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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ii

　　邁入梅雨季，日常天氣不太穩定，近期常接連數日大雨後又忽然放晴，俗諺說「未食五

日節粽，破裘毋甘放」，意思是端午節前的氣候多變，氣溫雖然逐漸升高，但冷熱不定，冬衣

暫時不要急著收起來。

 受到疫情影響，中心目前採分流方式因應，同仁輪流居家辦公，雖然辛苦，但能降低移

動風險、做好清潔及防護措施，不但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家人。中心活動的辦理視情況調整，

學人開講及大師下午茶增加線上直播，讓不便前往現場的與會者也能視訊參加。

 除此之外，三月底楊莉莉老師在國家書店松江門市辦理《費加洛的婚禮》經典譯注新書

發表座談會，帶領讀者回到十八世紀的歐陸劇場；四月舉辦的「世界史與東亞史中的臺灣：晚

清臺灣歷史與族群多元性」學術工作坊，也獲得學界的鼎力相助，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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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日治時期發生了什麼事情」，過去決定了現在，但是不能決定未來，因為現在

可以改變！對過去法律的研究其實是對當下的批判，要改變現狀，首先要知道現狀有

多少是被法律形塑的。過去的價值觀影響了現在的法律，造成眼前的結果，把影響釐

清，改變就相對容易。

　　奉獻了半生歲月和心血，堅持三十多年，王泰升也不免感到疲累，特別是在疫情

當中，心境也有轉折和感悟。他提到一位戰後才開始以日語創作的臺灣作家黃靈芝，

其作品涵蓋俳句、評論、詩、小說等等，在那樣的時間仍然使用日語創作，不僅沒有

市場，還萬分敏感，但黃靈芝仍然堅持下來，這樣的精神讓他很感動。外人看王泰升

成績斐然，屢屢獲獎，2020年更榮獲國家講座主持人獎，讓人欣羨不已，他表示獎項

是他善用國家給的學術資源傳遞知識的副產品，並不是最終的目的。他認為每個世代

有每個世代的幸福，他努力去了解一些知識，撰寫出版，是他對自我生命的交代，在

每一個階段都盡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沒有夕陽學科，只有夕陽研究」，在不被法學界看好的法律史領域，堅持以臺

灣為主、跨域思考的研究取徑，建構足以和臺灣社會一起呼吸的法律史知識，是王泰

升從1990年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迄今，戮力以求的唯一目標。

　　「臺灣法律史」是相當宏大的議題，涵蓋了臺灣、法律以及歷史三個主題，每一

個項目的脈絡及其延伸的範疇，結合起來更是龐雜。歷史與政治因素讓以臺灣為主的

相關研究延宕了數十年才起步，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王泰升教授在臺灣法律史的研

究領域，是開拓者，也是奠基者，他建立研究資料庫，也出版不少專書，對於後進學

人是很大的幫助。

　　

　　王泰升在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前，是一位國際商務律師，執業三年後，有感於所學

不足，遂前往美國進修。在課堂上，王泰升發現自己對臺灣的法律相當熟悉，但對臺

灣的法律史卻所知甚少，引發研究的興趣，這一投入便是三十餘年的歲月。從一個高

收入的職業轉換跑道做冷門的研究工作，似乎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下了決定就會堅持

到底的王泰升笑說，這是他的浪漫。

　　臺灣法律史的研究不僅跨領域，而且規模繁複，他考慮讀者共享的學術基礎不

一，很難得遇到一位既嫻熟臺灣史，也通曉法律史的讀者，若整部書的內容充滿高深

冷僻的學術語言，那麼只有象牙塔內的人才會翻閱。跨域需要更多的知識來源，也需

要投入大量的資源，王泰升深知，個人單打獨鬥的成效不彰，想要達成目標，唯有透

過整合。

專題、論文到專書的養成

　　「我們現在的法學，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在課堂上，王泰升不只一次向學生提

出這個問題，他認為目前國內法學界常直接根據外國法進行國內法的法律論證，他主

張應立足於國內的政經社文現實，發現問題所在，據以論辯規範利益或價值之所在，

出於需要才參考外國的模式。

　　法律史研究是一個不斷與史料及論點對話的過程，王泰升無意提出什麼解釋性的

理論，只想講述法律生活相關的故事，他的目標始終是充分爬梳臺灣歷史上的法律視

角，不再以邊陲孤島的偏安體系來定義，而是建立由臺灣為主的跨領域思考架構，連

結殖民、威權、民主政體下的轉變，超越單一詮釋的束縛，因為臺灣法律史是東亞法

律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術專書是有系統的論述，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專書撰寫耗神費時，需長期

投入大量心力，在學校任職還有教學及行政工作，王泰升表示，資深的研究員可以運

用多年期的專題研究來進行蒐集、分析素材，要即時行動、要慎選題目，透過專題集

中火力，根據要旨產出論文，最後再彙整為專書，不僅脈絡清晰，且一氣呵成。

　　2007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台灣人民的第一次『國籍經驗』：以日治時期台海

兩岸跨國法律事件之處理為中心》計畫，連續三年前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閱覽

涉及跨出日本國境前往中國等「國外」的臺灣人的檔案，也到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

館研究收藏的檔案，並從檔案中發現許多值得深思的故事。例如1923年，住在中國廈

門的臺灣人，在與當地人發生衝突而遭挾持時，以具有日本國籍請求派駐中國的日本

領事護僑，澎湖馬公港內的軍艦因此跨越作為法律上國界的「海峽中線」駛向廈門，

並派遣陸戰隊登陸以保護臺灣人，類此無異是原本僅有天朝觀念的臺灣人的第一次國

籍經驗！這個計畫的研究成果，讓王泰升順利完成《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台

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一書。

　　2010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國民黨訓政經驗對戰後台灣憲政運作的影響：以蔣

中正執政時期(1945-1975)為中心》計畫，連續兩年前往美國史丹佛(Stanford)大學閱

讀蔣中正日記，並閱覽國民黨的「總裁批簽」，搭配1950年代與60年代的政治環境，

對威權體制有更深刻的了解。當代歷史的書寫因其變動的不確定性，有其存在的困

難，王泰升以「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來詮釋臺灣法律現代化的歷程，顯現外來

的國家法律如何規制在地社會，而在地社會又如何改造外來的國家法律，在許雪姬教

授研究團隊的鼓勵與支援下，計畫成果《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

「自主繼受」》一書得以付梓，部分內容則收錄在多人合著專書《邊區歷史與主體性

形塑》、《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

　　2013至2016年，王泰升完成《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台灣司法實踐其及正義觀》計

畫，他以日治法院檔案的「編目資料」(metadata)為「變數」(variable)，進行編碼及

統計分析，過程中受惠於自己之前建立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臺灣社會在日治時期

經歷了一段採納近代西方法的日本法與傳統中國法的拉鋸，使得當時臺灣人的法律意

識產生某種程度的轉型，訴訟觀已混雜近代西方文明與漢族傳統思維。清國的司法系

統仍是偵查、起訴、審判一人包辦，民眾對公義的期待只能仰賴官員主持公道，相較

於碰運氣的斷罪聽訟，現代司法判調分立、審檢辯分立，臺灣人的司法正義觀從傳統

走向現代，轉變程度雖然有限，但本質上已與盼望青天大老爺裁斷有所不同，此即

《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一書的論旨所在。

　　王泰升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主持的《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

鑲嵌與主體創造》整合型計畫，負責其中一項子計畫，每年發表一篇論文，這些曾在

學術研討會發表過的文章便成了專書的基礎。然而專書不是將幾篇文章草草收輯編纂

成書便了事，專書的整體架構要明確、論述須分明，且一定要脫離原本單篇論文的書

寫，以整本專書的論點去串聯每一篇文章，不能只是論文的集結。

為何及如何創作多本學術專書（2003-2019的研究歷程）

　　2003年至2019年間，王泰升共主持10個國科會(科技部前身)計畫，出版了13本

書，其中有三個計畫直接產出一本學術專書，分別是2015年的《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

－－日治台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合著)、

2017年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的《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

觀的轉型》，以及即將出版的《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

　　2003年，王泰升主持《日治時期法院檔案整理及其法律史上意義(1)》計畫，開始

有系統地規畫整理過去乏人問津的日治時期司法案件。1895至1945的51年間，臺灣進

入日治時期，這是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對民眾的生活，以及政治、醫療、文學、音

樂、美術、法律⋯⋯等諸多層面皆產生極大的影響與變化。語言是最貼近百姓生活的

工具，也是最能反應日常的媒介，王泰升表示，日本統治者帶來臺灣最重要的兩個影

響是醫療與法律，這可從臺語中有，但閩南語中沒有的詞彙：「病院(醫院)」、「判

官(法官)」、「辯護士(律師)」中得知。仿效近代西方的日本法帶來的衝擊，讓過去

「去衙門打官司」的臺灣人，面臨傳統中國式與近代西方式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法

制，不再擊鼓鳴冤，轉而「去法院相告」。

　　2005年，王泰升結束前揭計畫，緊接著又開始《日治時期台北地方法院檔案編目

及解題計畫》，由於法院依規定裁判書須永久保存，但因年代久遠，檔案散落各處，

他率領研究團隊前往各地法院蒐羅日治時期的民刑事判決原本、民刑事案件登記簿、

非訟事件以及強制執行事件等卷宗、公證書原本等資料，拍攝判決樣本，歷時五年，

完成供國內外法學界使用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完整呈現日治時期臺灣法院運

作的實況。

　　接著王泰升執行《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法學》計畫，前往日本及美國搜尋明治初

期、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戰後臺灣共計43份法學緒論著述(其中一部分有數個語種、數

