如何講述課程，因為教學內容本身即經歷很大的改變，但也因此讓他有更多的反

思。除此之外，在教學對象上的多元，需要因應多變的教材與教學方式，讓他感到特

別，如提及在課堂中有80%的陸生，也有港生以及外籍學生。教學時，回應學生對香

港議題的討論，他從教學經驗中體會到陸生與港生的不同，使得他時常需要解釋香

港議題，或以不同的角度，針對不同的學生進行授課，引導學生思辨。而課堂的經

驗與回應，也促使他集結成《香港第一課》一書，也期望透過書籍的出版，讓大眾

更認識香港。

　　近年香港社會的劇烈變化，網路流言漫天飛，梁啟智不斷叮嚀著，不管你來自

哪裡、支持的立場為何，我們都應懂得如何看待社會現象、分析社會議題，這不僅

是社會科學的基本功，而是所有做研究的人都應該了解、對社會大眾亦如是：不管

是抱持什麼觀點或理由，都不能忽略其背後的原因，都有其脈絡可循，且應抱持對

自己觀點可能是錯誤的認知，或知道自己有什麼不知道的地方。

　　他提醒著，我們常自覺萬事知曉，就很容易去批評他人。在大學中，說一句

話、發表一篇論文其實很難，都是需要經過縝密的思考與分析的過程，最後得出結

論，可能就是簡單的一句話而已。看待網路漫天的流言與批評，他認為我們應寬容

一點，當看到別人觀點與自己不同時，先不要謾罵或快速地做出評斷，而是應當探

究其脈絡與尊重不同的意見，這些都是珍貴的學習對象。如近期北京地鐵站的更名

備受爭議，中國官方欲統一名稱，以漢語拼音方式取代英文的方式呈現，被多數人

訕笑，不夠專業甚至是走回頭路。

面對香港的發展與感受

　　梁啟智也談及近年，香港面臨重大變動與影響，與我們分享他的感受，他深刻

地說到在研究或日常生活的轉變。現今對香港議題的討論，已經不是區域性的議

題，它已經超過了香港本身，即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部分，是全球性的議題。而當

談論到對抗爭浪潮的看待，從社會運動研究的角度，運動的成功與否、有用無用的

評論，不同的人理解不同，可以帶來不一樣的解讀。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不

同的時空背景下會帶來不一樣的影響與結果，而這其實也是另一個社會建構的過

程。此外，香港的城市地景的轉變，這也是香港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如牆上的塗

鴉、標語或海報，在這兩年漸漸消失，這是一個慢慢告別的過程，是物理上的告

別，而也有很多人移民、離開、團體解散，則是社會上的告別。

人物專訪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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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智著實的體會到，在2019年後，香港人對於自我的身分認同已有很大的轉

變。他坦言，香港人很需要跟別人說「我是香港人」，過去沒有如此明顯，或許在

臺灣更深刻感受到。前些日子，參與由香港人發起舉辦的聖誕市集，讓他感到既陌

生又熟悉，過去在海外的香港移民社會中，較少見過港人聚會、從事市集活動。

2019年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創傷性的經驗，過了兩年，需要以不同的方法或機

會去除舊布新，跟其他香港人討論、重新整理、釐清自我的想法。自己身為香港

人，在臺灣這幾周，詢問其他香港人，關於這個議題的感觸更深。我們可以發現與

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層面，透出香港人對身分認同的改變或凝聚，並透過具

體的實踐表現出來，或許聚會即是其中一種，而這也是他感興趣，且欲深入探究的

議題。

　　今年中心的國際訪問學

人，為在政治、新聞與時事

評 論 領 域 活 耀 的 香 港 學

者——梁啟智博士，在社群

媒體中，以《香港問題答課

問》、《香港怎麼了》，用

問答的方式，探討香港的歷

史、制度與社會文化議題，

引起廣大的討論與迴響。目

前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梁啟智博士於2022年1月來訪中

心，藉此機會，特邀梁啟智博士與學人分享預計著手進行的研究計畫以及香港經驗。

　　梁啟智博士畢業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系，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公共事務

分析、數據分析與呈現、選舉新聞、中港關係等課程，也積極參與社會時事與運動、

擔任多家報紙專欄作者、電台主持等工作。訪談一開始，梁啟智隨即解釋，回顧自己

的研究歷程，自己跟中心過往的訪問學者其實不同，不是主流意義上在大學中的研究

學者：博士班畢業後，從擔任助理教授訓練，隨著研究的積累晉升為教授的過程。

　　取得博士學位回到香港後，梁啟智趣談自己在大學裡面從事相對主流學者，比較

奇怪的工作。在香港中文大學中，他從事大學社會及公民參與的工作，負責統籌全校

學生志工活動，鼓勵學生從事志工參與，一方面仍對研究充滿熱忱，便利用閒暇時間

做研究。梁啟智提到身邊很多朋友都對其研究背景提出疑問與好奇，受地理學專業訓

練的他，而今卻在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一直以來，都是比較以獨立研究者的身分在

學術界中做研究，其實都從事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主要研究興趣與範疇涵蓋三個面

向：空間（space）、信息（information）、參與（participation）等相關議題的

研究與討論，從中亦能也衍生更多元的議題，例如自己有時研究抗爭、有時參與其

中，或曾協助製作社區報，這些看似與興趣無關，事實上背後卻跟空間、信息與參與

息息相關。

來訪臺灣的研究計畫

　　談到來訪臺灣，主要想了解在臺灣香港人的生活樣貌，2019年，香港發生重大

的抗爭運動浪潮，大幅影響了香港的社會與政治生態，進而催生一波香港移民潮。談

到來訪中心，即欲了解2019年後，抗爭浪潮對香港移民的影響。根據臺灣移民署的

統計資料顯示，近年香港人居留與定居臺灣的許可人數顯著增長，在2019年後更是

翻倍成長。因此，研究對象著眼於2019年後，以依親、工作、投資或專業技術等方

式來臺者。

　　梁啟智從文獻資料中爬梳，臺灣近年的移民研究主要聚焦於中國與東南亞的女性

配偶，以及受雇於跨國企業的專業人士，對香港移民的關注較少。期望藉此機會，探

討香港移民到臺灣生活的經驗。來訪臺灣後發現，關注與從事香港議題研究的學者其

實不少，需從中再尋找自己可以深入研究的面向或值得學人們可以互相合作的方向，

補足對香港移民研究議題的認識。

　　梁啟智溫柔地提醒同樣欲從事香港議題研究的學者建議與鼓勵：研究香港議題，

有些人會將情感投射於研究中，因研究而認識許多香港人，或於研究中感受到人事物

的發展不如預期時，因而感到傷心、不舒服或對研究感到迷茫、覺得前無去路時，可

以從議題的尺度（scale）重新去檢視與發想，思考研究計畫，讓自己用更立體的方

向去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

從社會科學的視角，思考社會現象與議題

　　梁啟智分享自己在香港的教學經驗，他提到在過去十年間，對他來說在教學上是

一個極大的挑戰，例如說到中港關係的課程教學，香港變化太快，每每都需要重新思

考如何講述課程，因為教學內容本身即經歷很大的改變，但也因此讓他有更多的反

思。除此之外，在教學對象上的多元，需要因應多變的教材與教學方式，讓他感到特

別，如提及在課堂中有80%的陸生，也有港生以及外籍學生。教學時，回應學生對香

港議題的討論，他從教學經驗中體會到陸生與港生的不同，使得他時常需要解釋香

港議題，或以不同的角度，針對不同的學生進行授課，引導學生思辨。而課堂的經

驗與回應，也促使他集結成《香港第一課》一書，也期望透過書籍的出版，讓大眾

更認識香港。

　　近年香港社會的劇烈變化，網路流言漫天飛，梁啟智不斷叮嚀著，不管你來自

哪裡、支持的立場為何，我們都應懂得如何看待社會現象、分析社會議題，這不僅

是社會科學的基本功，而是所有做研究的人都應該了解、對社會大眾亦如是：不管

是抱持什麼觀點或理由，都不能忽略其背後的原因，都有其脈絡可循，且應抱持對

自己觀點可能是錯誤的認知，或知道自己有什麼不知道的地方。

　　他提醒著，我們常自覺萬事知曉，就很容易去批評他人。在大學中，說一句

話、發表一篇論文其實很難，都是需要經過縝密的思考與分析的過程，最後得出結

論，可能就是簡單的一句話而已。看待網路漫天的流言與批評，他認為我們應寬容

一點，當看到別人觀點與自己不同時，先不要謾罵或快速地做出評斷，而是應當探

究其脈絡與尊重不同的意見，這些都是珍貴的學習對象。如近期北京地鐵站的更名

備受爭議，中國官方欲統一名稱，以漢語拼音方式取代英文的方式呈現，被多數人

訕笑，不夠專業甚至是走回頭路。

面對香港的發展與感受

　　梁啟智也談及近年，香港面臨重大變動與影響，與我們分享他的感受，他深刻

地說到在研究或日常生活的轉變。現今對香港議題的討論，已經不是區域性的議

題，它已經超過了香港本身，即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部分，是全球性的議題。而當

談論到對抗爭浪潮的看待，從社會運動研究的角度，運動的成功與否、有用無用的

評論，不同的人理解不同，可以帶來不一樣的解讀。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不

同的時空背景下會帶來不一樣的影響與結果，而這其實也是另一個社會建構的過

程。此外，香港的城市地景的轉變，這也是香港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如牆上的塗

鴉、標語或海報，在這兩年漸漸消失，這是一個慢慢告別的過程，是物理上的告

別，而也有很多人移民、離開、團體解散，則是社會上的告別。

「國際訪問學人」申請受理時間：全年度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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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欣芩副教授任職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

化研究所，於2018年申請本中心「青年學者暨跨

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並獲得補助，在

2019年展開為期一年的研究計畫。「青年學者暨

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在培育青年

學者，鼓勵從事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深學

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

力及拓展學術網絡。

對移民研究的興趣，起於生命經驗的連結

　　謝欣芩博士畢業於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研究領域為當代臺灣文學

與電影、紀錄片、移民研究、性別研究等。就讀碩士班時，因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

分校進行短期學術訪問，開啟謝欣芩對移民研究的興趣，她觀察到美國很多城市有不

同族裔的人群在同一個地方生活，文化的異質性比臺灣更為多元。每年回臺一次的經

驗中，看到臺灣的文化、地景都有很大的變化，是她赴美求學之前都未曾見過的現

象，如臺灣飲食日益多樣化、不同族群所創業的異國料理餐館林立，引發她對移民議

題的好奇。

從文學到影像研究

　　謝欣芩目前的研究關懷為臺灣的移民、移工影像研究，議題討論面向廣泛，包括

文化生產、性別、勞動、身體政治、生命政治等。在美國從事臺灣文學的研究者，就

業市場或者相關的研究社群相對狹小，且文學因為翻譯的關係，作品的閱讀與傳播有

其侷限，也因此讓她思考，怎樣才能讓臺灣文學被看見？而影像研究或許是一個突破

點。因此，回到臺灣後專注於影像的研究，期望增加臺灣文學研究的多樣性。

　　謝欣芩博士論文題目為《當代華語文學與電影中之女性移動與家的變異》，探究

當創作者經歷跨國移動之後，如何重新看待原本的家鄉與新居地，進而建構複數的

「家」，性別議題亦是她關注的重點。她將研究重點放在女性跨國移動者，不同動機

的跨國移動者所經歷的生命情境有所不同，婚姻移民的女性，因婚姻關係來到臺灣

後，在家庭或臺灣社會裡，會遇到什麼困境和生命故事？身分認同會有怎樣改變？移

工因工作機會來到臺灣，會面臨什麼樣的職場與生活挑戰？文學和影像作品如何呈現

這些移民和移工的故事呢？這方面的研究在臺灣文學界相對較少，也因此成為謝欣芩

持續探索的焦點，也是此次執行的研究計畫〈當代東南亞移工紀錄片的空間與底層敘

事〉所探討的重點。

　　她認為關注移工紀錄片的人相對較少，推廣並讓議題傳播，有一個很重要的前

提，就是片子要好看，才會有觀眾。未來移民工議題紀錄片創作需要思考的，像是在

影像美學上的突破，以及題材的多樣化。在教學經驗中，校園的環境充滿可能性、學

生對議題的接受度相對開放，自己身處教學現場，可以引導學生接觸與討論這些議

題，也藉此讓紀錄片、移民工議題被看見。

參與「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的收穫

　　謝欣芩提到會得知此計畫，源於之前參與中心業務介紹的分享會，當時邀請了青

年學者分享執行計畫的過程與收穫。因此，也激勵她申請〈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

術輔導與諮詢〉計畫的決心，擬定一項跨領域的研究計畫，探討當代東南亞移工紀錄

片的空間與生命政治議題，期望利用此資源，向薪傳學者請益與學習。郭力昕教授任

職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為臺灣重要的紀錄片與影像研究者，藉由郭力昕的專

長，提供紀錄片研究上的指導與回饋。

　　

   謝欣芩進入新領域面臨諸多挑戰，移民研究多屬社會學領域，而自己的研究計畫偏

向文化研究，不僅需爬梳移民相關文獻，更要橫跨臺灣文學、社會學與影像研究三個

領域。因此，在研究方向確認與定位上，使她陷入思考：我的論文要怎麼樣讓每個領

域的人知道我在做什麼？要跟誰對話？論文的讀者是誰？必須在三個領域中，找到一

個平衡點。謝欣芩提到與郭力昕面對面探討研究計畫的過程中，以不同的視角思考，

掌握到自己研究的理論方向與定位。

　　每與郭力昕討論，都會得到實質上的回饋，郭力昕也協助引介訪談對象、紀錄片

導演，並與導演聯繫，幫助對紀錄片圈甚是陌生的謝欣芩能夠順利進行訪談，並給予

她很多訪談技巧的指導。

　　謝欣芩表示，人文領域的學術旅程非常個人，大家獨立進行研究，不像理工領

域，多以合作導向為主。在研究或寫作過程中，其實非常需要讀者，在執行青年學者

諮詢計畫期間，郭力昕常針對研究計畫與論文的書寫給予她回饋與具體建議，這些收

穫與學術成果的累積，也讓她在執行青年學者諮詢計畫時，同年獲得科技部年輕學者

養成計畫（愛因斯坦培植計畫）補助。她觀察到知道或申請〈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

學術輔導與諮詢〉的學者較少，多是口耳相傳，其中一個原因是必須根據執行狀況，

每一季繳交執行報告，做研究的同時也要被報告追著跑，這也是讓許多學者望而卻步

的原因之一。不過，謝欣芩卻對這點感到游刃有餘，她會安排好每一個工作時程，何

時繳交成果報告、訂定目標，在時間內達成就不會焦慮，也以此鼓勵青年學者，肯定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對她帶來的助益與成長，大力推薦並期望

有更多學界新秀申請〈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

　　

謝欣芩：從文學研究到影像研究，
                         跨領域研究計畫與收穫

採訪／葉湘雯　　撰文／葉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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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欣芩副教授任職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

化研究所，於2018年申請本中心「青年學者暨跨

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並獲得補助，在

2019年展開為期一年的研究計畫。「青年學者暨

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在培育青年

學者，鼓勵從事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深學

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

力及拓展學術網絡。

對移民研究的興趣，起於生命經驗的連結

　　謝欣芩博士畢業於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研究領域為當代臺灣文學

與電影、紀錄片、移民研究、性別研究等。就讀碩士班時，因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

分校進行短期學術訪問，開啟謝欣芩對移民研究的興趣，她觀察到美國很多城市有不

同族裔的人群在同一個地方生活，文化的異質性比臺灣更為多元。每年回臺一次的經

驗中，看到臺灣的文化、地景都有很大的變化，是她赴美求學之前都未曾見過的現

象，如臺灣飲食日益多樣化、不同族群所創業的異國料理餐館林立，引發她對移民議

題的好奇。

從文學到影像研究

　　謝欣芩目前的研究關懷為臺灣的移民、移工影像研究，議題討論面向廣泛，包括

文化生產、性別、勞動、身體政治、生命政治等。在美國從事臺灣文學的研究者，就

業市場或者相關的研究社群相對狹小，且文學因為翻譯的關係，作品的閱讀與傳播有

其侷限，也因此讓她思考，怎樣才能讓臺灣文學被看見？而影像研究或許是一個突破

點。因此，回到臺灣後專注於影像的研究，期望增加臺灣文學研究的多樣性。

　　謝欣芩博士論文題目為《當代華語文學與電影中之女性移動與家的變異》，探究

當創作者經歷跨國移動之後，如何重新看待原本的家鄉與新居地，進而建構複數的

「家」，性別議題亦是她關注的重點。她將研究重點放在女性跨國移動者，不同動機

的跨國移動者所經歷的生命情境有所不同，婚姻移民的女性，因婚姻關係來到臺灣

後，在家庭或臺灣社會裡，會遇到什麼困境和生命故事？身分認同會有怎樣改變？移

工因工作機會來到臺灣，會面臨什麼樣的職場與生活挑戰？文學和影像作品如何呈現

這些移民和移工的故事呢？這方面的研究在臺灣文學界相對較少，也因此成為謝欣芩

持續探索的焦點，也是此次執行的研究計畫〈當代東南亞移工紀錄片的空間與底層敘

事〉所探討的重點。

　　她認為關注移工紀錄片的人相對較少，推廣並讓議題傳播，有一個很重要的前

提，就是片子要好看，才會有觀眾。未來移民工議題紀錄片創作需要思考的，像是在

影像美學上的突破，以及題材的多樣化。在教學經驗中，校園的環境充滿可能性、學

生對議題的接受度相對開放，自己身處教學現場，可以引導學生接觸與討論這些議

題，也藉此讓紀錄片、移民工議題被看見。

參與「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的收穫

　　謝欣芩提到會得知此計畫，源於之前參與中心業務介紹的分享會，當時邀請了青

年學者分享執行計畫的過程與收穫。因此，也激勵她申請〈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

術輔導與諮詢〉計畫的決心，擬定一項跨領域的研究計畫，探討當代東南亞移工紀錄

片的空間與生命政治議題，期望利用此資源，向薪傳學者請益與學習。郭力昕教授任

職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為臺灣重要的紀錄片與影像研究者，藉由郭力昕的專

長，提供紀錄片研究上的指導與回饋。

　　

   謝欣芩進入新領域面臨諸多挑戰，移民研究多屬社會學領域，而自己的研究計畫偏

向文化研究，不僅需爬梳移民相關文獻，更要橫跨臺灣文學、社會學與影像研究三個

領域。因此，在研究方向確認與定位上，使她陷入思考：我的論文要怎麼樣讓每個領

域的人知道我在做什麼？要跟誰對話？論文的讀者是誰？必須在三個領域中，找到一

個平衡點。謝欣芩提到與郭力昕面對面探討研究計畫的過程中，以不同的視角思考，

掌握到自己研究的理論方向與定位。

　　每與郭力昕討論，都會得到實質上的回饋，郭力昕也協助引介訪談對象、紀錄片

導演，並與導演聯繫，幫助對紀錄片圈甚是陌生的謝欣芩能夠順利進行訪談，並給予

她很多訪談技巧的指導。

　　謝欣芩表示，人文領域的學術旅程非常個人，大家獨立進行研究，不像理工領

域，多以合作導向為主。在研究或寫作過程中，其實非常需要讀者，在執行青年學者

諮詢計畫期間，郭力昕常針對研究計畫與論文的書寫給予她回饋與具體建議，這些收

穫與學術成果的累積，也讓她在執行青年學者諮詢計畫時，同年獲得科技部年輕學者

養成計畫（愛因斯坦培植計畫）補助。她觀察到知道或申請〈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

學術輔導與諮詢〉的學者較少，多是口耳相傳，其中一個原因是必須根據執行狀況，

每一季繳交執行報告，做研究的同時也要被報告追著跑，這也是讓許多學者望而卻步

的原因之一。不過，謝欣芩卻對這點感到游刃有餘，她會安排好每一個工作時程，何

時繳交成果報告、訂定目標，在時間內達成就不會焦慮，也以此鼓勵青年學者，肯定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對她帶來的助益與成長，大力推薦並期望

有更多學界新秀申請〈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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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people

       謝欣芩副教授任職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

化研究所，於2018年申請本中心「青年學者暨跨

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並獲得補助，在

2019年展開為期一年的研究計畫。「青年學者暨

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在培育青年

學者，鼓勵從事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深學

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

力及拓展學術網絡。

對移民研究的興趣，起於生命經驗的連結

　　謝欣芩博士畢業於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研究領域為當代臺灣文學

與電影、紀錄片、移民研究、性別研究等。就讀碩士班時，因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

分校進行短期學術訪問，開啟謝欣芩對移民研究的興趣，她觀察到美國很多城市有不

同族裔的人群在同一個地方生活，文化的異質性比臺灣更為多元。每年回臺一次的經

驗中，看到臺灣的文化、地景都有很大的變化，是她赴美求學之前都未曾見過的現

象，如臺灣飲食日益多樣化、不同族群所創業的異國料理餐館林立，引發她對移民議

題的好奇。

從文學到影像研究

　　謝欣芩目前的研究關懷為臺灣的移民、移工影像研究，議題討論面向廣泛，包括

文化生產、性別、勞動、身體政治、生命政治等。在美國從事臺灣文學的研究者，就

業市場或者相關的研究社群相對狹小，且文學因為翻譯的關係，作品的閱讀與傳播有

其侷限，也因此讓她思考，怎樣才能讓臺灣文學被看見？而影像研究或許是一個突破

點。因此，回到臺灣後專注於影像的研究，期望增加臺灣文學研究的多樣性。

　　謝欣芩博士論文題目為《當代華語文學與電影中之女性移動與家的變異》，探究

當創作者經歷跨國移動之後，如何重新看待原本的家鄉與新居地，進而建構複數的

「家」，性別議題亦是她關注的重點。她將研究重點放在女性跨國移動者，不同動機

的跨國移動者所經歷的生命情境有所不同，婚姻移民的女性，因婚姻關係來到臺灣

後，在家庭或臺灣社會裡，會遇到什麼困境和生命故事？身分認同會有怎樣改變？移

工因工作機會來到臺灣，會面臨什麼樣的職場與生活挑戰？文學和影像作品如何呈現

這些移民和移工的故事呢？這方面的研究在臺灣文學界相對較少，也因此成為謝欣芩

持續探索的焦點，也是此次執行的研究計畫〈當代東南亞移工紀錄片的空間與底層敘

事〉所探討的重點。

　　她認為關注移工紀錄片的人相對較少，推廣並讓議題傳播，有一個很重要的前

提，就是片子要好看，才會有觀眾。未來移民工議題紀錄片創作需要思考的，像是在

影像美學上的突破，以及題材的多樣化。在教學經驗中，校園的環境充滿可能性、學

生對議題的接受度相對開放，自己身處教學現場，可以引導學生接觸與討論這些議

題，也藉此讓紀錄片、移民工議題被看見。

參與「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的收穫

　　謝欣芩提到會得知此計畫，源於之前參與中心業務介紹的分享會，當時邀請了青

年學者分享執行計畫的過程與收穫。因此，也激勵她申請〈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

術輔導與諮詢〉計畫的決心，擬定一項跨領域的研究計畫，探討當代東南亞移工紀錄

片的空間與生命政治議題，期望利用此資源，向薪傳學者請益與學習。郭力昕教授任

職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為臺灣重要的紀錄片與影像研究者，藉由郭力昕的專

長，提供紀錄片研究上的指導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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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欣芩進入新領域面臨諸多挑戰，移民研究多屬社會學領域，而自己的研究計畫偏