個版本)，拜訪相關的學者，透過法學論述文本的描繪知識史，並預計於2022年8月出

版《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這本即將由臺大出版中心發行的臺大哈

佛燕京學術叢書，敘述臺灣如何在跨越三個世紀的時光長河中，歷經殖民、威權、民

主政體，王泰升彙整來自歐、美、日、中的現代法學知識，並期待在「明治日本→民

國中國→戰後臺灣」的法學知識傳遞及流變的基礎上，為新一代臺灣法律人打造法學

緒論著述。

　　王泰升自2019年開始執行的《歷經殖民、威權及民主的台灣法律專業社群》研

究，不僅是單純地將既有研究完成，而是結合了重要的新史料，包括閱覽晚近公開的

政府檔案，未來將納入2012年即動筆、撰寫中的專書《台灣自由民主法治的歷史基

礎》。

　　王泰升強調，如果沒有國科會專題計畫的資源挹注，單憑一己之力，是沒辦法完

成這些研究的，更遑論專書的出版。

正視過去，放眼未來

　　過去臺灣的法學緒論看不見臺灣，是王泰升感到遺憾並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的遠

因，自1989年出版第一本專書至2022年的33年間，王泰升一共出版了18本專書或個人

論文集(含預計於2022年8月出版之《建構台灣法學》)，他謙稱自己的學術歷程不一定

值得效法，至於撰寫專書，其實只是回歸本身的需求，作為一名學術工作者，若要把

自己的想法具象化，專書是最好的工具，臺灣法律史的內容龐雜，單篇論文的體例和

篇幅較難發揮，也不易說清楚，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裡，專書的影響力可能也比較長遠

一點。

　　撰寫《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時正巧碰上疫情，以前寫得很累可

以出門運動，舒展筋骨，防疫期間整天關在小房間裡悶頭寫書，倘若沒有過人的毅力

及強大的動力，很難能夠堅持下去。王泰升表示，動力來自於最初，「我想要告訴大

立足臺灣，建構法學，奠基歷史——王泰升
採訪、撰文／連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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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日治時期發生了什麼事情」，過去決定了現在，但是不能決定未來，因為現在

可以改變！對過去法律的研究其實是對當下的批判，要改變現狀，首先要知道現狀有

多少是被法律形塑的。過去的價值觀影響了現在的法律，造成眼前的結果，把影響釐

清，改變就相對容易。

　　奉獻了半生歲月和心血，堅持三十多年，王泰升也不免感到疲累，特別是在疫情

當中，心境也有轉折和感悟。他提到一位戰後才開始以日語創作的臺灣作家黃靈芝，

其作品涵蓋俳句、評論、詩、小說等等，在那樣的時間仍然使用日語創作，不僅沒有

市場，還萬分敏感，但黃靈芝仍然堅持下來，這樣的精神讓他很感動。外人看王泰升

成績斐然，屢屢獲獎，2020年更榮獲國家講座主持人獎，讓人欣羨不已，他表示獎項

是他善用國家給的學術資源傳遞知識的副產品，並不是最終的目的。他認為每個世代

有每個世代的幸福，他努力去了解一些知識，撰寫出版，是他對自我生命的交代，在

每一個階段都盡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沒有夕陽學科，只有夕陽研究」，在不被法學界看好的法律史領域，堅持以臺

灣為主、跨域思考的研究取徑，建構足以和臺灣社會一起呼吸的法律史知識，是王泰

升從1990年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迄今，戮力以求的唯一目標。

　　「臺灣法律史」是相當宏大的議題，涵蓋了臺灣、法律以及歷史三個主題，每一

個項目的脈絡及其延伸的範疇，結合起來更是龐雜。歷史與政治因素讓以臺灣為主的

相關研究延宕了數十年才起步，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王泰升教授在臺灣法律史的研

究領域，是開拓者，也是奠基者，他建立研究資料庫，也出版不少專書，對於後進學

人是很大的幫助。

　　

　　王泰升在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前，是一位國際商務律師，執業三年後，有感於所學

不足，遂前往美國進修。在課堂上，王泰升發現自己對臺灣的法律相當熟悉，但對臺

灣的法律史卻所知甚少，引發研究的興趣，這一投入便是三十餘年的歲月。從一個高

收入的職業轉換跑道做冷門的研究工作，似乎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下了決定就會堅持

到底的王泰升笑說，這是他的浪漫。

　　臺灣法律史的研究不僅跨領域，而且規模繁複，他考慮讀者共享的學術基礎不

一，很難得遇到一位既嫻熟臺灣史，也通曉法律史的讀者，若整部書的內容充滿高深

冷僻的學術語言，那麼只有象牙塔內的人才會翻閱。跨域需要更多的知識來源，也需

要投入大量的資源，王泰升深知，個人單打獨鬥的成效不彰，想要達成目標，唯有透

過整合。

專題、論文到專書的養成

　　「我們現在的法學，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在課堂上，王泰升不只一次向學生提

出這個問題，他認為目前國內法學界常直接根據外國法進行國內法的法律論證，他主

張應立足於國內的政經社文現實，發現問題所在，據以論辯規範利益或價值之所在，

出於需要才參考外國的模式。

　　法律史研究是一個不斷與史料及論點對話的過程，王泰升無意提出什麼解釋性的

理論，只想講述法律生活相關的故事，他的目標始終是充分爬梳臺灣歷史上的法律視

角，不再以邊陲孤島的偏安體系來定義，而是建立由臺灣為主的跨領域思考架構，連

結殖民、威權、民主政體下的轉變，超越單一詮釋的束縛，因為臺灣法律史是東亞法

律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術專書是有系統的論述，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專書撰寫耗神費時，需長期

投入大量心力，在學校任職還有教學及行政工作，王泰升表示，資深的研究員可以運

用多年期的專題研究來進行蒐集、分析素材，要即時行動、要慎選題目，透過專題集

中火力，根據要旨產出論文，最後再彙整為專書，不僅脈絡清晰，且一氣呵成。

　　2007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台灣人民的第一次『國籍經驗』：以日治時期台海

兩岸跨國法律事件之處理為中心》計畫，連續三年前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閱覽

涉及跨出日本國境前往中國等「國外」的臺灣人的檔案，也到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

館研究收藏的檔案，並從檔案中發現許多值得深思的故事。例如1923年，住在中國廈

門的臺灣人，在與當地人發生衝突而遭挾持時，以具有日本國籍請求派駐中國的日本

領事護僑，澎湖馬公港內的軍艦因此跨越作為法律上國界的「海峽中線」駛向廈門，

並派遣陸戰隊登陸以保護臺灣人，類此無異是原本僅有天朝觀念的臺灣人的第一次國

籍經驗！這個計畫的研究成果，讓王泰升順利完成《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台

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一書。

　　2010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國民黨訓政經驗對戰後台灣憲政運作的影響：以蔣

中正執政時期(1945-1975)為中心》計畫，連續兩年前往美國史丹佛(Stanford)大學閱

讀蔣中正日記，並閱覽國民黨的「總裁批簽」，搭配1950年代與60年代的政治環境，

對威權體制有更深刻的了解。當代歷史的書寫因其變動的不確定性，有其存在的困

難，王泰升以「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來詮釋臺灣法律現代化的歷程，顯現外來

的國家法律如何規制在地社會，而在地社會又如何改造外來的國家法律，在許雪姬教

授研究團隊的鼓勵與支援下，計畫成果《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

「自主繼受」》一書得以付梓，部分內容則收錄在多人合著專書《邊區歷史與主體性

形塑》、《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

　　2013至2016年，王泰升完成《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台灣司法實踐其及正義觀》計

畫，他以日治法院檔案的「編目資料」(metadata)為「變數」(variable)，進行編碼及

統計分析，過程中受惠於自己之前建立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臺灣社會在日治時期

經歷了一段採納近代西方法的日本法與傳統中國法的拉鋸，使得當時臺灣人的法律意

識產生某種程度的轉型，訴訟觀已混雜近代西方文明與漢族傳統思維。清國的司法系

統仍是偵查、起訴、審判一人包辦，民眾對公義的期待只能仰賴官員主持公道，相較

於碰運氣的斷罪聽訟，現代司法判調分立、審檢辯分立，臺灣人的司法正義觀從傳統

走向現代，轉變程度雖然有限，但本質上已與盼望青天大老爺裁斷有所不同，此即

《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一書的論旨所在。

　　王泰升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主持的《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

鑲嵌與主體創造》整合型計畫，負責其中一項子計畫，每年發表一篇論文，這些曾在

學術研討會發表過的文章便成了專書的基礎。然而專書不是將幾篇文章草草收輯編纂

成書便了事，專書的整體架構要明確、論述須分明，且一定要脫離原本單篇論文的書

寫，以整本專書的論點去串聯每一篇文章，不能只是論文的集結。

為何及如何創作多本學術專書（2003-2019的研究歷程）

　　2003年至2019年間，王泰升共主持10個國科會(科技部前身)計畫，出版了13本

書，其中有三個計畫直接產出一本學術專書，分別是2015年的《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

－－日治台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合著)、

2017年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的《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

觀的轉型》，以及即將出版的《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

　　2003年，王泰升主持《日治時期法院檔案整理及其法律史上意義(1)》計畫，開始

有系統地規畫整理過去乏人問津的日治時期司法案件。1895至1945的51年間，臺灣進

入日治時期，這是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對民眾的生活，以及政治、醫療、文學、音

樂、美術、法律⋯⋯等諸多層面皆產生極大的影響與變化。語言是最貼近百姓生活的

工具，也是最能反應日常的媒介，王泰升表示，日本統治者帶來臺灣最重要的兩個影

響是醫療與法律，這可從臺語中有，但閩南語中沒有的詞彙：「病院(醫院)」、「判

官(法官)」、「辯護士(律師)」中得知。仿效近代西方的日本法帶來的衝擊，讓過去

「去衙門打官司」的臺灣人，面臨傳統中國式與近代西方式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法

制，不再擊鼓鳴冤，轉而「去法院相告」。

　　2005年，王泰升結束前揭計畫，緊接著又開始《日治時期台北地方法院檔案編目

及解題計畫》，由於法院依規定裁判書須永久保存，但因年代久遠，檔案散落各處，

他率領研究團隊前往各地法院蒐羅日治時期的民刑事判決原本、民刑事案件登記簿、

非訟事件以及強制執行事件等卷宗、公證書原本等資料，拍攝判決樣本，歷時五年，

完成供國內外法學界使用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完整呈現日治時期臺灣法院運

作的實況。

　　接著王泰升執行《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法學》計畫，前往日本及美國搜尋明治初

期、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戰後臺灣共計43份法學緒論著述(其中一部分有數個語種、數

個版本)，拜訪相關的學者，透過法學論述文本的描繪知識史，並預計於2022年8月出

版《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這本即將由臺大出版中心發行的臺大哈

佛燕京學術叢書，敘述臺灣如何在跨越三個世紀的時光長河中，歷經殖民、威權、民

主政體，王泰升彙整來自歐、美、日、中的現代法學知識，並期待在「明治日本→民

國中國→戰後臺灣」的法學知識傳遞及流變的基礎上，為新一代臺灣法律人打造法學

緒論著述。

　　王泰升自2019年開始執行的《歷經殖民、威權及民主的台灣法律專業社群》研

究，不僅是單純地將既有研究完成，而是結合了重要的新史料，包括閱覽晚近公開的

政府檔案，未來將納入2012年即動筆、撰寫中的專書《台灣自由民主法治的歷史基

礎》。

　　王泰升強調，如果沒有國科會專題計畫的資源挹注，單憑一己之力，是沒辦法完

成這些研究的，更遑論專書的出版。

正視過去，放眼未來

　　過去臺灣的法學緒論看不見臺灣，是王泰升感到遺憾並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的遠

因，自1989年出版第一本專書至2022年的33年間，王泰升一共出版了18本專書或個人

論文集(含預計於2022年8月出版之《建構台灣法學》)，他謙稱自己的學術歷程不一定

值得效法，至於撰寫專書，其實只是回歸本身的需求，作為一名學術工作者，若要把

自己的想法具象化，專書是最好的工具，臺灣法律史的內容龐雜，單篇論文的體例和

篇幅較難發揮，也不易說清楚，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裡，專書的影響力可能也比較長遠

一點。

　　撰寫《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時正巧碰上疫情，以前寫得很累可

以出門運動，舒展筋骨，防疫期間整天關在小房間裡悶頭寫書，倘若沒有過人的毅力

及強大的動力，很難能夠堅持下去。王泰升表示，動力來自於最初，「我想要告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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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日治時期發生了什麼事情」，過去決定了現在，但是不能決定未來，因為現在

可以改變！對過去法律的研究其實是對當下的批判，要改變現狀，首先要知道現狀有

多少是被法律形塑的。過去的價值觀影響了現在的法律，造成眼前的結果，把影響釐

清，改變就相對容易。

　　奉獻了半生歲月和心血，堅持三十多年，王泰升也不免感到疲累，特別是在疫情

當中，心境也有轉折和感悟。他提到一位戰後才開始以日語創作的臺灣作家黃靈芝，

其作品涵蓋俳句、評論、詩、小說等等，在那樣的時間仍然使用日語創作，不僅沒有

市場，還萬分敏感，但黃靈芝仍然堅持下來，這樣的精神讓他很感動。外人看王泰升

成績斐然，屢屢獲獎，2020年更榮獲國家講座主持人獎，讓人欣羨不已，他表示獎項

是他善用國家給的學術資源傳遞知識的副產品，並不是最終的目的。他認為每個世代

有每個世代的幸福，他努力去了解一些知識，撰寫出版，是他對自我生命的交代，在

每一個階段都盡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沒有夕陽學科，只有夕陽研究」，在不被法學界看好的法律史領域，堅持以臺

灣為主、跨域思考的研究取徑，建構足以和臺灣社會一起呼吸的法律史知識，是王泰

升從1990年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迄今，戮力以求的唯一目標。

　　「臺灣法律史」是相當宏大的議題，涵蓋了臺灣、法律以及歷史三個主題，每一

個項目的脈絡及其延伸的範疇，結合起來更是龐雜。歷史與政治因素讓以臺灣為主的

相關研究延宕了數十年才起步，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王泰升教授在臺灣法律史的研

究領域，是開拓者，也是奠基者，他建立研究資料庫，也出版不少專書，對於後進學

人是很大的幫助。

　　

　　王泰升在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前，是一位國際商務律師，執業三年後，有感於所學

不足，遂前往美國進修。在課堂上，王泰升發現自己對臺灣的法律相當熟悉，但對臺

灣的法律史卻所知甚少，引發研究的興趣，這一投入便是三十餘年的歲月。從一個高

收入的職業轉換跑道做冷門的研究工作，似乎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下了決定就會堅持

到底的王泰升笑說，這是他的浪漫。

　　臺灣法律史的研究不僅跨領域，而且規模繁複，他考慮讀者共享的學術基礎不

一，很難得遇到一位既嫻熟臺灣史，也通曉法律史的讀者，若整部書的內容充滿高深

冷僻的學術語言，那麼只有象牙塔內的人才會翻閱。跨域需要更多的知識來源，也需

要投入大量的資源，王泰升深知，個人單打獨鬥的成效不彰，想要達成目標，唯有透

過整合。

專題、論文到專書的養成

　　「我們現在的法學，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在課堂上，王泰升不只一次向學生提

出這個問題，他認為目前國內法學界常直接根據外國法進行國內法的法律論證，他主

張應立足於國內的政經社文現實，發現問題所在，據以論辯規範利益或價值之所在，

出於需要才參考外國的模式。

　　法律史研究是一個不斷與史料及論點對話的過程，王泰升無意提出什麼解釋性的

理論，只想講述法律生活相關的故事，他的目標始終是充分爬梳臺灣歷史上的法律視

角，不再以邊陲孤島的偏安體系來定義，而是建立由臺灣為主的跨領域思考架構，連

結殖民、威權、民主政體下的轉變，超越單一詮釋的束縛，因為臺灣法律史是東亞法

律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術專書是有系統的論述，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專書撰寫耗神費時，需長期

投入大量心力，在學校任職還有教學及行政工作，王泰升表示，資深的研究員可以運

用多年期的專題研究來進行蒐集、分析素材，要即時行動、要慎選題目，透過專題集

中火力，根據要旨產出論文，最後再彙整為專書，不僅脈絡清晰，且一氣呵成。

　　2007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台灣人民的第一次『國籍經驗』：以日治時期台海

兩岸跨國法律事件之處理為中心》計畫，連續三年前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閱覽

涉及跨出日本國境前往中國等「國外」的臺灣人的檔案，也到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

館研究收藏的檔案，並從檔案中發現許多值得深思的故事。例如1923年，住在中國廈

門的臺灣人，在與當地人發生衝突而遭挾持時，以具有日本國籍請求派駐中國的日本

領事護僑，澎湖馬公港內的軍艦因此跨越作為法律上國界的「海峽中線」駛向廈門，

並派遣陸戰隊登陸以保護臺灣人，類此無異是原本僅有天朝觀念的臺灣人的第一次國

籍經驗！這個計畫的研究成果，讓王泰升順利完成《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台

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一書。

　　2010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國民黨訓政經驗對戰後台灣憲政運作的影響：以蔣

中正執政時期(1945-1975)為中心》計畫，連續兩年前往美國史丹佛(Stanford)大學閱

讀蔣中正日記，並閱覽國民黨的「總裁批簽」，搭配1950年代與60年代的政治環境，

對威權體制有更深刻的了解。當代歷史的書寫因其變動的不確定性，有其存在的困

難，王泰升以「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來詮釋臺灣法律現代化的歷程，顯現外來

的國家法律如何規制在地社會，而在地社會又如何改造外來的國家法律，在許雪姬教

授研究團隊的鼓勵與支援下，計畫成果《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

「自主繼受」》一書得以付梓，部分內容則收錄在多人合著專書《邊區歷史與主體性

形塑》、《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

　　2013至2016年，王泰升完成《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台灣司法實踐其及正義觀》計

畫，他以日治法院檔案的「編目資料」(metadata)為「變數」(variable)，進行編碼及

統計分析，過程中受惠於自己之前建立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臺灣社會在日治時期

經歷了一段採納近代西方法的日本法與傳統中國法的拉鋸，使得當時臺灣人的法律意

識產生某種程度的轉型，訴訟觀已混雜近代西方文明與漢族傳統思維。清國的司法系

統仍是偵查、起訴、審判一人包辦，民眾對公義的期待只能仰賴官員主持公道，相較

於碰運氣的斷罪聽訟，現代司法判調分立、審檢辯分立，臺灣人的司法正義觀從傳統

走向現代，轉變程度雖然有限，但本質上已與盼望青天大老爺裁斷有所不同，此即

《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一書的論旨所在。

　　王泰升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主持的《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

鑲嵌與主體創造》整合型計畫，負責其中一項子計畫，每年發表一篇論文，這些曾在

學術研討會發表過的文章便成了專書的基礎。然而專書不是將幾篇文章草草收輯編纂

成書便了事，專書的整體架構要明確、論述須分明，且一定要脫離原本單篇論文的書

寫，以整本專書的論點去串聯每一篇文章，不能只是論文的集結。

為何及如何創作多本學術專書（2003-2019的研究歷程）

　　2003年至2019年間，王泰升共主持10個國科會(科技部前身)計畫，出版了13本

書，其中有三個計畫直接產出一本學術專書，分別是2015年的《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

－－日治台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合著)、

2017年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的《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