向文化研究，不僅需爬梳移民相關文獻，更要橫跨臺灣文學、社會學與影像研究三個

領域。因此，在研究方向確認與定位上，使她陷入思考：我的論文要怎麼樣讓每個領

域的人知道我在做什麼？要跟誰對話？論文的讀者是誰？必須在三個領域中，找到一

個平衡點。謝欣芩提到與郭力昕面對面探討研究計畫的過程中，以不同的視角思考，

掌握到自己研究的理論方向與定位。

　　每與郭力昕討論，都會得到實質上的回饋，郭力昕也協助引介訪談對象、紀錄片

導演，並與導演聯繫，幫助對紀錄片圈甚是陌生的謝欣芩能夠順利進行訪談，並給予

她很多訪談技巧的指導。

　　謝欣芩表示，人文領域的學術旅程非常個人，大家獨立進行研究，不像理工領

域，多以合作導向為主。在研究或寫作過程中，其實非常需要讀者，在執行青年學者

諮詢計畫期間，郭力昕常針對研究計畫與論文的書寫給予她回饋與具體建議，這些收

穫與學術成果的累積，也讓她在執行青年學者諮詢計畫時，同年獲得科技部年輕學者

養成計畫（愛因斯坦培植計畫）補助。她觀察到知道或申請〈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

學術輔導與諮詢〉的學者較少，多是口耳相傳，其中一個原因是必須根據執行狀況，

每一季繳交執行報告，做研究的同時也要被報告追著跑，這也是讓許多學者望而卻步

的原因之一。不過，謝欣芩卻對這點感到游刃有餘，她會安排好每一個工作時程，何

時繳交成果報告、訂定目標，在時間內達成就不會焦慮，也以此鼓勵青年學者，肯定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對她帶來的助益與成長，大力推薦並期望

有更多學界新秀申請〈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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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的研究方式在社會科學的量化研究中十分普遍，但在設計問卷題目及執

行調查訪問的過程中卻時常遭遇困境，現代環境快速變遷，研究的對象與主題性愈來

愈多元。有鑑於此，本中心力邀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研究員廖培珊、副研究員謝淑惠，分別以〈問卷設計的關鍵課題〉及〈敏感議題的問

卷設計與分析〉為題，舉辦「問卷設計與資料蒐集2.0工作坊」，希望藉此提供以問卷

調查進行研究的朋友們一些參考，同時也增加研究者相互交流的機會。

　　工作坊分別在南、中、北三地舉辦，10月21日假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區、11月5日假

逢甲大學、11月10日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召開，臺北場同步進行線上

場次，當天上線參與工作坊的人數高達一千兩百多人！

　　

問卷設計與資料蒐集2.0工作坊
             
撰文／謝芮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約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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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由廖培珊以〈問卷設計的關鍵課題〉揭開序幕，廖培珊從調查訪問的理論概

念談起，資料分析前必須先了解資料背後的故事，以及問卷題目如何設計。接著，由

「事件及行為題目」的定義與設計細節，例如有些題目看起來並不像是詢問特定事件，

但卻可揭露出事件的表徵，像是工作收入、家庭組成，問卷中常見的清單列表選取方

式，有其利亦有其弊。廖培珊提到敏感或具威脅性的行為題目，對於主觀現象的訪問，

在題目設計上也隱藏一些技巧，包括使用雙向或單向的評量尺度、中間選項的設計、選

項數量及標示語，以及如何處理常見的「不知道」或「無意見」選項，同時避免同意量

尺的「默從」問題。

　　問卷是否能幫助研究者蒐集到來自受訪者的有效訊息，可利用常見的信度與效度檢

測來進行；此外，專家檢視、認知訪談，也都是檢測問卷常用的方式。科技進步，問卷

資料評估軟體也是很好的問卷檢測幫手，例如自2008年建置的SQP（Survey Quality 

Predictor），就是一個問卷題目和品質評估的開源（open-source）資料庫，但受限

於資料來源，適用於歐美語系的問卷設計。

　　關於次序效應及調查模式效應帶來的種種影響，廖培珊表示題目次序及答題選項次

序都應該在設計時被納入考量，研究者在決定調查模式及問卷設計時，最好也能先了解

因應不同調查模式（面訪、電訪、網路調查、自填式問卷、混合模式調查）所帶來的不

同效應，才能掌握資料品質，她認為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自行開發的CAI

系統（全名為「整合型多模式調查系統」multi-mode 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

ing system）是很好的研究資源。在跨國調查計畫中，問卷設計是跨國研究可比較性的

關鍵因素，也是用以進行比較的主要測量工具，為了盡可能達成跨文化的測量一致性，

問卷設計需考量語言、發展程度、文化背景，因此學者建議跨國調查應採用聯合發展策

略，由跨文化的成員組成問卷設計小組，在沒有偏見的情況下盡可能減少文化差異。

　　謝淑惠帶領工作坊〈敏感議題的問卷設計與分析〉的討論，她以「請問現場朋友有

修過抽樣調查課程的請舉手？」以及「目前舉手的朋友中，在修習抽樣調查課程時老師

有教到隨機作答章節的請繼續舉著手？」兩個問題開啟間接詢問方法（indirect ques-

tioning techniques, IQT）一系列的介紹。謝淑惠表示自己是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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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接觸「隨機作答」方法，因為隨機作答是間接詢問調查方法的一種，被編排於抽樣

調查教科書的最後一章，很容易在上課時被老師略過。她依據最新論文資訊，為大家

講解什麼是間接詢問調查方法、什麼是敏感議題、設計時要注意什麼以及此議題的最

新發展以及未來可能的運用方向等等，希望帶給與會者一個間接詢問調查方法架構性

的認知。

　　謝淑惠以2021年一篇論文的問卷題目為例，詢問現場聽眾「請問疫情期間每次洗

手有超過20秒的請舉手？」現場聽眾少數人舉手，這是2020年3月COVID 19疫情大流

行時，德國政府想了解民眾有沒有遵守世界衛生組織在洗手衛生指南中推薦的洗手時

間20秒，並以實驗設計方式探討疫情流行期間以網路自填問卷是否會受到社會讚許的

影響。調查結果顯示，以傳統調查方法(直接詢問)有94.5%的民眾回答有洗手超過20

秒，間接詢問方法有78.1%的民眾洗手超過20秒，這兩種方法的估計結果存在統計上

的顯著差異，並呈現出傳統調查方法容易受到社會期許的影響，造成推論高估的現

象；間接詢問方法能讓受訪者感受到隱私被保護，會更願意回答真實的洗手行為。敏

感議題也因國情不同而迥異，謝淑惠以「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為例，說明了

臺灣民眾對於個人資料的敏感程度。

　　間接詢問廣泛應用於許多研究領域，發展出的方法大致有：隨機作答法（ran-

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 RRT）、不對稱計數法（unmatched count technique, 

UCT）、非隨機作答法（nonran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 NRRT）。謝淑惠一

一說明這些方法的設計及具體執行步驟，藉由解析國內外的實務應用與調查結果，讓

與會者能更清楚了解應用這些間接詢問的方法。謝淑惠最後以實例介紹幾個常用的R

套件與應用情境，能有效幫助研究者快速理解間接詢問方法的設計與分析。

　　整體而言，「問卷設計與資料蒐集2.0工作坊」各場次與線上討論，達到了使各地

研究者就近與講者面對面交流的良好品質與效果，藉由一系列工作坊的舉辦，除了提

供學者們解決現行研究困境的可能方法之外，也為臺灣調查研究的進步、調查計畫品

質的提升，帶來許多正面的影響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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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疫情下民主與威權政體的治理挑戰」工

作坊於2021年10月22日舉辦，本次會議規劃四個場

次，發表12篇學術論文，同時在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Youtube頻道進行會議直播。會中邀

請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蘇偉業教授、政治學

系陳陸輝主任、東亞研究所王信賢所長、國立臺灣

大學政治學系張登及教授擔任主持人，參與發表與

評論的學者遍及海內外。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寇健文於

開幕致詞時表示，目前有「美中大國競逐關係」、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浪潮的摩擦」、「新冠肺炎疫

情衝擊」、「科技發展」四股力量形塑亞太地緣政

治的變遷，不同政體面對疫情帶來的治理挑戰，是現下很重要的研究課題，寇健文舉

例，中國官方稱疫情後的局勢是「東升西降」，其實隱含體制比較下的孰優孰劣。

　　中央研究院吳玉山院士以「疫病政治學：我們想看的是什麼？」從全球化系絡、

制度思想、國內外政治及公共治理等四個角度切入講題，歸納新冠肺炎衝擊的前後影

響，提出「國家角色需重新確立，否則如何應對這些興起的危機？」吳玉山認為，抗

疫行動是非零合的，但實際上卻是被美中之間的衝突所「吸納」，臺灣的策略是透過

與美國的密切關係來獲得防疫支持，即使兩岸之間人員交流關係密切，卻沒有就防疫

進行互惠合作，「顯然臺灣的戰略圈與疫苗圈是重疊的」。

　　葉耀元副教授在〈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探討威權是否比民主具備更優良的防

疫效能〉一文中，利用線性回歸模型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審議民主可以顯著降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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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下民主與威權政體的治理挑戰工作坊
         
撰文／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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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的總染疫人數與死亡人數，而這些民主特質在威權國家中不適用，經濟發展無

論在民主國家或是威權國家都與疫情的嚴重度成正相關。國立中興大學國政所研究生

李欣樺在〈國家政體對防疫成效的影響〉中，表示非民主國家受到的國內因素影響較

民主國家小，可以展現較大規模的擴權行為，最後也有較好的防疫表現。薛健吾副教

授在〈政治制度重要嗎？各國對COVID 19防疫表現的比較制度分析〉指出，制度可能

不是影響防疫表現的最重要因素。

　　吳親恩研究員發表〈政體類型和能源價格補貼：稅

前和稅後〉，利用跨國能源補貼的數據資料，對政權類

型與能源補貼的關係進行實證分析，認為威權國家基於

社會穩定的考量，在稅前補貼較民主政體多，但當通貨

膨脹率上升時，政體之間的差異就會縮小。李凌風博士

候選人的〈「一個問題的兩個答案」：臺灣與英國疫情

防控政策比較與分析〉以質性資料分析發現臺、英兩地

均擁有較為健全的醫療與社會保障體系，採取中央地方

聯合防控、發放財政補助等方式，促進疫情防控與經濟

刺激，但由於兩方政治文化的差異，導致兩國在防疫工

作的推動上產生較大的分歧，影響最終防疫的結果。黃

信豪教授的〈社會資本、政治體制與新冠肺炎中的疫苗接種：89個國家/地區的比較〉

從世界價值觀調查第五至第七波的資料為基礎，建置89個國家的資料庫進行分析，主

張社會資本對各國推行疫苗接種具雙面刃效應，且能作為解釋疫苗接種的政治體制差

異來源之一。

　　第三場次以博士生楊光的文章〈威權政體經濟成長的異質性：制度強度視角的比

較分析〉進行討論，研究為何不同威權政體之間存在著經濟發展的差異，並認為制度

強度是這一異質性的根本決定因素，不僅會形塑領導人的經濟政策選擇，也影響官僚

如何執行政策，而政策設計與執行共同決定了經濟表現。古明君副教授論述〈健康

碼、通信大數據行程卡、以及中國數位防疫中的科技威權主義〉，透過分析使用者經

驗中的數位黑洞，試圖呈現各地資訊能力差異。鄧志松、周嘉辰兩位副教授合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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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的政策學習：民主與威權政體對新冠疫情的回應〉使用OxCGRT資料庫分析民

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抗疫政策，以空間分析比較各國政策與鄰近地區政策的相近性，

藉以判斷政策學習或鄰近效應的有無。

　　第四場次首先討論張弘遠副教授、林雅鈴副研究員共同撰寫的〈科技治理模式對

新冠肺炎疫苗研發的影響：舉國體制與公私混合模式的比較〉，以新冠肺炎疫苗的研

發管理模式作為研究對象，討論政府治理模式對於科技創新的影響。其次探討陳敦源

教授〈民主治理價值衝突下的制度性調和問題：一個從代理人理論出發對文官體系角

色再定位的檢視〉，思考代理人理論下的民主治理面臨到甚麼樣的「價值調和」問

題，而問題的解決，存在哪些可能與限制。

     最後，由童涵浦副教授、吳文欽副研究員、沈智新助理教授及碩士生黃琝戩共同撰

寫的〈誰相信陰謀論？臺灣民眾相信新冠肺炎陰謀論因素探析〉，透過分析2020年

「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於臺灣所蒐集的資料，研究影響民眾

相信新冠肺炎陰謀論的因素，發現受訪者的集體自戀感與思想開放程度，與其相信新

冠肺炎陰謀論與否有關。

活動報導

event



20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122

活動報導

event



21

活動報導

event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立中興大學文學

院、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同於

2021年10月29日假國立中興大學人文大樓102會議廳主

辦「科技部專題研究寫作工作坊」，本工作坊分為「人

文場」和「社科場」，迄今已有四屆，活動反應熱烈，

今年人文場講座由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陳淑卿教

授主持，邀請人社中心何明修主任開幕致詞。

■文學一場次

研究發想與論文投稿

主講：賴錫三特聘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紀錄：葉叡宸博士級研究人員（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講人賴錫三認為，從事古典人文的研究者，應具備「研究發想」必須來自「洞