觀的轉型》，以及即將出版的《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

　　2003年，王泰升主持《日治時期法院檔案整理及其法律史上意義(1)》計畫，開始

有系統地規畫整理過去乏人問津的日治時期司法案件。1895至1945的51年間，臺灣進

入日治時期，這是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對民眾的生活，以及政治、醫療、文學、音

樂、美術、法律⋯⋯等諸多層面皆產生極大的影響與變化。語言是最貼近百姓生活的

工具，也是最能反應日常的媒介，王泰升表示，日本統治者帶來臺灣最重要的兩個影

響是醫療與法律，這可從臺語中有，但閩南語中沒有的詞彙：「病院(醫院)」、「判

官(法官)」、「辯護士(律師)」中得知。仿效近代西方的日本法帶來的衝擊，讓過去

「去衙門打官司」的臺灣人，面臨傳統中國式與近代西方式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法

制，不再擊鼓鳴冤，轉而「去法院相告」。

　　2005年，王泰升結束前揭計畫，緊接著又開始《日治時期台北地方法院檔案編目

及解題計畫》，由於法院依規定裁判書須永久保存，但因年代久遠，檔案散落各處，

他率領研究團隊前往各地法院蒐羅日治時期的民刑事判決原本、民刑事案件登記簿、

非訟事件以及強制執行事件等卷宗、公證書原本等資料，拍攝判決樣本，歷時五年，

完成供國內外法學界使用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完整呈現日治時期臺灣法院運

作的實況。

人物專訪
people

　　接著王泰升執行《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法學》計畫，前往日本及美國搜尋明治初

期、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戰後臺灣共計43份法學緒論著述(其中一部分有數個語種、數

個版本)，拜訪相關的學者，透過法學論述文本的描繪知識史，並預計於2022年8月出

版《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這本即將由臺大出版中心發行的臺大哈

佛燕京學術叢書，敘述臺灣如何在跨越三個世紀的時光長河中，歷經殖民、威權、民

主政體，王泰升彙整來自歐、美、日、中的現代法學知識，並期待在「明治日本→民

國中國→戰後臺灣」的法學知識傳遞及流變的基礎上，為新一代臺灣法律人打造法學

緒論著述。

　　王泰升自2019年開始執行的《歷經殖民、威權及民主的台灣法律專業社群》研

究，不僅是單純地將既有研究完成，而是結合了重要的新史料，包括閱覽晚近公開的

政府檔案，未來將納入2012年即動筆、撰寫中的專書《台灣自由民主法治的歷史基

礎》。

　　王泰升強調，如果沒有國科會專題計畫的資源挹注，單憑一己之力，是沒辦法完

成這些研究的，更遑論專書的出版。

正視過去，放眼未來

　　過去臺灣的法學緒論看不見臺灣，是王泰升感到遺憾並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的遠

因，自1989年出版第一本專書至2022年的33年間，王泰升一共出版了18本專書或個人

論文集(含預計於2022年8月出版之《建構台灣法學》)，他謙稱自己的學術歷程不一定

值得效法，至於撰寫專書，其實只是回歸本身的需求，作為一名學術工作者，若要把

自己的想法具象化，專書是最好的工具，臺灣法律史的內容龐雜，單篇論文的體例和

篇幅較難發揮，也不易說清楚，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裡，專書的影響力可能也比較長遠

一點。

　　撰寫《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時正巧碰上疫情，以前寫得很累可

以出門運動，舒展筋骨，防疫期間整天關在小房間裡悶頭寫書，倘若沒有過人的毅力

及強大的動力，很難能夠堅持下去。王泰升表示，動力來自於最初，「我想要告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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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日治時期發生了什麼事情」，過去決定了現在，但是不能決定未來，因為現在

可以改變！對過去法律的研究其實是對當下的批判，要改變現狀，首先要知道現狀有

多少是被法律形塑的。過去的價值觀影響了現在的法律，造成眼前的結果，把影響釐

清，改變就相對容易。

　　奉獻了半生歲月和心血，堅持三十多年，王泰升也不免感到疲累，特別是在疫情

當中，心境也有轉折和感悟。他提到一位戰後才開始以日語創作的臺灣作家黃靈芝，

其作品涵蓋俳句、評論、詩、小說等等，在那樣的時間仍然使用日語創作，不僅沒有

市場，還萬分敏感，但黃靈芝仍然堅持下來，這樣的精神讓他很感動。外人看王泰升

成績斐然，屢屢獲獎，2020年更榮獲國家講座主持人獎，讓人欣羨不已，他表示獎項

是他善用國家給的學術資源傳遞知識的副產品，並不是最終的目的。他認為每個世代

有每個世代的幸福，他努力去了解一些知識，撰寫出版，是他對自我生命的交代，在

每一個階段都盡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沒有夕陽學科，只有夕陽研究」，在不被法學界看好的法律史領域，堅持以臺

灣為主、跨域思考的研究取徑，建構足以和臺灣社會一起呼吸的法律史知識，是王泰

升從1990年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迄今，戮力以求的唯一目標。

　　「臺灣法律史」是相當宏大的議題，涵蓋了臺灣、法律以及歷史三個主題，每一

個項目的脈絡及其延伸的範疇，結合起來更是龐雜。歷史與政治因素讓以臺灣為主的

相關研究延宕了數十年才起步，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王泰升教授在臺灣法律史的研

究領域，是開拓者，也是奠基者，他建立研究資料庫，也出版不少專書，對於後進學

人是很大的幫助。

　　

　　王泰升在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前，是一位國際商務律師，執業三年後，有感於所學

不足，遂前往美國進修。在課堂上，王泰升發現自己對臺灣的法律相當熟悉，但對臺

灣的法律史卻所知甚少，引發研究的興趣，這一投入便是三十餘年的歲月。從一個高

收入的職業轉換跑道做冷門的研究工作，似乎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下了決定就會堅持

到底的王泰升笑說，這是他的浪漫。

　　臺灣法律史的研究不僅跨領域，而且規模繁複，他考慮讀者共享的學術基礎不

一，很難得遇到一位既嫻熟臺灣史，也通曉法律史的讀者，若整部書的內容充滿高深

冷僻的學術語言，那麼只有象牙塔內的人才會翻閱。跨域需要更多的知識來源，也需

要投入大量的資源，王泰升深知，個人單打獨鬥的成效不彰，想要達成目標，唯有透

過整合。

專題、論文到專書的養成

　　「我們現在的法學，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在課堂上，王泰升不只一次向學生提

出這個問題，他認為目前國內法學界常直接根據外國法進行國內法的法律論證，他主

張應立足於國內的政經社文現實，發現問題所在，據以論辯規範利益或價值之所在，

出於需要才參考外國的模式。

　　法律史研究是一個不斷與史料及論點對話的過程，王泰升無意提出什麼解釋性的

理論，只想講述法律生活相關的故事，他的目標始終是充分爬梳臺灣歷史上的法律視

角，不再以邊陲孤島的偏安體系來定義，而是建立由臺灣為主的跨領域思考架構，連

結殖民、威權、民主政體下的轉變，超越單一詮釋的束縛，因為臺灣法律史是東亞法

律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術專書是有系統的論述，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專書撰寫耗神費時，需長期

投入大量心力，在學校任職還有教學及行政工作，王泰升表示，資深的研究員可以運

用多年期的專題研究來進行蒐集、分析素材，要即時行動、要慎選題目，透過專題集

中火力，根據要旨產出論文，最後再彙整為專書，不僅脈絡清晰，且一氣呵成。

　　2007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台灣人民的第一次『國籍經驗』：以日治時期台海

兩岸跨國法律事件之處理為中心》計畫，連續三年前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閱覽

涉及跨出日本國境前往中國等「國外」的臺灣人的檔案，也到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

館研究收藏的檔案，並從檔案中發現許多值得深思的故事。例如1923年，住在中國廈

門的臺灣人，在與當地人發生衝突而遭挾持時，以具有日本國籍請求派駐中國的日本

領事護僑，澎湖馬公港內的軍艦因此跨越作為法律上國界的「海峽中線」駛向廈門，

並派遣陸戰隊登陸以保護臺灣人，類此無異是原本僅有天朝觀念的臺灣人的第一次國

籍經驗！這個計畫的研究成果，讓王泰升順利完成《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台

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一書。

　　2010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國民黨訓政經驗對戰後台灣憲政運作的影響：以蔣

中正執政時期(1945-1975)為中心》計畫，連續兩年前往美國史丹佛(Stanford)大學閱

讀蔣中正日記，並閱覽國民黨的「總裁批簽」，搭配1950年代與60年代的政治環境，

對威權體制有更深刻的了解。當代歷史的書寫因其變動的不確定性，有其存在的困

難，王泰升以「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來詮釋臺灣法律現代化的歷程，顯現外來

的國家法律如何規制在地社會，而在地社會又如何改造外來的國家法律，在許雪姬教

授研究團隊的鼓勵與支援下，計畫成果《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

「自主繼受」》一書得以付梓，部分內容則收錄在多人合著專書《邊區歷史與主體性

形塑》、《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

　　2013至2016年，王泰升完成《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台灣司法實踐其及正義觀》計

畫，他以日治法院檔案的「編目資料」(metadata)為「變數」(variable)，進行編碼及

統計分析，過程中受惠於自己之前建立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臺灣社會在日治時期

經歷了一段採納近代西方法的日本法與傳統中國法的拉鋸，使得當時臺灣人的法律意

識產生某種程度的轉型，訴訟觀已混雜近代西方文明與漢族傳統思維。清國的司法系

統仍是偵查、起訴、審判一人包辦，民眾對公義的期待只能仰賴官員主持公道，相較

於碰運氣的斷罪聽訟，現代司法判調分立、審檢辯分立，臺灣人的司法正義觀從傳統

走向現代，轉變程度雖然有限，但本質上已與盼望青天大老爺裁斷有所不同，此即

《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一書的論旨所在。

　　王泰升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主持的《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

鑲嵌與主體創造》整合型計畫，負責其中一項子計畫，每年發表一篇論文，這些曾在

學術研討會發表過的文章便成了專書的基礎。然而專書不是將幾篇文章草草收輯編纂

成書便了事，專書的整體架構要明確、論述須分明，且一定要脫離原本單篇論文的書

寫，以整本專書的論點去串聯每一篇文章，不能只是論文的集結。

為何及如何創作多本學術專書（2003-2019的研究歷程）

　　2003年至2019年間，王泰升共主持10個國科會(科技部前身)計畫，出版了13本

書，其中有三個計畫直接產出一本學術專書，分別是2015年的《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

－－日治台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合著)、

2017年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的《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

觀的轉型》，以及即將出版的《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

　　2003年，王泰升主持《日治時期法院檔案整理及其法律史上意義(1)》計畫，開始

有系統地規畫整理過去乏人問津的日治時期司法案件。1895至1945的51年間，臺灣進

入日治時期，這是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對民眾的生活，以及政治、醫療、文學、音

樂、美術、法律⋯⋯等諸多層面皆產生極大的影響與變化。語言是最貼近百姓生活的

工具，也是最能反應日常的媒介，王泰升表示，日本統治者帶來臺灣最重要的兩個影

響是醫療與法律，這可從臺語中有，但閩南語中沒有的詞彙：「病院(醫院)」、「判

官(法官)」、「辯護士(律師)」中得知。仿效近代西方的日本法帶來的衝擊，讓過去

「去衙門打官司」的臺灣人，面臨傳統中國式與近代西方式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法

制，不再擊鼓鳴冤，轉而「去法院相告」。

　　2005年，王泰升結束前揭計畫，緊接著又開始《日治時期台北地方法院檔案編目

及解題計畫》，由於法院依規定裁判書須永久保存，但因年代久遠，檔案散落各處，

他率領研究團隊前往各地法院蒐羅日治時期的民刑事判決原本、民刑事案件登記簿、

非訟事件以及強制執行事件等卷宗、公證書原本等資料，拍攝判決樣本，歷時五年，

完成供國內外法學界使用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完整呈現日治時期臺灣法院運

作的實況。

　　接著王泰升執行《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法學》計畫，前往日本及美國搜尋明治初

期、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戰後臺灣共計43份法學緒論著述(其中一部分有數個語種、數

個版本)，拜訪相關的學者，透過法學論述文本的描繪知識史，並預計於2022年8月出

版《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這本即將由臺大出版中心發行的臺大哈

佛燕京學術叢書，敘述臺灣如何在跨越三個世紀的時光長河中，歷經殖民、威權、民

主政體，王泰升彙整來自歐、美、日、中的現代法學知識，並期待在「明治日本→民

國中國→戰後臺灣」的法學知識傳遞及流變的基礎上，為新一代臺灣法律人打造法學

緒論著述。

　　王泰升自2019年開始執行的《歷經殖民、威權及民主的台灣法律專業社群》研

究，不僅是單純地將既有研究完成，而是結合了重要的新史料，包括閱覽晚近公開的

政府檔案，未來將納入2012年即動筆、撰寫中的專書《台灣自由民主法治的歷史基

礎》。

　　王泰升強調，如果沒有國科會專題計畫的資源挹注，單憑一己之力，是沒辦法完

成這些研究的，更遑論專書的出版。

正視過去，放眼未來

　　過去臺灣的法學緒論看不見臺灣，是王泰升感到遺憾並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的遠

因，自1989年出版第一本專書至2022年的33年間，王泰升一共出版了18本專書或個人

論文集(含預計於2022年8月出版之《建構台灣法學》)，他謙稱自己的學術歷程不一定

值得效法，至於撰寫專書，其實只是回歸本身的需求，作為一名學術工作者，若要把

自己的想法具象化，專書是最好的工具，臺灣法律史的內容龐雜，單篇論文的體例和

篇幅較難發揮，也不易說清楚，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裡，專書的影響力可能也比較長遠

一點。

　　撰寫《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時正巧碰上疫情，以前寫得很累可

以出門運動，舒展筋骨，防疫期間整天關在小房間裡悶頭寫書，倘若沒有過人的毅力

及強大的動力，很難能夠堅持下去。王泰升表示，動力來自於最初，「我想要告訴大

人物專訪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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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日治時期發生了什麼事情」，過去決定了現在，但是不能決定未來，因為現在

可以改變！對過去法律的研究其實是對當下的批判，要改變現狀，首先要知道現狀有

多少是被法律形塑的。過去的價值觀影響了現在的法律，造成眼前的結果，把影響釐

清，改變就相對容易。

　　奉獻了半生歲月和心血，堅持三十多年，王泰升也不免感到疲累，特別是在疫情

當中，心境也有轉折和感悟。他提到一位戰後才開始以日語創作的臺灣作家黃靈芝，

其作品涵蓋俳句、評論、詩、小說等等，在那樣的時間仍然使用日語創作，不僅沒有

市場，還萬分敏感，但黃靈芝仍然堅持下來，這樣的精神讓他很感動。外人看王泰升

成績斐然，屢屢獲獎，2020年更榮獲國家講座主持人獎，讓人欣羨不已，他表示獎項

是他善用國家給的學術資源傳遞知識的副產品，並不是最終的目的。他認為每個世代

有每個世代的幸福，他努力去了解一些知識，撰寫出版，是他對自我生命的交代，在

每一個階段都盡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沒有夕陽學科，只有夕陽研究」，在不被法學界看好的法律史領域，堅持以臺

灣為主、跨域思考的研究取徑，建構足以和臺灣社會一起呼吸的法律史知識，是王泰

升從1990年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迄今，戮力以求的唯一目標。

　　「臺灣法律史」是相當宏大的議題，涵蓋了臺灣、法律以及歷史三個主題，每一

個項目的脈絡及其延伸的範疇，結合起來更是龐雜。歷史與政治因素讓以臺灣為主的

相關研究延宕了數十年才起步，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王泰升教授在臺灣法律史的研

究領域，是開拓者，也是奠基者，他建立研究資料庫，也出版不少專書，對於後進學

人是很大的幫助。

　　

　　王泰升在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前，是一位國際商務律師，執業三年後，有感於所學

不足，遂前往美國進修。在課堂上，王泰升發現自己對臺灣的法律相當熟悉，但對臺

灣的法律史卻所知甚少，引發研究的興趣，這一投入便是三十餘年的歲月。從一個高

收入的職業轉換跑道做冷門的研究工作，似乎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下了決定就會堅持

到底的王泰升笑說，這是他的浪漫。

　　臺灣法律史的研究不僅跨領域，而且規模繁複，他考慮讀者共享的學術基礎不

一，很難得遇到一位既嫻熟臺灣史，也通曉法律史的讀者，若整部書的內容充滿高深

冷僻的學術語言，那麼只有象牙塔內的人才會翻閱。跨域需要更多的知識來源，也需

要投入大量的資源，王泰升深知，個人單打獨鬥的成效不彰，想要達成目標，唯有透

過整合。

專題、論文到專書的養成

　　「我們現在的法學，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在課堂上，王泰升不只一次向學生提

出這個問題，他認為目前國內法學界常直接根據外國法進行國內法的法律論證，他主

張應立足於國內的政經社文現實，發現問題所在，據以論辯規範利益或價值之所在，

出於需要才參考外國的模式。

　　法律史研究是一個不斷與史料及論點對話的過程，王泰升無意提出什麼解釋性的

理論，只想講述法律生活相關的故事，他的目標始終是充分爬梳臺灣歷史上的法律視

角，不再以邊陲孤島的偏安體系來定義，而是建立由臺灣為主的跨領域思考架構，連

結殖民、威權、民主政體下的轉變，超越單一詮釋的束縛，因為臺灣法律史是東亞法

律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術專書是有系統的論述，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專書撰寫耗神費時，需長期

投入大量心力，在學校任職還有教學及行政工作，王泰升表示，資深的研究員可以運

用多年期的專題研究來進行蒐集、分析素材，要即時行動、要慎選題目，透過專題集

中火力，根據要旨產出論文，最後再彙整為專書，不僅脈絡清晰，且一氣呵成。

　　2007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台灣人民的第一次『國籍經驗』：以日治時期台海

兩岸跨國法律事件之處理為中心》計畫，連續三年前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閱覽

涉及跨出日本國境前往中國等「國外」的臺灣人的檔案，也到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

館研究收藏的檔案，並從檔案中發現許多值得深思的故事。例如1923年，住在中國廈

門的臺灣人，在與當地人發生衝突而遭挾持時，以具有日本國籍請求派駐中國的日本

領事護僑，澎湖馬公港內的軍艦因此跨越作為法律上國界的「海峽中線」駛向廈門，

並派遣陸戰隊登陸以保護臺灣人，類此無異是原本僅有天朝觀念的臺灣人的第一次國

籍經驗！這個計畫的研究成果，讓王泰升順利完成《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台

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一書。

　　2010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國民黨訓政經驗對戰後台灣憲政運作的影響：以蔣

中正執政時期(1945-1975)為中心》計畫，連續兩年前往美國史丹佛(Stanford)大學閱

讀蔣中正日記，並閱覽國民黨的「總裁批簽」，搭配1950年代與60年代的政治環境，

對威權體制有更深刻的了解。當代歷史的書寫因其變動的不確定性，有其存在的困

難，王泰升以「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來詮釋臺灣法律現代化的歷程，顯現外來

的國家法律如何規制在地社會，而在地社會又如何改造外來的國家法律，在許雪姬教

授研究團隊的鼓勵與支援下，計畫成果《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

「自主繼受」》一書得以付梓，部分內容則收錄在多人合著專書《邊區歷史與主體性

形塑》、《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

　　2013至2016年，王泰升完成《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台灣司法實踐其及正義觀》計