見」，即「重新看見」、「改變觀看」的能力涵養，從研究「視角」的變換與選擇

中，「所見物」將有所調整、變形，展現特定的知識圖像。必須透過大量閱讀吸收優

質觀點，在學習洞見的過程中，反思「如何洞見」，避免扁平化的內容。

　　如何發想一項研究，是學人的基礎課題，賴錫三引導聽者透過格式塔（Ge-

stalt）心理學「看見」與「認知」（焦點意識）理論，思考「你看見什麼」？如同

2021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人文場

撰文／葉叡宸、陳穎禎、李宗興、林亨芬、林怡岑、陳奕融、羅皓名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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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論文的註腳蘊含了作者的思考痕跡，透過觀察註腳的組成方式，能理解文中並未

點明或尚被遮蔽之處，留意「（論點）被什麼遮蔽」，以及「（研究）焦點外」或

「焦點本身」是什麼，是避免聽信一家之言且能獲致博雅的可能。

　　賴錫三鼓勵學者面對非同一性的他者時，不妨廣泛閱讀，超越既有（所屬）社群

的觀點，通過解封（跳脫既有知識疆域）和遊走（接觸異者）的可能，讓研究具有流

動能量的「連續性」，且能具備「系統性」以及獲致「永續性」。

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

主講：吳冠宏教授（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紀錄：陳穎禎博士級研究人員（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吳冠宏以六個議題梳理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分析了「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

畫」、「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與「新進教師隨到隨審計畫」的案例；探討

「構思準備與書寫演練：傳衍與開新」的議題中，吳冠宏以班雅明「理念之於對象，

正如星座之於繁星」勉勵新進找到個人學術的大環境座標，並立足問題意識，進行有

效學術對話。

　　談到審查機制，吳冠宏分析學門從審查委員推薦到申覆下的各種細節，提醒新進

在繁瑣過程保持修養，並從中得到淬鍊；而「學術倫理––自律的態度實現學術志

業」的主題，則是指出容易在學倫上可能誤入的陷阱和「揭露原則」的重要。

　　吳冠宏談到25年來學術環境的轉變與差異與學者近年來所遇到的壓力與困境，以

「自我挑戰：機會多，壓力大」勉勵新進學人遇到主觀評價時能不氣餒，強調人文領

域在被自然學科制度所框限下，要依然懷抱生命感，做有溫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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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場次

研究發想與論文投稿

主講：林文凱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紀錄：李宗興博士級研究人員（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林文凱以自身對清代至日治時期的臺灣法律史與經濟史研究為例，闡釋歷史學研

究議題擴展延伸的可能，同時也分享投稿歷史學學術期刊時應注意的各項細節，並提

出幾種議題擴展的可能思考方式，包含如何從自己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出發，從歷時

性、共時性及跨域性比較等方向的延伸，思考如何發想新的歷史研究議題。林文凱博

論研究主題是清代臺灣的土地開墾與民事訴訟文化，原本就是涉及清代臺灣經濟史與

法律史的議題，因此從共時性來說，可以思考如何由清代民事法律延伸到刑事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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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是自清代臺灣的土地開墾問題延伸至米穀經濟、甚至地權政策等議題；從歷時

性來說，可思考如何從清代臺灣的法律制度，延伸探究清代到日治時期臺灣法律文化

的延續與轉變。

　　就跨地域性比較來說，林文凱晚近開展世界史的交互關聯與相互比較的研究取

徑，試圖進行臺灣近代與近代西洋歷史發展的比較，以及探究日本帝國如何在日治時

期的臺灣與福建相互關聯與交流。

　　林文凱分享自身學術投稿與審稿經驗，包括投稿前應了解期刊性質是否合於自己

的研究領域與論文寫作風格，以及面對負面審稿意見時的心態調整與因應之道，提醒

大家：再優秀的學者，都可能收到負面的審查結果，因此學習避免負面思考、試著讓

各種審稿意見都能夠轉化成為對自己的研究有所助益的意見與刺激是很重要的。他也

期許新進學者將來擔任研究計畫或是期刊論文的審稿工作時，都能做個負責任的審稿

者，共同改善臺灣學界的審稿文化與學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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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

主講：戴麗娟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紀錄：林亨芬博士級研究人員（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戴麗娟指出，一般計畫的審查重點，大致包括申請計畫書的內容（研究主題之重

要性、相關研究文獻之掌握及評述、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與研究績效（計

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品質與學術貢獻）。新進人員（到職後5年內）第一次申

請可有一次隨到隨審的機會，若主題適宜、計畫構想佳，鼓勵申請多年期計畫。現今

題目多元化，加上次領域增多，有可能找不到直接相關的學者進行審查，她提醒歷史

領域的計畫撰寫者應注意下列幾個方向：

一、 標題應明確標示主題範圍。

二、 計畫書中需充分說明研究材料之來源、性質、重要性以及取得方式。

三、 應充分掌握電子資源，若已有中外文資料庫可用，不宜申請移地研究。

四、 應列出主要參考書目，但不宜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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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題目要創新與求全，戴麗娟期許未來能與社會大眾對話、連結，並提醒新進

學者避免抄襲或自我抄襲，甚至一案多投，同時她也呼籲學界同仁遇到自己專長的主

題，請盡量不要拒審。

■語言學場次

研究發想與論文投稿

主講：張寧講座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紀錄：林怡岑博士級研究人員（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關於研究發想，張寧認為靈感是個人獨到的看法，如果能把學習到的幾個點聯繫

起來，產生新的想法，便能創造靈感。一名研究者不僅要了解主要的研究範疇，廣泛

閱讀更是不可少，涉獵文類不應偏頗，要不論古今中外、有名無名，甚至是幾近沒有

選擇性地廣泛閱讀，透過摘要、語料掌握重點，培養自己的判斷能力，直到知識內化

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可運用於論文寫作為止。

　　在想出一個點子之後，接下來要考量「是否還有其他解釋」或「其他解釋有什麼

不理想的狀態」，文獻回顧要完備，也要思考「我的解釋是否效力更強」，最重要的

是，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嗎？在反思的過程中，務必留意不可以人廢言，更不能囿於學

派，要保持開放的心態，兼顧理論價值，即使試圖翻案，也要有替代方案，因為錯誤

的研究也可能有其價值。

　　投稿論文時，切記複雜的技術不等於深刻的理論，發表的文章往往局限於二到四

名審稿者的水準，並不代表一定非常優秀，因此在寫作論文時，小節也需要注意，千

萬不要因無心之失而顯露了短處。張寧提醒研究者，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同一觀點

不應重複發表，但就同一個問題提出改正，由不同角度進行研究是可行的。一開始不

要太野心勃勃，要腳踏實地研究具體的問題，能回應他人的論文（特別是該期刊的其

他論文），提出問題與更好的觀點，篇幅短小一些，會比較容易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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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員比賽不可能每次都贏，也不可能只參賽一次；幼兒必須不斷嘗試，才能學

會行走。張寧鼓勵研究者不要怕挫折，要「厚臉皮」，就算反覆退稿還是要繼續，可

以換一個期刊投稿，但審查意見提出的問題必須在新的稿件中回應改正，若是論述不

夠清楚，就修正寫法；未提及某些文獻，就廣泛地查考再補上，每個問題都要回應，

不能遺漏。

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

主講：林若望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紀錄：林怡岑博士級研究人員（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關於語言學門的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林若望指出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要有具體

的內容以及明確的步驟和進度，透過語言學刊物的目錄、摘要尋找感興趣的題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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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新的現象發現新的議題。若是老議題，要能說明前人文獻的不足，並提供新資

料、新事實、新方法、新結果才具有原創性；若經驗事實與理論分析皆舊，將缺乏研

究價值，目前政策鼓勵申請多年期計畫，但題目要有必須研究多年的理由。

　　計畫書的內容撰寫應詳細分析前景及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要描述可能的解決方

法、發展方向，顯示執行的可行性，並具體說明預期完成的內容，也要交代可能遭遇

的困難及解決途徑，例如有跨領域的需求，可與他校教師合作或移地研究解決；文獻

回顧可能因數量過於龐大而無法全數涵括，但經典文獻與最新研究是不可忽略的部

分，由於審查人皆是該領域的研究者，熟知合理的費用，因此預算編列務必詳實，若

浮編申報，可能會被質疑誠信降低通過機率。

　　學術倫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複製他人創作的部分文字卻沒有註明引用，是很容

易被發現的，特別是英文寫作，同時也要避免自我抄襲，倘若計畫內容與過去提出的

計畫有所重複，或是曾在會議上發表過初稿，都應自我揭露，避免被審查人質疑。同

一計畫也要避免重複申請，若是跨領域的研究，在未通過的情況下，依照審查建議修

改後，重新申請其他領域，原則上應該沒有問題，但最好交代清楚。

　　年度專題計畫通常在十二月底前申請，一般研究計畫與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

五年以內的新進人員研究計畫計畫書與研究成果的佔比不同，新進人員隨到隨審，計

畫可於起聘之際或獲得博士學位的三年內提出。林若望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

專案計畫、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新興領域研究計畫，可視計畫內容提出申請，但評

分標準與一般研究計畫相同。計畫通過率通常都在50%上下，因此同時提兩個計畫並

不會提高通過機率，且必須兩個計畫的排名都在20%才可以同時執行，因此建議年輕

學者集中精力在一個計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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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倫理

主講：祁立峰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紀錄：陳奕融博士級研究人員（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幽默風趣的祁立峰一開始就先自嘲，或許因為自己看起來比較容易發生學術倫理

爭議，所以才被邀請來擔任「學術與研究倫理」場次的演講人，為這場主題嚴肅的演

講做了輕鬆的開場。祁立峰向在場學者分享他認為容易觸及學術倫理問題的幾個陷

阱：首先，將博碩士論文改寫成專書或期刊論文時，要注意改寫程度的多寡、算不算

是延續性研究，以及是否有適當的自我揭露等問題；其次，在編列自己的著作目錄

時，要注意重複計算、是否誤植期刊等級；第三，申請科技部計畫時，要特別注意計

畫內容和過去研究成果的異同之處，祁立峰也強調學者應該避免重複自己與他人的研

究，避免浪費學術研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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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勉勵在場學者把學術研究當作永續性的志業，致力追求研究的原創性，儘管目

前已有關於學術倫理問題的明文規範，學術倫理問題仍然需要用高標準檢視，只要感

到疑慮就應三思後行，清楚地自我揭露，不要被一時的苟且懶散之心所迷惑，以身試

險。

　　最後，祁立峰以東野圭吾《聖女的救贖》比喻，指出學術倫理的相關規定看似研

究的緊箍咒，其實是防止學者墮入違反學術倫理深淵的救贖。

青年學者研究經驗分享

主講：蕭涵珍助理教授（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黃恆綜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紀錄：羅皓名博士級研究人員（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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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涵珍提醒計畫撰寫者應由審查者的角度看研究計畫，可使用圖表或標明順序，

方便審查者快速掌握計畫概要。計畫目標、研究動機，除了採用新的寫作材料，也要

以嶄新的視角探究舊有材料，強調研究的獨特性，同時結合國際學術研究趨勢。在研

究方法、步驟、執行進度上，應詳實書寫自身的困難，反映對計畫的掌握度，蕭涵珍

建議撰寫計畫書時，整理既有研究概況，評述主要研究成果，說明與自身計畫的關

係，經費編列也應依據實際需求編列。由於新進人員的研究計畫中，近五年內的研究

表現佔分20-30％，因此每次的成果報告相當重要，而完成後也需以計畫內容和參考

文獻，選擇適當的審查領域。

　　黃恆綜認為結識研究同好以深化研究、與期刊主編溝通相當重要，在選擇投稿期

刊時，應留意期刊走向是否符合論文主題，並了解該期刊在領域中的風評與主編偏

好，回覆審查意見時應給自己時間消化情緒後，衡量修改的可行性，再決定稿件後續

是否繼續於同期刊刊登，或另求更適合的刊物。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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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科學委員會自2011年起，便以「原住民部落與社會發展」為題，徵求原住