畫，他以日治法院檔案的「編目資料」(metadata)為「變數」(variable)，進行編碼及

統計分析，過程中受惠於自己之前建立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臺灣社會在日治時期

經歷了一段採納近代西方法的日本法與傳統中國法的拉鋸，使得當時臺灣人的法律意

識產生某種程度的轉型，訴訟觀已混雜近代西方文明與漢族傳統思維。清國的司法系

統仍是偵查、起訴、審判一人包辦，民眾對公義的期待只能仰賴官員主持公道，相較

於碰運氣的斷罪聽訟，現代司法判調分立、審檢辯分立，臺灣人的司法正義觀從傳統

走向現代，轉變程度雖然有限，但本質上已與盼望青天大老爺裁斷有所不同，此即

《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一書的論旨所在。

　　王泰升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主持的《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

鑲嵌與主體創造》整合型計畫，負責其中一項子計畫，每年發表一篇論文，這些曾在

學術研討會發表過的文章便成了專書的基礎。然而專書不是將幾篇文章草草收輯編纂

成書便了事，專書的整體架構要明確、論述須分明，且一定要脫離原本單篇論文的書

寫，以整本專書的論點去串聯每一篇文章，不能只是論文的集結。

為何及如何創作多本學術專書（2003-2019的研究歷程）

　　2003年至2019年間，王泰升共主持10個國科會(科技部前身)計畫，出版了13本

書，其中有三個計畫直接產出一本學術專書，分別是2015年的《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

－－日治台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合著)、

2017年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的《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

觀的轉型》，以及即將出版的《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

　　2003年，王泰升主持《日治時期法院檔案整理及其法律史上意義(1)》計畫，開始

有系統地規畫整理過去乏人問津的日治時期司法案件。1895至1945的51年間，臺灣進

入日治時期，這是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對民眾的生活，以及政治、醫療、文學、音

樂、美術、法律⋯⋯等諸多層面皆產生極大的影響與變化。語言是最貼近百姓生活的

工具，也是最能反應日常的媒介，王泰升表示，日本統治者帶來臺灣最重要的兩個影

響是醫療與法律，這可從臺語中有，但閩南語中沒有的詞彙：「病院(醫院)」、「判

官(法官)」、「辯護士(律師)」中得知。仿效近代西方的日本法帶來的衝擊，讓過去

「去衙門打官司」的臺灣人，面臨傳統中國式與近代西方式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法

制，不再擊鼓鳴冤，轉而「去法院相告」。

　　2005年，王泰升結束前揭計畫，緊接著又開始《日治時期台北地方法院檔案編目

及解題計畫》，由於法院依規定裁判書須永久保存，但因年代久遠，檔案散落各處，

他率領研究團隊前往各地法院蒐羅日治時期的民刑事判決原本、民刑事案件登記簿、

非訟事件以及強制執行事件等卷宗、公證書原本等資料，拍攝判決樣本，歷時五年，

完成供國內外法學界使用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完整呈現日治時期臺灣法院運

作的實況。

　　接著王泰升執行《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法學》計畫，前往日本及美國搜尋明治初

期、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戰後臺灣共計43份法學緒論著述(其中一部分有數個語種、數

個版本)，拜訪相關的學者，透過法學論述文本的描繪知識史，並預計於2022年8月出

版《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這本即將由臺大出版中心發行的臺大哈

佛燕京學術叢書，敘述臺灣如何在跨越三個世紀的時光長河中，歷經殖民、威權、民

主政體，王泰升彙整來自歐、美、日、中的現代法學知識，並期待在「明治日本→民

國中國→戰後臺灣」的法學知識傳遞及流變的基礎上，為新一代臺灣法律人打造法學

緒論著述。

　　王泰升自2019年開始執行的《歷經殖民、威權及民主的台灣法律專業社群》研

究，不僅是單純地將既有研究完成，而是結合了重要的新史料，包括閱覽晚近公開的

政府檔案，未來將納入2012年即動筆、撰寫中的專書《台灣自由民主法治的歷史基

礎》。

　　王泰升強調，如果沒有國科會專題計畫的資源挹注，單憑一己之力，是沒辦法完

成這些研究的，更遑論專書的出版。

正視過去，放眼未來

　　過去臺灣的法學緒論看不見臺灣，是王泰升感到遺憾並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的遠

因，自1989年出版第一本專書至2022年的33年間，王泰升一共出版了18本專書或個人

論文集(含預計於2022年8月出版之《建構台灣法學》)，他謙稱自己的學術歷程不一定

值得效法，至於撰寫專書，其實只是回歸本身的需求，作為一名學術工作者，若要把

自己的想法具象化，專書是最好的工具，臺灣法律史的內容龐雜，單篇論文的體例和

篇幅較難發揮，也不易說清楚，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裡，專書的影響力可能也比較長遠

一點。

　　撰寫《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時正巧碰上疫情，以前寫得很累可

以出門運動，舒展筋骨，防疫期間整天關在小房間裡悶頭寫書，倘若沒有過人的毅力

及強大的動力，很難能夠堅持下去。王泰升表示，動力來自於最初，「我想要告訴大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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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日治時期發生了什麼事情」，過去決定了現在，但是不能決定未來，因為現在

可以改變！對過去法律的研究其實是對當下的批判，要改變現狀，首先要知道現狀有

多少是被法律形塑的。過去的價值觀影響了現在的法律，造成眼前的結果，把影響釐

清，改變就相對容易。

　　奉獻了半生歲月和心血，堅持三十多年，王泰升也不免感到疲累，特別是在疫情

當中，心境也有轉折和感悟。他提到一位戰後才開始以日語創作的臺灣作家黃靈芝，

其作品涵蓋俳句、評論、詩、小說等等，在那樣的時間仍然使用日語創作，不僅沒有

市場，還萬分敏感，但黃靈芝仍然堅持下來，這樣的精神讓他很感動。外人看王泰升

成績斐然，屢屢獲獎，2020年更榮獲國家講座主持人獎，讓人欣羨不已，他表示獎項

是他善用國家給的學術資源傳遞知識的副產品，並不是最終的目的。他認為每個世代

有每個世代的幸福，他努力去了解一些知識，撰寫出版，是他對自我生命的交代，在

每一個階段都盡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沒有夕陽學科，只有夕陽研究」，在不被法學界看好的法律史領域，堅持以臺

灣為主、跨域思考的研究取徑，建構足以和臺灣社會一起呼吸的法律史知識，是王泰

升從1990年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迄今，戮力以求的唯一目標。

　　「臺灣法律史」是相當宏大的議題，涵蓋了臺灣、法律以及歷史三個主題，每一

個項目的脈絡及其延伸的範疇，結合起來更是龐雜。歷史與政治因素讓以臺灣為主的

相關研究延宕了數十年才起步，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王泰升教授在臺灣法律史的研

究領域，是開拓者，也是奠基者，他建立研究資料庫，也出版不少專書，對於後進學

人是很大的幫助。

　　

　　王泰升在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前，是一位國際商務律師，執業三年後，有感於所學

不足，遂前往美國進修。在課堂上，王泰升發現自己對臺灣的法律相當熟悉，但對臺

灣的法律史卻所知甚少，引發研究的興趣，這一投入便是三十餘年的歲月。從一個高

收入的職業轉換跑道做冷門的研究工作，似乎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下了決定就會堅持

到底的王泰升笑說，這是他的浪漫。

　　臺灣法律史的研究不僅跨領域，而且規模繁複，他考慮讀者共享的學術基礎不

一，很難得遇到一位既嫻熟臺灣史，也通曉法律史的讀者，若整部書的內容充滿高深

冷僻的學術語言，那麼只有象牙塔內的人才會翻閱。跨域需要更多的知識來源，也需

要投入大量的資源，王泰升深知，個人單打獨鬥的成效不彰，想要達成目標，唯有透

過整合。

專題、論文到專書的養成

　　「我們現在的法學，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在課堂上，王泰升不只一次向學生提

出這個問題，他認為目前國內法學界常直接根據外國法進行國內法的法律論證，他主

張應立足於國內的政經社文現實，發現問題所在，據以論辯規範利益或價值之所在，

出於需要才參考外國的模式。

　　法律史研究是一個不斷與史料及論點對話的過程，王泰升無意提出什麼解釋性的

理論，只想講述法律生活相關的故事，他的目標始終是充分爬梳臺灣歷史上的法律視

角，不再以邊陲孤島的偏安體系來定義，而是建立由臺灣為主的跨領域思考架構，連

結殖民、威權、民主政體下的轉變，超越單一詮釋的束縛，因為臺灣法律史是東亞法

律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術專書是有系統的論述，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專書撰寫耗神費時，需長期

投入大量心力，在學校任職還有教學及行政工作，王泰升表示，資深的研究員可以運

用多年期的專題研究來進行蒐集、分析素材，要即時行動、要慎選題目，透過專題集

中火力，根據要旨產出論文，最後再彙整為專書，不僅脈絡清晰，且一氣呵成。

　　2007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台灣人民的第一次『國籍經驗』：以日治時期台海

兩岸跨國法律事件之處理為中心》計畫，連續三年前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閱覽

涉及跨出日本國境前往中國等「國外」的臺灣人的檔案，也到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

館研究收藏的檔案，並從檔案中發現許多值得深思的故事。例如1923年，住在中國廈

門的臺灣人，在與當地人發生衝突而遭挾持時，以具有日本國籍請求派駐中國的日本

領事護僑，澎湖馬公港內的軍艦因此跨越作為法律上國界的「海峽中線」駛向廈門，

並派遣陸戰隊登陸以保護臺灣人，類此無異是原本僅有天朝觀念的臺灣人的第一次國

籍經驗！這個計畫的研究成果，讓王泰升順利完成《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台

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一書。

　　2010年，王泰升主持國科會《國民黨訓政經驗對戰後台灣憲政運作的影響：以蔣

中正執政時期(1945-1975)為中心》計畫，連續兩年前往美國史丹佛(Stanford)大學閱

讀蔣中正日記，並閱覽國民黨的「總裁批簽」，搭配1950年代與60年代的政治環境，

對威權體制有更深刻的了解。當代歷史的書寫因其變動的不確定性，有其存在的困

難，王泰升以「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來詮釋臺灣法律現代化的歷程，顯現外來

的國家法律如何規制在地社會，而在地社會又如何改造外來的國家法律，在許雪姬教

授研究團隊的鼓勵與支援下，計畫成果《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

「自主繼受」》一書得以付梓，部分內容則收錄在多人合著專書《邊區歷史與主體性

形塑》、《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

　　2013至2016年，王泰升完成《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台灣司法實踐其及正義觀》計