民族研究相關之整合型計畫，鼓勵學界進行學術探討，組改為科技部後，至今累積十

年成果。2016年，在「族群研究與原住民部落與社會發展研究」整合型計畫徵求公

告中，將「原住民知識體系」列為重點徵求的議題，其後擴充為「原住民族方法論及

知識體系」，顯示政府的重視。2019年，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五條修正為：「為發展

及厚植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會商教育、科技、文化等主管機

關，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長程計畫，並積極獎勵原住民族學術及各原住民族知識

研究。」展現國家提升原住民族研究質與量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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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研討會暨原住民族研究成果發表

撰文／黃星樺（國立東華大學專任研究助理）



　　2021年，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陳張培倫（Tunkan Tansikian）副

教授認為，近年來學界對「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有越來越多的探討，遂規劃以「原住

民族知識體系」為核心主軸，分別從「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原

住民族知識的教育實踐」以及「原住民族知識的科技應用與傳播」等面向切入，邀請

近年內執行相關整合型計畫的團隊成員一同參與成果發表。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邱文隆副處長線上報告委員會「建構原住民族教育文

化知識體系中長程計畫(2021年-2025年)」，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

林明仁也在座談中，和學界先進針對未來相關研究的發展交換意見。

　　活動在布農族胡金娘巫師帶領的祈福儀式中正式展開，第一場主題為「原住民族

知識體系：理論與方法（一）」，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李宜澤、民族事

務與發展學系陳毅峰以及楊政賢三位副教授，分別從人類學和地理學的觀點探索原住

民族知識如何建設、如何生產的課題，並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汪明輝

（tibusungu’e vayayana）副教授和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浦忠勇（tibusun-

gu’e poiconu）助理研究員分別從相應的脈絡給予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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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理論與方法（二）」的場次中，陳張培倫探討原住民族研

究在知識論及方法論等後設議題與涉及研究倫理的問題；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謝若蘭（Bavaragh Dagalomai）教授由性別角度切入，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系童元昭副教授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劉紹華研究員給予評論。

　　國家教育研究院周惠民（mayaw fotol）和陳茹玲兩位副研究員重視原住民族知

識在排灣族和泰雅族相關課程上的應用衍生議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

位學程葉川榮助理教授，則是論及在教學場域中是否有階層化的現象，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教育學系陳盛賢助理教授和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蔣佳玲教授給予評

論。

　　「原住民族知識的科技應用與傳播」場次中，國家教育研究院白明弘副研究員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張道行副教授，共同討論新興科技在原住民族知識建構

及教學上的應用；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黃毓超副教授以蘭嶼為例，分享

相關知識的傳播議題，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林福岳副教授和國立臺東大學資訊

工程學系賴盈勳副教授給予評論。

　　劉紹華在綜合座談中指出，倘若太快建設起一套固定的框架或方法，或直接套用

既有的，可能會冒了概念先行的風險，讓人看不到原住民族知識的許多面向。林明仁

認為，未來應該要和原民會進行協作，共同推動原住民族知識相關議題的研究檢查委

員浦忠成表示，本次活動顯示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研究已漸有成效，期望未來更多人才

投入。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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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研究員魏培泉說明資料庫依製作

目的可分為兩類：一是「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

庫」、「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這一類大多數學人會

使用的資料庫；另一種是為了語言史研究而製定的，分

為白文語料庫，例如「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

（預計明年完成改版後重新上線）、「北京大學CCL語

料庫」，以及標記語料庫，例如「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

標記語料庫」、「中央研究院中古漢語標記語料庫」、

「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

　　

 大型語料庫製作不易，需要機緣、人才、經費、人力、時間等多方面的集合與累

積，以中研院製作的三個標記語料庫為例，從1990到2014年，在多個計畫的持續推

動下，才得以建構完成。語料庫讓語料的搜尋整理更加便利，但由於製作不易，製作

者的製作目標、製作條件與制訂規則也必然會限制使用者，因此使用者不能過度依賴

電子文獻語料，並且必須留意文獻的分類與年代編排會有不理想之處，同時歷史文獻

轉為電子語料時，版本通常只能擇一，未必是善本，且常有字體（符碼）不一致（同

詞多形、避諱缺筆等）、缺字的對應問題；另外，簡體字語料庫可能會因為使用簡體

字而對於語法研究造成限制，例如《左傳》的「於」、「于」，可能使得標記不一

致，使用者必須有自行判斷的能力，並養成經常核對原典的習慣，才能避免受到他人

論著的限制。

　　歷史文獻的語言往往有存古或仿古的成分，在歷史語法的研究上，須先辨識文獻

反映當代實際語言的程度，至少得試著辨明作品中的文白古今各有多少成份，理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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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對口語的呈現造成怎樣的扭曲。以中古漢語（東漢六朝）的語料為例：中土文獻的

部分，史書量大，但多所沿襲，編者年代通常與所編朝代有距離，不是語法史研究的

好材料；注解理論上較能反映當時的語言，但也有家學傳承、書寫局限等問題；詩詞

歌賦藻飾成分較高，除非是詞彙研究，否則不適用；筆記小說最適合利用，但常有作

者及著作年代無法確定的問題；至於佛經文獻，好處是有更多的敘事文，語言較為俚

俗，語料量大，但也有翻譯不通、節律化、藻飾雕琢等問題。

　　由於各種作品反映實際語言的程度不一，因此研究採用語料時需有所選擇，不能

一體對待，也應了解各種作品反映實際語言的不足或不利之處，此外，上古漢語語料

的疑偽與分期，以及近代漢語語料可能存在的方言，也都是不可忽視的問題。語料的

整理與分析，不能只以文獻編寫年代為準，不能沒經過篩汰，更不可無差別的進行整

理統計，然後據以推論，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是運用歷史語料時應秉持的基本

態度。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劉承慧教授提到論文寫作時，問題意識是相當重要的一

點，這也關涉到原典判讀和理論應用，問題意識包含基於好奇心而升起的某些疑問，

以及對疑問抱持高度自覺，能從中釐析出理性的陳述的兩個要素。例如《論語·衛靈

公》篇：「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在這段對話裡，有許多沒有主語的句子，可用

省略說解釋的有：「及階」、「及席」；可用小型句說分析的是「階也」、「席

也」。

　　「省略說」認為句子都有主語，不出現代表該主語被省略，當表述對象明確時便

可省略主語，這一類說法認為句子源自於句法，主張先有句法後有語用衍生句，句子

省略主語，是因為句法主語為語境中的已知訊息而被省略；「小型句說」則認為句子

不一定有主語，謂語可以獨立成句，當表述對象是語境中的事物或情況時不需要主

語，謂語即可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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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類說法源於趙元任（Chao, 1968）主張的語法大於句法，語用也含括在語法

範圍內，由此可見，從問題意識開始，再進行假設與推論，可以根據語言事實，運用

不同的理論進行解釋，也可以避免理論框架的限制（包括：舉證只是重複已知、詮釋

力止於部分事實，進入循環論證的過程等）。

　　語言隨著時間而不斷演變，原因不外乎「系統內部因素」和「語言接觸」，語法

化是系統內部因素造成的變化，整體趨勢反映自然語言受內部因素驅動之演變的普遍

傾向。Bybee（2003）提到，語法化並非特定詞義的變化，而是在特定條件下發生的

變化，Traugott（2003）表示不同的語境來源可能導致不同的語法化產生，這代表

同一個詞在不同的構式下可能產生不同的變化。

　　從「然」的歷史語言現象來看，先秦文獻的語言證據揭示其具有「交互照應→交

互照應／成分銜接→成分銜接」的演變路徑，且「然則」、「雖然」也具有同樣的演

變途徑，是平行演變的證據。「然」、「然則」、「雖然」的語法化起自口語成分進

入書面語，在口語中，它們最初用於表示人際照應，並在上下文衍生出銜接功能；進

入書面語之後，由於缺乏即時交際的語境，失去了人際照應功能，僅留下銜接功能。

過去研究關注的構式多局限在上下文中的語法組合，但「然」、「然則」、「雖然」

的研究顯示「語體」亦為誘發語法化的構式。

1)Chao, Y-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ress.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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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ybee, Joan. 2003.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Grammaticization: The Role of 

Frequency. in Brian D. Joseph and Richard D.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

torical Linguistics (pp. 602-623). Malden, MA, USA: Blackwell. 

3)Traugott, Elizabeth. 2003. Construction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Brian D. 

Joseph and Richard D.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 

624-647). Malden, MA, USA: Blackwell. 

4) 2019 〈語體角度的先秦語法演變分析——從《左傳》、《荀子》的「雖然」、

「然則」談起〉，《漢學研究》37.2：1-24，劉承慧，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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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資本主義工業發展，不僅帶來耗竭式的資源開採、過度的商品生產消費與棘

手的氣候變遷，更伴隨高度不均的環境風險分配與衝突。各種環境運動及社會抗爭遍

地開花，形成抵抗環境破壞、開創不同發展模式的潛在力量，這些追求環境正義的草

根政治動員，折射出不同社群和地區的權力關係、各種價值與論述的碰撞權衡，以及

社會、經濟與生態系統的複雜共構，成為當代永續研究和行動的關鍵課題。

　　過去十年來，一群以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為基地的批判社會科學學者，在歐

盟資助下發起全球環境正義研究，結合各地學者及運動者，共同建置第一個蒐羅全球

環境爭議暨正義案例的世界地圖 (EJ Atlas)，研究成果不只在歐洲批判社會科學界與

近年茁壯的 「去成長」(degrowth) 運動中佔有一席之地，更廣為世界政治生態學及

環境正義相關領域研究者援引和對話。

　　為建立臺灣學界與上述新興倡議之連結，本

中心與臺大社會學系於2021年12月7日合辦「衝

突中現微光：全球視野下的臺灣環境正義行動」

大師論壇，邀請 EJ Atlas 計畫共同主持人、國際

知名生態經濟學者Joan Martínez-Alier 教授進

行專題演講，並由五位優秀的臺灣環境學者：本

中心何明修主任、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邱花妹副

教授、中研院社會所彭保羅副研究員、臺北醫學

大學人文研究所林益仁副教授與臺灣永續轉型實

踐網絡趙家緯博士，分別就臺灣環境運動史、南

方社會運動、工業污染風險與治理、原住民權益

與氣候正義等面向進行對談，思索臺灣追求環境

正義和永續的來路與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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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尺度看見臺灣環境運動

 大師論壇地點在臺大社會社工系館319室以英文和線上同步進行，論壇主辦人

為本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賴慧玲。年逾八十的Martínez-Alier教授自巴塞隆納連

線，他是生態經濟學領域（ecological economics）的奠基者之一，共同創立全球生

態經濟學學會，研究範疇包含農村經濟及政治生態學，關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社會

代謝（social metabolism）失調造成的各種社會與環境課題，並聚焦全球南方、窮

困者與原住民的抗爭運動與環境正義，他對經濟與環境研究的卓越貢獻在2017年獲

頒列昂惕夫經濟思想促進獎（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

nomic Thought）和2020年歐洲巴爾贊獎（Balzan Prize for Environmental Chal-

lenges）。

　　在以「Taiwan：Remarkably Successful Environmental Conflicts」為題的線

上演講中， Martínez-Alier摘選了十幾個登錄在 EJ Atlas 的臺灣環境運動抗爭，

包括1980年代鹿港反杜邦運動、1990年代的反美濃水庫抗爭、橫跨數十年的反核及

蘭嶼反核廢料運動、法庭攻防近二十年的RCA工殤抗爭、彰化溪州護水抗爭和苗栗

苑裡反瘋車抗爭，以及本世紀備受矚目的反國光石化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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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ínez-Alier認為，除了使用政治機會成本等社會運動理論來研究這些運動

軌跡外，還可從工業生態學的角度以及商品製成需求與生產鏈思考環境衝突。臺灣環

境抗爭所環繞的商品及相關資源或廢料（如煤電、風能、核電廠及核廢料、化學產

品、水資源、電子零件）與其他國家相似，也透過跨國生產鏈與其他國家環境議題相

連，Martínez-Alier在臺灣環境史中看到幾個運動類型：保護自然荒野的信念、以

公民和原住民權益出發的環境主義，以及農民正義運動等。如同在其他國家，這些不

同類型的環境抗爭並不總是攜手共進，在某些情境下鮮少交集，甚至彼此衝突，但整

體來說，臺灣環境運動抗爭的成功機率高於其他國家，時值公投前夕，他也提醒核四

若被解封重啟，將是反核運動的一大挫敗，進而影響臺灣環境運動的表現成效。

立足臺灣，思考環境運動的來路與去處

　　臺灣環境運動研究專家何明修主任回應表示，他曾深受Martínez-Alier著作的

啟發，聽到臺灣豐富的環境運動歷程獲得世界知名學者的肯定，令人振奮，儘管臺灣

環境運動人士常感到無力和挫敗，且組織量能與資源有限，但過去三十年來確實取得

幾個重大勝利。

　　何明修認為，臺灣環境抗爭之所以「格外成功」，可以從臺灣政治社會轉變的過

程中找到一些解釋。例如：臺灣環境運動的發展與民主化進程同時發生，藉著社運與

政治改革之間的緊密互動，讓環境意識和反威權思維攜手共進；同時，藉由與（當時

的）反對黨以及曾經投入環境運動的政治人物結盟，議題得以更容易進入公眾視野和

政治議程。隨著臺灣認同及民族情緒升溫，過往以軍事、經濟發展掛帥甚至犧牲自然

環境的國民黨發展模式，也因為該黨奉行的大中華主義而少本土關懷的形象，受到更

多的質疑和挑戰。臺灣環境運動不只是全球和在地尺度的互動，國家認同也有可能發

揮保護環境的力量，未來有幾個值得關注的面向，包括石化及晶片等高耗能產業仍留

在臺灣，而未全面外移或外包，進而引發當前諸多環境爭議。1990年代後，臺灣進

入後工業化時代，製造業對GDP貢獻仍高，旅遊業開始蓬勃發展，相關建設成為新

興的重要環境課題、水泥業等礦業開發與原住民權益的衝突仍遲遲未解，這些都可能

成為未來臺灣環境衝突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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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邱花妹教授線上參與，她從臺灣電子業及科學園區的圈地、

搶水及廢水汙染等爭議看農民、環保團體、環境律師如何結盟動員，爭取程序、分配

文化認同面向的環境正義。長期以來，邱花妹研究高雄在地居民針對石化汙染發起的

環境正義運動，發現2000年代運動復甦後，在地社區的反污染抗爭與都市自然保護

運動開始匯流，專業環保人士與在地抗爭者攜手合作，拓展了體制內外行動策略的彈

性、多樣性及媒體能見度，也將原本單一社區的抗爭行動升級為都市尺度的環境運動

和倡議。她提醒，需密切關注未來「護國神山」臺積電在南臺灣的設廠擴張將引起的

環境爭議，並指出環境正義的追求能否與 (汙染產業) 勞工權益相容，達成永續且公

正的都市轉型並落實能源正義，將是臺灣未來重要的課題。最後，她從核能產業鏈的

環境正義問題，反思2018年由科技及經濟觀點主宰的公投辯論，如何邊緣化核廢料

帶來的族群及世代的不正義，思考近期由環保團體、社區居民及公部門攜手建立的環

境與社會檢核機制，降低再生能源發展過程的爭議，最終擴大廢核及能源轉型的社會

支持。

　　中央研究院彭保羅副研究員針對臺灣過去二十年的環境運動，提出三點觀察：首

先，臺灣民族主義（nationalism）在環境行動中的角色越形顯著，例如在中南部反

空汙及反水泥運動皆出現以眾人排成臺灣圖像；其次，環境問題常被政治利用，這類

（不分黨派）依政治利益而發起的投機環境行動，如2018年由國民黨及其盟友發起

的空汙和核電公投，應該與以環境價值出發的傳統環境運動區隔，2021年藻礁公投

雖由環團發起，但亦深陷政黨惡鬥的態勢，且因涉及環境保護與能源轉型的權衡，使

環境團體在運動倡議上出現分裂；最後，在環境訴訟運動如RCA案和六輕訴訟案

中，爭取賠償常是汙染受害者唯一的救濟管道，在這樣的情境中，金錢賠償被賦予了

環境正義的象徵意義。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研究所林益仁副教授分享原住民權益運動如何協助轉型正義的

實踐，他以泰雅族語「Sbalay」概念，亦即「揭露真相及和解」出發，強調社會運

動在揭露真相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林益仁指出，政治人物承諾及法律保障之原住民權

益和自治精神，有賴原住民的積極發聲和抗爭，才有機會被落實。他以2000年司馬

庫斯風倒櫸木案為例，部落居民依傳統文化取用傳統領域上的資源，卻因與國家資源

控管邏輯衝突而遭起訴判刑，可見國家法制體制對原住民權益的陌生、漠視與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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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庫斯部落與原民團體為此發起多年的運動抗爭，與學者合作，遵循鄰近部落的文

化傳統，藉著口述歷史、文化儀式、生態調查、資源使用等原住民在地知識，揭露部

落傳統領域邊界的「真相」。這些立基於原住民文化體系的「真相」，遂成為之後官

司辯護的事實基礎，最終促成臺灣史上第一件承認「原住民於傳統領域採集自然資源

為合法」的司法判決。

　　

     趙家緯是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研究的新銳學者，他將臺灣反核運動置於全球核能

生產鏈中，指出臺灣關注的工安、地質風險、不斷提高的成本、核廢料和對再生能源

的排擠效應等議題，僅是核能產業諸多問題的一部分。為了向大眾完整揭露核能造成

的環境不正義，部分臺灣環保團體曾於2014年遠赴澳洲參訪鈾礦開採，帶回當地居

民的心聲，並在2015年舉辦「核電影」，將核能從「搖籃到墳墓」的完整環境問題

介紹給社會大眾。接著，他提醒在討論能源轉型過程中的環境不正義時，除了從程序

面向思考，並納入分配、文化肯認和跨地域國界 (cosmopolitan) 等面的正義課題。

此外，除了從需求面處理這些環境不正義，也必須關注生產面的解方，擴大綠能的社

會支持度。

 聽完與談人的分享，Martínez-Alier表示印象深刻、受益良多，他認為臺灣

環境衝突與世界各地環境衝突相似相關，值得被世界認識，也建議從本次論壇的與談

評論和回饋開始，增加 EJ atlas 中的臺灣案例，同時進行跨國比較。其次，思考不

同商品（如能源、工業製品）的物質性及社會性造成之環境衝突，以及不同類型的社

會運動、行動主體和價值觀在環境衝突中的競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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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造成天然災害頻傳、各地生態改變，人們的生命財產蒙受巨大損失，沒

有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各國與國際組織為因應氣候變遷提出相關方案，循序降低

自身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透過購買碳權或負碳排技術以達到所設定目標值，其中「淨

零排放」與「碳中和」已成為2022年全球最受矚目的議題；這不僅是科學與科技課

題，也關乎政治、經濟以及社會。

　　本次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蕭代基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劉仲恩

副教授以及國立臺灣大學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學程的趙家緯兼任助理教授，針對「往

淨零排放之路」進行演講與說明；第二場次請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李時雨副

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吳文欽副研究員以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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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到政治：
              氣候變遷與淨零排放論壇

撰文／林朕陞（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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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賴慧玲博士級研究員，針對「從氣候到政治」進行演講與反思，希冀透過社會科學

與自然科學的交流對話，分享臺灣學者對於環境議題的研究成果。

淨零排放與科學

 蕭代基從經濟模型的情境分析，若要在剩餘碳預算內，臺灣2018年至2050年的

累計CO 排放量應為1,260公頓；在2050淨零排放情境下，臺灣2018年至2050年的累

計CO 排放量為3,313公頓，兩者差距的2,053公頓CO 為碳債，必須在2050年至2100

年間用負碳技術排除。在正確、可行的政策與策略下，臺灣是可以在2050年達到淨

零排放的目標，完成環境保護、經濟成長、所得分配均平的三贏局面。劉仲恩從全球

的尺度探討臺灣碳定價（碳交易）政策，研究指出碳定價可以扮演淨零轉型的催化

劑，但不一定能接軌國際，特別是碳交易須清楚界定總量管制、交易與碳之間的抵換

差異，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待，因此，臺灣更應專注於淨零路徑，碳交易只是工具，

重點還是減碳，特別是在碳關稅即將實施，碳費先行、碳稅跟上是刻不容緩的政策。

趙家緯以工業生態學視角探討氣候議題，解析臺灣碳紋理及超克臺灣淨零轉型的瓶

頸，研究指出2050臺灣淨零排放路徑四大支柱分別為能源效率提升、電氣化、零碳

電力系統與碳捕集、負排碳技術，強調物質效率分析在工業生產中去碳化的必要性，

但政策實施同時也影響生產者的生產利益，因此需要更多完善的配套措施才能達到雙

贏的局面。

氣候變遷與政治 

　　第二場由李時雨從氣候學家的角度說明臺灣區域氣候變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以及淨零減碳風潮與挑戰，根據聯合國跨政府間氣候變遷組（IPCC）評估報告顯

示，近30年來的觀測、氣候模式和對氣候的了解已大幅提升，人為氣候變遷所主宰的

全球暖化效應已被證實。研究顯示，臺灣如果無法嚴限排放CO ，則冬天可能消失，

夏天長達七個月，導致強降雨、旱澇極端化、不降雨日數增加，同時強颱比例大幅提

高，淨零減碳迫在眉睫。吳文欽從政治學角度談論國家政體如何影響永續發展，研究

發現民主制度可能產生短視主義，因此不必然保障永續發展；相反地，封閉威權為穩

固政權地位，在永續發展的表現較優於選舉威權。賴慧玲從政治生態學角度提出反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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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強調氣候變遷知識的產製與散播是一種社會政治過程，架構在既有不均區域發展

和部門、族群的權力關係中，因此需要將不同群體分配到的氣候行動成本、效益和資

源的差異，以及氣候行動對公平正義的影響都納入考察。另外，她也提醒，應對理解

及診斷氣候變遷的主流思維模式保持省察，思考「誰的、哪一種氣候變遷知識」被賦

予設定議程的權力、納入討論視野中，會造成哪些實質的影響，而什麼又被邊緣化？

這樣的反思不該只停在如何將深奧的氣候科學知識向大眾轉譯的「社會溝通」層次，

或是在地草根的氣候變遷經驗視為補充政策的工具。政策制定者與學者應該與在地行

動者發展出更平等協作的關係，找出更符合現實情境的行動方案。

討論與總結

　　蕭新煌在綜合座談討論時表示如何看待科學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是重要的課

題，在不同政治體制下，科學會有不同的運作與發展，而當科學資訊被揭露之後，不

同政治體制也會有不同的解讀與操弄。研究氣候變遷固然以科學為基礎，但民眾、中

介者、利益團體、企業家以及政客如何解讀才是關鍵，最後選擇哪些方案（例如：碳

稅、碳權交易或負排碳技術等）達到淨零減碳目標，都是涉及政治層面的實質問題，

從政治學角度觀察，確實有些威權國家的領導人會透過綠能的承諾來達成國際戰略的

目標或換取政治支持，加上威權國家領導人統治時間也較長，因此更容易發展永續的

長期政策。

　　最後，蕭新煌研究員認為如何淨零減

碳的選擇都是涉及政治問題，但今日談論

仍以科學居多、政治偏少，因此衷心建議

科技部人社中心有機會再舉辦一場真正的

從科學到政治的氣候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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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是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週年，文化協會與其他諸多政治社會文化運動

均以大稻埕作為基地，大稻埕的茶商積極群求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意見表述與協作治

理，12月10日，科技部人社中心於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辦理「大稻埕茶商與民主文

化」學術工作坊，邀請跨領域專家學者，一同探究大稻埕的空間特性與茶商的角色

性，如何激發出眾多政治與文化的動能。

　　中心副主任花亦芬教授向聽眾說明中心成立經過與負責業務，並詳細介紹中心目

前從人才培育、學術活動、研究計畫乃至於書刊、網路及期刊等各種補助項目，鼓勵

青年學人透過補助計畫在學術生涯起步初期站穩腳步。

第一場次：空間生產

　　第一場主題為「空間生產」，邀請

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密察院長擔任主持

人，蘇碩斌教授（國立臺灣文學館館

長、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

授）以〈茶商管多大？清末到日治的公

共領域變遷〉為題，講述臺灣茶商從清

末到日治初期，經歷過前現代到現代的

劇烈變遷：地方社會轉型為空間社會、

國家兩段式統治轉型為國家直接統治、

保安局中介官民之間轉型為人民結社組織文化協會等，自1895到1920，短短二十多

年間，無數個異質且自我管理的地方社會，逐漸成為受到國家貫穿且直接統治的空間

社會。1910年代的大稻埕已不再是地方社會，而是三個市場層次的全島性商業聚落

（大稻埕周圍的雜貨交易、新竹以北的待客用品交易、全島範圍的布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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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茶商與民主文化學術工作坊
        