畫，他以日治法院檔案的「編目資料」(metadata)為「變數」(variable)，進行編碼及

統計分析，過程中受惠於自己之前建立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臺灣社會在日治時期

經歷了一段採納近代西方法的日本法與傳統中國法的拉鋸，使得當時臺灣人的法律意

識產生某種程度的轉型，訴訟觀已混雜近代西方文明與漢族傳統思維。清國的司法系

統仍是偵查、起訴、審判一人包辦，民眾對公義的期待只能仰賴官員主持公道，相較

於碰運氣的斷罪聽訟，現代司法判調分立、審檢辯分立，臺灣人的司法正義觀從傳統

走向現代，轉變程度雖然有限，但本質上已與盼望青天大老爺裁斷有所不同，此即

《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一書的論旨所在。

　　王泰升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主持的《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

鑲嵌與主體創造》整合型計畫，負責其中一項子計畫，每年發表一篇論文，這些曾在

學術研討會發表過的文章便成了專書的基礎。然而專書不是將幾篇文章草草收輯編纂

成書便了事，專書的整體架構要明確、論述須分明，且一定要脫離原本單篇論文的書

寫，以整本專書的論點去串聯每一篇文章，不能只是論文的集結。

為何及如何創作多本學術專書（2003-2019的研究歷程）

　　2003年至2019年間，王泰升共主持10個國科會(科技部前身)計畫，出版了13本

書，其中有三個計畫直接產出一本學術專書，分別是2015年的《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

－－日治台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合著)、

2017年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的《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

觀的轉型》，以及即將出版的《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

　　2003年，王泰升主持《日治時期法院檔案整理及其法律史上意義(1)》計畫，開始

有系統地規畫整理過去乏人問津的日治時期司法案件。1895至1945的51年間，臺灣進

入日治時期，這是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對民眾的生活，以及政治、醫療、文學、音

樂、美術、法律⋯⋯等諸多層面皆產生極大的影響與變化。語言是最貼近百姓生活的

工具，也是最能反應日常的媒介，王泰升表示，日本統治者帶來臺灣最重要的兩個影

響是醫療與法律，這可從臺語中有，但閩南語中沒有的詞彙：「病院(醫院)」、「判

官(法官)」、「辯護士(律師)」中得知。仿效近代西方的日本法帶來的衝擊，讓過去

「去衙門打官司」的臺灣人，面臨傳統中國式與近代西方式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法

制，不再擊鼓鳴冤，轉而「去法院相告」。

　　2005年，王泰升結束前揭計畫，緊接著又開始《日治時期台北地方法院檔案編目

及解題計畫》，由於法院依規定裁判書須永久保存，但因年代久遠，檔案散落各處，

他率領研究團隊前往各地法院蒐羅日治時期的民刑事判決原本、民刑事案件登記簿、

非訟事件以及強制執行事件等卷宗、公證書原本等資料，拍攝判決樣本，歷時五年，

完成供國內外法學界使用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完整呈現日治時期臺灣法院運

作的實況。

　　接著王泰升執行《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法學》計畫，前往日本及美國搜尋明治初

期、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戰後臺灣共計43份法學緒論著述(其中一部分有數個語種、數

個版本)，拜訪相關的學者，透過法學論述文本的描繪知識史，並預計於2022年8月出

版《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這本即將由臺大出版中心發行的臺大哈

佛燕京學術叢書，敘述臺灣如何在跨越三個世紀的時光長河中，歷經殖民、威權、民

主政體，王泰升彙整來自歐、美、日、中的現代法學知識，並期待在「明治日本→民

國中國→戰後臺灣」的法學知識傳遞及流變的基礎上，為新一代臺灣法律人打造法學

緒論著述。

　　王泰升自2019年開始執行的《歷經殖民、威權及民主的台灣法律專業社群》研

究，不僅是單純地將既有研究完成，而是結合了重要的新史料，包括閱覽晚近公開的

政府檔案，未來將納入2012年即動筆、撰寫中的專書《台灣自由民主法治的歷史基

礎》。

　　王泰升強調，如果沒有國科會專題計畫的資源挹注，單憑一己之力，是沒辦法完

成這些研究的，更遑論專書的出版。

正視過去，放眼未來

　　過去臺灣的法學緒論看不見臺灣，是王泰升感到遺憾並投身臺灣法律史研究的遠

因，自1989年出版第一本專書至2022年的33年間，王泰升一共出版了18本專書或個人

論文集(含預計於2022年8月出版之《建構台灣法學》)，他謙稱自己的學術歷程不一定

值得效法，至於撰寫專書，其實只是回歸本身的需求，作為一名學術工作者，若要把

自己的想法具象化，專書是最好的工具，臺灣法律史的內容龐雜，單篇論文的體例和

篇幅較難發揮，也不易說清楚，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裡，專書的影響力可能也比較長遠

一點。

　　撰寫《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時正巧碰上疫情，以前寫得很累可

以出門運動，舒展筋骨，防疫期間整天關在小房間裡悶頭寫書，倘若沒有過人的毅力

及強大的動力，很難能夠堅持下去。王泰升表示，動力來自於最初，「我想要告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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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專訪
people



7

一德認為原住民師資比例政府應有配套措施，如保障名額，如果能確立，從政府機

關開始落實，便可回過頭，將這些觀念推廣給學生，讓學生有明確的職涯目標，依

照自己專長去努力。

擁有自信及積極的生活型態

　　「自卑、自傲跟自信，一字之差。」自卑的人，只看到自己的缺點，他其實也

有優點，但無法呈現；自傲的人只看到自己的優點，其實缺點很多，但不夠謙卑。

吳一德希望也藉由專訪把自己的多年心得經驗傳承，勉勵原住民學人們，成為他們

的借鏡。

　　吳一德與我們分享如何提升自信的四個歷程。首先是要了解自我、肯定自我、實

現自我，進而超越自我。必須了解自己的優點，才能不卑不亢的有自信面對挑戰與困

境，進而去改善自己的缺點！自信的建立於了解自我、肯定自我，自己的優勢是存在

的，只是沒有發揮出來！反之劣勢也是存在，而更應該去提升、改善。要主動積極，

凡事做中學，先做了再說。凡事要堅持，有一天會有人發現你的可取之處！

　

　　

　　2022年2月來訪中心的訪問學者吳一德教授，目前任職

於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專長主要在於休閒

與健康專題研究、健康促進、運動生理學、運動處方與訓

練、休閒遊憩概論、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等領域。此次

訪問期間，將執行「臺灣原住民族遷徙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與主觀幸福感相關因素之研究」的跨領域研究計劃。

建立正向積極的健康生活型態

　　吳一德身為臺灣原住民族，在自我的學習歷程中深刻體會健康生活型態的重要，

在部落生活的族人經常因為醫療上的缺乏、營養攝取不足、來不及急救等各方面的因

素，導致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低於臺灣平均10歲以上。反映原住民生活的實際情形，

需要相關單位持續的關注原住民的健康議題，才能獲得實質的改善。吳一德深感自

助、人助、天助，不如自助，因此起心動念：「期許必須要從自己的生活做起」，進

而推廣至部落生活教育的實踐，把正向的健觀念推行至原住民的部落生活。

　　吳一德長期關注原住民部落教育、老年人健康、休閒運動生活與文化傳承相關議

題與研究，從歷年來的研究中了解，高齡化伴隨而來失智、失能的社會議題深入探

討。影響健康生活最重要關鍵要素，在於擁有良好的「生活型態」。建立正向積極的

健康生活型態有四項重要的要素：一、要有足夠的睡眠；二、要有足夠的營養；三、

要有充足的運動；四、要時常保持愉快及健康的心情。藉由上述四項指標的落實，進

而能活化身體各項機能，達到減緩失智、失能的目標。國內對三高的定義：界定於高

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項慢性疾病，更是國人十大死因中，榜上有名的疾病。我們

應該遠離過去三高不良的生活模式，建立新三高：高EQ，快樂的過生活、高IQ，聰

明過生活、高生活品質，享受過生活。提出「注入新血」的新觀念，並導引至「部落

注入新血」的理念，成為現代國人新生活運動。從醫學的面向探討「注入新血」的內

涵，以捐血為例，可以促使身體形成新陳代謝的效益，幫助自身血紅素的再生，讓細

胞能夠有更多活化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免疫系統。如將「注入新血」觀念運用於職

場、團體或社會中，從中培養新的生力軍、新觀念成為現代社會主流價值。吳一德不

吝與我們分享健康生活的觀念，如能將這些概念推廣、落實於部落或大眾，藉由正確

的觀念來享受生活，社會就會朝向正向、積極的思維發展。

　　有鑑於此，吳一德也將這些觀念應用於研究中。在執行研究的同時，積極向部落

宣導正確的健康生活型態。健康生活型態的觀念，將觀念導入老年人的生活中，並鼓

勵年輕人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本次訪問期間所欲執行的計畫即以生活型態為主要

關注焦點。吳一德嘗試從生命科學進入到社會科學面向的討論。臺灣原住民之生活型

態因演變及獨特的地理環境而形成臺灣許多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原住民高度的流動

性、平均壽命低於國人也同樣引起關注。研究嘗試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的因素、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衡量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向度指標，如自