撰文／魏龍達（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呂紹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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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成立的文化協會，是臺灣大型知識分子集結的團體，無論辦報、讀報社、講

習會與講演會、文化劇、美臺團等活動，均是全臺進行，顯然1920年代中期，臺灣

已經出現大型公共領域。

　　中央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莊勝全助研究員發表論文〈在大稻埕編寫殖民地：《臺

灣民報》的報社空間與媒體事業〉，敘說蔣渭水創立大安醫院，以及共同經營春風得

意樓，使得大稻埕成為日後反殖民運動的重要據點。1922年，《臺灣》雜誌社臺灣

支局設置於大安醫院，進一步使大稻埕與近代報刊交會，大稻埕在商業活動外開展出

全新的空間意涵與交流網絡，隨著銷售擴張與職員增加，大安醫院原空間不敷使用，

臺灣（新）民報社在1926至1932年間三度搬遷，最終向英商三美路商會承租北門附

近佔地一千四百坪、三層樓的新社屋。自此，日刊《臺灣新民報》位居臺北車站街

區，並得以連結城內、大稻埕與艋舺，歷史的積累使得大稻埕區域空間承載資本主義

導致的社會問題與殖民統治帶來的差別待遇，成為殖民地臺灣的縮影。

第二場次：空間表述

 「空間表述」由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張文薰所長主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張崑振副教授主講〈大稻埕茶商的空間地圖〉，根據1896年的史料《臺北縣

內務部殖產課檢附淡水縣北市茶葉明細冊》對大稻埕茶商的資本額做出清楚的描述，

指出茶商大多聚集在淡水河碼頭邊，約有五成位於朝陽街、新興街、太平街、平和

街、太平橫街。從史料來看，除了建祥號林本源與李節記李春生之外，義吉號蘇志茶

與聯成行黃爾仰也已經興起，散佈在日新町一丁目、二丁目、太平町三丁目等地，與

清末相比，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使得茶行位置往北偏移。張崑振與聽眾分享自己從事

田野考察拍攝大稻埕錦記茶行（陳天來故居）與有記茶行的寶貴照片，所示帳房、烘

焙室、揉捻室、剪枝機、茶箱等空間與器物，具體而微重現出大稻埕茶商蓬勃發展的

歷史。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邱函妮助理教授發表〈臺灣美術展覽會中的大稻埕圖

像：以郭雪湖《南街殷賑》（1930年）與陳植棋《真人廟》（1930年）為中心〉，

為大家講解美術史與畫家筆觸中的大稻埕。日治初期，相較於城內的現代市街風貌，

大稻埕呈現較為複雜的街景：傳統臺灣家屋、洋風建築、混雜風格的牌樓厝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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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雪湖並不介意在展示殖民呈現出來的差別意識，而是將他者視線中的「自我」

形象作為認同的起點，將家鄉轉換為融合現代與南國的形象表徵。同時，他也吸收了

臺灣知識份子排除「反現代」事物的觀點，展示在美術展覽會場中的這件作品，不僅

僅是將南街作為表現地方色的符號場域，也傳達出臺灣人對於「現代性」的憧憬與挫

折的心情。

　　陳植棋畫作《真人廟》與洋風建築的表現，猶如光和影的對比，他將真人廟從荒

廢破敗的小廟改變為神聖的光輝殿堂，試圖在與現代化接軌的過程中，定義出屬於自

己的臺灣形象，沒有太多糾葛與自卑，而是充滿對於未來的自信與希望。郭雪湖與陳

植棋描繪的大稻埕，同時存在商業實力與反殖民民族主義，現實性與理想性共存，是

臺灣最富生命力與衝突性的地區。

第三場次：空間體知

　　「空間體知」場次邀請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元朋教授主持，中央研究員民族

學研究所余舜德研究員主講〈「跟人類學家喝茶去」：從民族所茶文化特展談起〉。

余舜德說明文化人類學視角的茶文化，不同於藝術史（例如特定人物美學造詣）或思

想史（例如禪茶的哲學境界）取徑，而是關心茶文化的集體呈現，尤其關注美學與哲

學思想如何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他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茶具不僅作為商品、產業、日常飲料，同時也與藝

術、宗教、品德相關。1970年代，臺灣茶葉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政府與茶界積極拓

展內銷，促使臺灣茶藝興起。政府舉辦茶葉比賽，茶界設立茶藝團體，鼓勵茶文化的

發展，不同於日本茶道，臺灣茶藝並不主張以茶論道茶，而聚焦於與生活藝術的結

合。臺灣茶藝四十年來的發展可說是一種「新創的傳統」，並傳播到中國、日本、歐

洲、澳洲等地，中國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晚近卻積極學習臺灣的茶藝，包

括臺式工夫茶、茶席、茶會、茶藝館、茶空間的設計等面向，也就是說，作為中華文

化邊陲的臺灣，卻影響了中國的茶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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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陳玉箴教授演講〈請客吃飯作為一種社會實踐：

日治時期大稻埕的酒樓、市場、供食網絡〉，提及經營餐館的文人所在多有，從日治

時期蔣渭水（春風得意樓）、王井泉（山水亭），一直到戰後史明（新珍味）與黃玉

火（山珍居）。陳玉箴提出「人為何請客吃飯？」的說明，在日治時期大稻埕，大規

模外食共餐是一種新的社會經驗，說明餐廳是一種cultural site，大稻埕大型酒樓是

展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地點；此外，請客有助於建立交換關係與社會

網絡。臺日紳商齊聚，參與所費不貲的盛宴，有助於紳商之間建立關係與網絡，大型

酒樓的存在需要整套供食系統支撐，大稻埕同時作為食料品集貨中心與食品工業的據

點，使得大型酒樓位於大稻埕成為可能。

　　整體來說，日治時期的大稻埕是

臺籍紳商請客吃飯的核心地區，集會

與聚餐，具有多面向的文化與社會意

義；請客吃飯作為一種儀式，具有特

定的象徵意義，能夠聚餐飲宴也代表

需要成熟的供食網絡。

分組討論

　　蘇碩斌與莊勝全為「空間生產」列出詳細而精彩的討論大綱，將議題區分為歷史

事實與歷史書寫兩個層次；在歷史事實的層次，多位小組成員熱烈討論清代至日治時

期國家與社會關係有何轉變？大稻埕茶商在殖民統治的結構中，是否扮演某種隱晦抵

抗的角色？茶商在臺灣民報刊登廣告，是否為表現支持反殖民民族運動的方式？關於

這部份，成員們有不同解讀的方式；但是關於更為抽象的理論問題：「現代統治有沒

有縫隙？結構下有沒有能動性？傳統中國統治下的人民，會有陽奉陰違的作為，但在

現代科學統治底下，是否還會存在？人民能否以弱者之力來因應、迂迴、閃躲帝國權

力？」小組成員則有些共識，大家認為不管是傳統國家或現代國家，統治權力都不可

能滴水不漏，縫隙永遠都是存在的，只是類型不同。因此，從傳統到現代治理的變遷

過程中，人民會發展出不同的方式回應統治權力，在歷史書寫的層次，大家則討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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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寫作的幾項敘事原則，以及這些敘事原則與史學研究的標準之間如何共存。

　　在第二組「空間生產」的小組討論，張崑振向大家說明外在環境的變遷（例如市

區改正之後，碼頭不再使用）決定了茶行在大稻埕所處的位置。他指出，大稻埕最美

的建築大多集中在中北街（屋主並非茶商，而是南北貨商），郭雪湖畫中的南街，其

實是畫家個人拼貼的產物，紅磚造的房子大多建於大正時期，這也是郭雪湖畫作的時

代背景，如果作畫的時間再晚一些，南街的建築大多已經改為磁磚建材，「南街殷

賑」也就不會以紅色作為畫面的主視覺。不同於建築學者，邱函妮從藝術史觀看郭雪

湖的畫作，提出「南街殷賑」出現的建築與各種細節，的確不合現實的比例，然而得

獎理由在於氣氛營造相當成功，呈現出大稻埕的熱鬧風貌。除了建築與畫作之外，小

組討論也環繞在製茶流程，透過許多實地拍攝的照片，說明茶商將農產品轉化為商品

的實作細節。

     第三組「空間體知」的小組討論中，余舜德及陳玉箴依照各自的演講內容擬定三

個方向的討論課程，分別為空間與身體、共餐或共享、茶與飲食文化；除此之外，余

舜德再加上人類學的研究取向和新創傳統的概念兩個的討論方向。余舜德提出「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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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餐館裡面扮演怎樣的角色，儘管餐館都會提供茶，但是過去扮演的角色不突

出。」以及「在家中喝茶是否為社交的管道之一？」他以此分享撰寫博士論文時，到

臺南進行田野調查，進入任何一間公司或廠房，甚至是一戶民宅，主人第一件事都是

泡茶。有學員表示陳玉箴在日治時期酒樓的研究指出，當時酒樓是餐飲業和演藝業相

互結合的場域，兩者在戰後初期都有往八大行業發展的過程，不過茶文化在1970年

代藉由茶藝去污名化，但酒樓則與情色業扣連在一起，像是江山樓周邊後來變情色場

所（如文萌樓），且有公娼管理，所以已經不算在餐飲業，此論點也激發大家對於大

稻埕和北投酒家菜由來的討論。

　　茶業是十九世紀後半才在臺灣發展，並且面向世界的新興產業，商業型態有別於

集中東亞貿易圈的臺南或鹿港，因此如張崑振所言，大稻埕匯集了當時臺灣的頂尖商

人，茶商若無極敏銳的身體感，難以捕捉千萬里之外異邦人對茶極細微的口感和品

味；他們或他們的子弟也是甚早面向世界，並將歐美藝術文化與新的消費饌品味帶進

大稻埕的先鋒，在大稻埕建構了新的文化地景，這也呼應蘇碩斌、邱函妮和陳玉箴的

主題。

　　大稻埕茶商雖未必直接參與文化協會的政治活動，但他們出資在《臺灣民報》系

統刊登廣告，即是贊助文協的方式之一，換個方式來說，茶商雖未直接參與文協推動

或進行的政治活動，但文協的政治主張是否也刺激茶商及商工公會開始更加注意並爭

取其經濟利益？這或許是可以再探索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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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動邀請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

tion, NATSA）現任會長及兩位任教於美國學術界的優秀學者，分享對臺灣研究的北

美現況提出觀察。討論主軸有二：

第一，針對學術研究發展，以臺灣為主題的知識歷程為何？如何與以北美為主的英文

學術觀眾對話？

第二，針對職涯發展，會如何建議身在臺灣的研究生（乃至於年輕學者）發展題目？

學術市場現況如何？三位講者背景多元，見證與分享必能為臺灣學術社群帶來豐富的

資訊。

張竹芩｜臺灣研究是什麼

　　北美臺灣研究學會於1994年成立迄今，集

結不同學科背景旅美學者，於臺灣研究領域影

響深切，現任（2022年）會長張竹芩主修傳播

學，自歷屆年會主題、call for proposal 內

文，引出廿餘年來臺灣研究樣貌。

　　北美臺灣研究學會成立前期，年會主題多

環繞臺灣定位，與彼時政治局勢相呼應，臺灣

學者嘗試將臺灣置放在全球圖像中，透過一次

次與他人／國的比較，架構出觀看世界的理

論，尋求臺灣在世界的位置。除了國際上邊

緣、不存在的經驗，隨著各式社會運動萌芽茁

壯，臺灣地位及主體／主權較過往凸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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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之北美現況：青年學者論壇
   
撰文／楊雨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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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心從「臺灣在哪裡」逐漸轉向「把臺灣放大」，民主轉型歷程、性別與同志

運動、人權倡議等致力使臺灣社會更具多元性的行動，都為臺灣帶來由內萌生的特殊

性，這樣的特殊性建立臺灣的重要性與能見度。隨著臺灣社會經歷民主化，投入臺灣

研究的學者開始回顧過去，白色恐怖、轉型正義都不再是禁語，解殖觀點被帶入臺灣

研究，產生更多自不同視野出發的討論與研究。

　　當前政治局勢相當程度影響投入臺灣研究的學者，進一步影響臺灣研究的形貌，

今天大家對臺灣研究與認同的想像，都較過往更加開闊彈性，有更多不同型態的人／

非人被看見，討論的空間被撐起，研究者檢視知識如何被建構。即將舉辦的（2022

年）年會，將以「Taiwan Studies in Application」為題，環繞如何將知識自學術

領域帶向實際操作，回應近年大家對於研究應該更「有用」的期待。

　　理論建構了觀看的方式，從臺灣社會與資料發展的理論，同樣能嘗試放在其他地

方，提供有價值的切入方向。需注意的是，人文學科的理論立基於人與社會，縱使在

許多時候存在共通點，卻也必然存在侷限性，自北美社會發展的理論被大量用來檢視

臺灣，但並非所有理論都能被通盤套用，應注意並重視自身經驗，所關注、感受到的

皆為真實。

楊孟軒｜臺灣研究做什麼

　　楊孟軒幼時於臺灣成長，青少年移居加拿大，現於美國擔任歷史系教授。移民北

美的背景，讓楊孟軒擁有不同於多數旅外學者的生命經歷，在臺灣生活的經驗、記憶

與關懷，引領他走向臺灣研究領域。

　　對想至北美發展，或希望以臺灣為基地，和英文為主的學術界對話的在臺研究

生、社會工作者而言，開展對學術市場的基礎認識是首要任務。在過去學術市場與知

識社群的氛圍中，臺灣研究被理解為大中華文明，臺灣史的意義在於描繪1949年之

後的中國史圖像。這樣理所當然將臺灣劃入中國研究的氛圍，在近年有所變化，轉變

發生前，研究者需理解當前學術界聚焦於什麼、想知道什麼，從自身想做的研究中找

出共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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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孟軒以自身學術歷程為例，進行外省人／移民史研究，著眼記憶、創傷、離散

與認同，能安放於北美學術分界中；然而若將西方學者以納粹大屠殺為本，發展而來

的創傷理論置放於臺灣時，不同的社會看待、辨認創傷的差異立即浮現，與理論扞格

之處也是焦點所在，差異經驗與觀點提醒、補強既存理論欠缺之處，為學術界貫注新

的養分。

　　除了熟悉學術市場當前氛圍，楊孟軒建議有志向海外發展的年輕學者應把握各式

機會，例如：擔任課程助教累積教學經驗、爭取校內外獎學金與學術獎項、至學術組

織參與交流等，皆有助於進入北美學術界。

高穎超｜臺灣研究怎麼做

　　人們觀看與描述世界的方式，往往被優勢群體構築的規則所影響，學術領域亦

然，表面的客觀中立，可能實為異性戀、父權、美國白人中心視角所形塑的知識系譜

與文化霸權，社會學學者高穎超以自身的交織性立場論（intersectional positional-

ity）提出對北美的臺灣研究的反身性批判，他強調臺灣研究在北美與國際學界，進

一步推展有二大著力點：「跨*國」（trans* national）研究，及「臺灣作為延伸個

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

　　高穎超舉例：北美臺灣研究學會2016年年會主題為Taiwan Studies in Trans* 

Perspectives: Transdisciplinary, Trans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該屆籌備委

員將跨性別研究（transgender studies）挑戰既有認同、解構穩固常規體系的精神

引進到臺灣研究領域，透過各種跨語系、跨文化與跨國界的「跨」行動（trans*），

文化轉譯（translate）、資源傳輸（transmit）、政治越界（transgress）與概念超

越（transcend）既有的學科理論與疆界。

　　如此一來，臺灣（研究）可被重新構框為「延伸個案法」：透過聯結全球社會的

鉅觀基礎與「跨*國臺灣」的微觀行動過程，臺灣研究可近一步挑戰英語世界中社會

科學研究的歐美中心傳統及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所預設的「方法論式的國族主

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超越「比較研究」中所假設的疆界固定、國

與國間不存在共通性與連結的預設外，近一步揭露、分析、批判臺灣在國際和國內經

驗研究中跨越各種國家、種族、性別等界線的互動與影響，進而讓臺灣研究從區域研

究躍升成足以挑戰、轉化、重構歐美中心理論霸權的「延伸個案法」。

活動報導

event



56

　　高穎超以北美酷兒理論「同性

戀常規性」（homonormativity）

被部分論者移植為例，他的田野與

訪談資料否證了該理論預測同婚議

題將使酷兒運動面臨的三種負面影

響於臺灣的適用性，並歸納發現該

北美理論在臺灣的「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已產生四種非預

期的殖民效應，他稱為「酷兒理論

殖民性」（“The Coloniality of 

Queer Theory”）。

　　

     臺灣許多性別正義的發展經驗，往往被歐美理論和西方媒體的東方主義視角忽略

或邊緣化，例如國際媒體常擴大報導臺灣同志運動中的彩虹旗和婚姻平權，卻忽略

2013年伴侶盟提出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多人家屬三項法案，具有超越單偶婚（mo-

nogamy）、訴求泛性戀（pansexaulity）和多人伴侶關係（polyamorous relation-

ship）的進步思維。另，「性別平等教育法」自2004年起實施，臺灣各級學校的學

生有機會學習涵蓋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等內容的性別平等教育，類似的教育

政策在美國卻只有不到一半的州實施。這些臺灣經驗，在國際媒體的東方主義視角下

未能被忠實呈現，臺灣往往只被挪用為支撐西方現代性的另一個東方例子。

　　因此，臺灣研究者可以透過深刻研究與反思臺灣社會經驗的跨國比較特殊性和普

遍性，挑戰以北美經驗發展的理論。例如何謂左（進步）右（保守）政治？國族主義

在北美往往被視為右派表徵，但在臺灣經驗裡，國族主義反而成為解殖、反威權、反

併吞的策略；又或者是在global north / global south的框架裡，臺灣究竟屬於全球

北方或南方？高穎超建議，或許我們不需要硬將臺灣歸於任何一邊，臺灣作為歐美理

論的「延伸個案法」，正好可以踩在地緣政治和理論邊界的模糊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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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領域被優勢群體視角支配的情形不僅出現在北美，也出現在臺灣，本地的學

術基礎建設（如調查資料）需要更多高品質、連續、貫時性，並涵納性、性別、情

慾、族群、身障、宗教、多元家庭型態等交織多樣性弱勢主體的研究資料。臺灣學術

市場量少而精的特性，使研究者間的彼此合作更顯重要，青壯世代若能發掘熱情所

在，建立支持社群，方能讓學術職涯與「臺灣研究」在世界知識體系發展和重構的路

上走得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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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秋天，臺灣經歷了號稱50年來最

嚴重的旱災，在COVID-19疫情尚未升到三級

警戒以前，「缺水」一度佔據了2021上半年

媒體的主要版面，除了必然會出現在新聞上

叫苦連天的各行各業，人們也開始熱心於盤

點臺灣的水資源數量與分配，而鮮少成為新

聞熱點的地下水，也因此分得了部份版面，

在「竹科鑿井說」之後，突然吸引了主流社

會的目光。

　　「地下水」這個主題上次如此醒目地出現在全國媒體版面上，約莫是2010年地

表沉陷引發雲林、彰化高鐵塔柱傾斜可能造成的行車安全危機；接著一連串關於地表

為何沉陷、誰使得地表沉陷的爭議迅速地扣連上「超抽地下水」議題，也讓一連串水

資源治理問題在環境運動與社會科學的同溫層中引發熱議，成為博士班一年級的我認

識政治生態學、科技與社會研究與區域學門的契機。

　　對我而言，地下水爭議或許是再次「啟動」我某些思考和生命經歷，小時候閱讀

動物圖鑑，幻想長大成為採集家，高中跟社團同學蹺課到烏來或陽明山採集。大學考

上昆蟲系，加入了自然保育社，來自不同科系的社員讓我得以認識生態議題的各種人

文社會科學面向，並在前輩的引導下，參加反對烏來至三峽聯外道路開發案的環境運

動，最後被環評否決，這個經驗鼓舞了大家，社團夥伴轉向投入層級更高、阻力更大

的另一條道路開發爭議──蘇花高。

　　我對環境運動的直接參與到此為止，個性溫吞又容易不安的我發現自己很難義無

反顧地站運動前線捍衛自己的立場，並且挑戰對手，我甚至對夥伴們試圖拆解道路與

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何俊頤(Chun-Y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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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關聯的努力感到重重疑惑。就讀碩士班時，我遁入論文中，試著給自己一個未跟

運動徹底斷裂、但也不那麼緊貼運動脈動的位置喘息，並在王志弘老師的指導下，以

反蘇花高運動如何以敘事建構「花蓮地方性」為題撰寫碩論。這次經驗，讓我對學術

寫作產生興趣，但也察覺到自己的脾性實在無法滿足於僅在論述、敘事或想像層次上

討論環境議題，而是想更直接的處理人與環境的關係，恰逢此時，發生高鐵行車安全

與彰雲平原帶的地層下陷，引發社會熱議。

　　雖然「跨領域」的口號已經喊了十幾年，但一個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研究生要進

入由自然科學所主導的場域，仍是困難重重，陌生的雙方如何互相了解，特別是社會

科學究竟能對這些事情多說什麼？我在價值觀上仍深受社運批判傳統的影響，因此面

對那些事實上對我算是友善的地下水專家時，有一種不知該以何種態度來面對這個田

野的心情；隨著年紀漸長，高中、大學一起採集、登山的玩伴竟然也成為社運文本中

所謂的「技術官僚」，更讓我對於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知識立場來面對研究惴惴不安。

　　我將研究焦點從地下水爭議轉移到戰後臺灣地下水治理體制之建立，同時著迷於

社會科學自2010年左右開始對基礎設施的討論：研究者們把基礎設施視為沉默、隱

微卻又發揮著巨大權力效果的技術系統。最終我將博士論文聚焦在「地下水觀測網」

這個對當代臺灣地下水治理至關重要的知識基礎設施上；從舊期刊、調查報告、公文

檔案與專家訪談中，我逐漸察覺到早在美援時代，臺灣的地下水治理即非單純地開挖

水資源，也搭配著對水資源使用的監控預警設備：觀測井。這顯示了當時的環境治理

並非單純、盲目地剝削資源外，也進一步提供我們探索何以70年代後，臺灣的地下水

治理不斷出問題的新線索，顯然與最初國民黨政府在國際援助的支持下開發地下水的

目的、規劃和推動方式有關。然而隨著颱風淹水引發的民怨，水利官僚從80年代開始

檢討過去的地下水治理，並在很大程度上將重點放在觀測系統的失能上，促成地下水

觀測工作、地質調查業務、地下水文地質知識乃至於對地下世界的轉變。

　　從反蘇花高運動開始，研究範疇就離不開環境議題，這本博士論文似乎也很難以

一個總體方式替人與環境的問題提供什麼完整的回答。超譯人類學者Ashley Carse的

看法：Carse認為當代生命彷彿雜草，總能從象徵現代性龐大計畫的基礎設施縫隙中

高颺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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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出頭來，而研究者的貢獻或許就在於看見並思考這些動態的意義。論文中試圖調

查、監控、理解、治理地下水的人們，似乎也活在氣勢磅礡的水資源開發計畫，與想

方設法要從縫隙中鑽出頭的實作所構成的張力中。未來我會繼續觀察當代環境資源治

理與政治，是如何在呈現出不同的樣貌，並期望有一天能提出讓當年對反蘇花高運動

充滿重重疑惑的自己繼續前進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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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

　　 期刊評比收錄：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 

        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 

        國內訪問學者：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習營：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 

       

      2022年2月

        期刊評比收錄：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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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訪問學人申請

        國際訪問博士候選人

   

業務行事曆（2022年1月至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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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

　    1/27(四)：【學人開講】中國研究在臺灣的未來

  

        2022年2月  

        2/10(四)－2/11(五)：人文春秋‧社科龍虎：

                                        2022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新進人員研習工作坊

        2/15(二)：引領學術研究的基石：校園學術倫理教育推廣學術工作坊

        2/17(四)：學人開講：窗外有藍天？博士的非學術生涯

　    

活動行事曆（2022年1月至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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