我實現、健康責任、人際關係、運動休閒、壓力處理與適當營養等，以及遷徙後其生

理和心理的變化情形。

　　吳一德提及早期原住民的遷徙研究，大多討論原住民遷徙至都市後的生活適應和

發展困境，而遷徙因素的探討，源於都市的拉力與原鄉的推力影響，以臺灣原住民的

學生族群與求職的青壯年人口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於原住民族遷徙與生活型態及遷

徙行為帶來的健康風險，藉由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生活型態與整理體發展之間的關

聯，以作為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的相關實證。藉由科學的面向探討：一、由先天遺傳的

人格特質；二、為後天環境影響的因素。吳一德體認形成原住民族遷徙、適應上的影

響的因素主要在於後天環境的影響。從遷徙到適應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適應環境，

而原住民族群則會選擇同溫層互相取暖、彼此關懷。他們從部落出外求學，擔心受

騙、社會中的微歧視等種種情境，最大的困境來自內心自卑感，藉由自我心理的建設

獲得自信，便能夠在社會中適應良好。而大專學生在遷徙過程中也非常依靠原住民資

源中心或原住民社團，因為在這些團體中有類似家的溫暖與認同感，使其感到安定、

幸福感提升，是否仍有其他因素，影響學生的適應過程？為什麼幸福感會提升？當我

們的生活型態提升，就會尋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幸福感指數就

會上升。藉由研究的方式，讓遷徙的原住民族群懂得生涯規劃、建立良好的生活型態

與態度，也能夠傳承與永續民族的發展。雖然目前還未有具體研究成效，但從長遠來

看，如同散播一個宣導的種子，若干年後，等待種子發芽。藉由研究的指標，整合社

會的影響因素，達到改善社會的效果。

臺灣原住民族在求學或職涯的困境

　　在高等教育界服務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親身體會原住民學生不管是就學或職涯

上艱困的處境，這也是原住民最深處的痛，更是影響了原住民學生的自信，沒辦法呈

現自我的優點。而學生直率、誠懇的特質，也往往使他們容易成為被社會遺忘的一

群。吳一德直言國內談論到對原住民族的刻版印象有很深的誤解，如升學加分制度相

關的議題。常有人會說：「你是靠加分進入大學！」因此，會嚴重打擊原住民學生的

自信。「實際上加分制度的目的是輔導原住民族進入到通才教育的大學階段，大學錄

取原住民是外加名額，並不影響其他學生入學的權益。原住民族學生只是爭取一個學

習的機會，且原住民族進修到碩士或博士是沒有加分因素。多數原住民考取碩士或博

士也不是因為原住民身分，完全是教授們了解學習的歷程，值得去給原住民機

會。」。在一般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時，常認為是其弱勢或帶有歧視的意味。我們應

該要用一個健康的心態，自我轉念思考：「我不認為他們是在歧視我們，他們只是對

我們感到好奇。」。不同族群彼此之間交流，應該互相尊重，彼此接受各族不同的文

化，因為每個人都有優點！

　　吳一德坦言原住民學生在求學或職涯的實際狀況，學校或教師停留在刻板印象

是對原住民學生不信任，在沒有讓學生努力過，就先否定學生。在社會中與人競爭

時，專業能力並不亞於一般人。並不是在於能力與實力的落差，但在缺乏人際關係

的因素下，往往使學生在職涯追求上常是落敗者。從原住民學生在求學中所面臨的

困境，而後談及學生們在高教深耕的情形。全臺灣原住民在高教深耕，能任職大專

老師非常有限，原住民的機會少，不管是在政府或是民間都應該建立公平機制。吳

吳一德：建立正向積極的健康生活型態、
                                                     迎向自信的美麗人生
採訪、撰文／葉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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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認為原住民師資比例政府應有配套措施，如保障名額，如果能確立，從政府機

關開始落實，便可回過頭，將這些觀念推廣給學生，讓學生有明確的職涯目標，依

照自己專長去努力。

擁有自信及積極的生活型態

　　「自卑、自傲跟自信，一字之差。」自卑的人，只看到自己的缺點，他其實也

有優點，但無法呈現；自傲的人只看到自己的優點，其實缺點很多，但不夠謙卑。

吳一德希望也藉由專訪把自己的多年心得經驗傳承，勉勵原住民學人們，成為他們

的借鏡。

　　吳一德與我們分享如何提升自信的四個歷程。首先是要了解自我、肯定自我、實

現自我，進而超越自我。必須了解自己的優點，才能不卑不亢的有自信面對挑戰與困

境，進而去改善自己的缺點！自信的建立於了解自我、肯定自我，自己的優勢是存在

的，只是沒有發揮出來！反之劣勢也是存在，而更應該去提升、改善。要主動積極，

凡事做中學，先做了再說。凡事要堅持，有一天會有人發現你的可取之處！

　

　　

　　2022年2月來訪中心的訪問學者吳一德教授，目前任職

於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專長主要在於休閒

與健康專題研究、健康促進、運動生理學、運動處方與訓

練、休閒遊憩概論、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等領域。此次

訪問期間，將執行「臺灣原住民族遷徙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與主觀幸福感相關因素之研究」的跨領域研究計劃。

建立正向積極的健康生活型態

　　吳一德身為臺灣原住民族，在自我的學習歷程中深刻體會健康生活型態的重要，

在部落生活的族人經常因為醫療上的缺乏、營養攝取不足、來不及急救等各方面的因

素，導致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低於臺灣平均10歲以上。反映原住民生活的實際情形，

需要相關單位持續的關注原住民的健康議題，才能獲得實質的改善。吳一德深感自

助、人助、天助，不如自助，因此起心動念：「期許必須要從自己的生活做起」，進

而推廣至部落生活教育的實踐，把正向的健觀念推行至原住民的部落生活。

　　吳一德長期關注原住民部落教育、老年人健康、休閒運動生活與文化傳承相關議

題與研究，從歷年來的研究中了解，高齡化伴隨而來失智、失能的社會議題深入探

討。影響健康生活最重要關鍵要素，在於擁有良好的「生活型態」。建立正向積極的

健康生活型態有四項重要的要素：一、要有足夠的睡眠；二、要有足夠的營養；三、

要有充足的運動；四、要時常保持愉快及健康的心情。藉由上述四項指標的落實，進

而能活化身體各項機能，達到減緩失智、失能的目標。國內對三高的定義：界定於高

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項慢性疾病，更是國人十大死因中，榜上有名的疾病。我們

應該遠離過去三高不良的生活模式，建立新三高：高EQ，快樂的過生活、高IQ，聰

明過生活、高生活品質，享受過生活。提出「注入新血」的新觀念，並導引至「部落

注入新血」的理念，成為現代國人新生活運動。從醫學的面向探討「注入新血」的內

涵，以捐血為例，可以促使身體形成新陳代謝的效益，幫助自身血紅素的再生，讓細

胞能夠有更多活化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免疫系統。如將「注入新血」觀念運用於職

場、團體或社會中，從中培養新的生力軍、新觀念成為現代社會主流價值。吳一德不

吝與我們分享健康生活的觀念，如能將這些概念推廣、落實於部落或大眾，藉由正確

的觀念來享受生活，社會就會朝向正向、積極的思維發展。

　　有鑑於此，吳一德也將這些觀念應用於研究中。在執行研究的同時，積極向部落

宣導正確的健康生活型態。健康生活型態的觀念，將觀念導入老年人的生活中，並鼓

勵年輕人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本次訪問期間所欲執行的計畫即以生活型態為主要

關注焦點。吳一德嘗試從生命科學進入到社會科學面向的討論。臺灣原住民之生活型

態因演變及獨特的地理環境而形成臺灣許多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原住民高度的流動

性、平均壽命低於國人也同樣引起關注。研究嘗試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的因素、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衡量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向度指標，如自

我實現、健康責任、人際關係、運動休閒、壓力處理與適當營養等，以及遷徙後其生

理和心理的變化情形。

　　吳一德提及早期原住民的遷徙研究，大多討論原住民遷徙至都市後的生活適應和

發展困境，而遷徙因素的探討，源於都市的拉力與原鄉的推力影響，以臺灣原住民的

學生族群與求職的青壯年人口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於原住民族遷徙與生活型態及遷

徙行為帶來的健康風險，藉由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生活型態與整理體發展之間的關

聯，以作為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的相關實證。藉由科學的面向探討：一、由先天遺傳的

人格特質；二、為後天環境影響的因素。吳一德體認形成原住民族遷徙、適應上的影

響的因素主要在於後天環境的影響。從遷徙到適應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適應環境，

而原住民族群則會選擇同溫層互相取暖、彼此關懷。他們從部落出外求學，擔心受

騙、社會中的微歧視等種種情境，最大的困境來自內心自卑感，藉由自我心理的建設

獲得自信，便能夠在社會中適應良好。而大專學生在遷徙過程中也非常依靠原住民資

源中心或原住民社團，因為在這些團體中有類似家的溫暖與認同感，使其感到安定、

幸福感提升，是否仍有其他因素，影響學生的適應過程？為什麼幸福感會提升？當我

們的生活型態提升，就會尋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幸福感指數就

會上升。藉由研究的方式，讓遷徙的原住民族群懂得生涯規劃、建立良好的生活型態

與態度，也能夠傳承與永續民族的發展。雖然目前還未有具體研究成效，但從長遠來

看，如同散播一個宣導的種子，若干年後，等待種子發芽。藉由研究的指標，整合社

會的影響因素，達到改善社會的效果。

臺灣原住民族在求學或職涯的困境

　　在高等教育界服務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親身體會原住民學生不管是就學或職涯

上艱困的處境，這也是原住民最深處的痛，更是影響了原住民學生的自信，沒辦法呈

現自我的優點。而學生直率、誠懇的特質，也往往使他們容易成為被社會遺忘的一

群。吳一德直言國內談論到對原住民族的刻版印象有很深的誤解，如升學加分制度相

關的議題。常有人會說：「你是靠加分進入大學！」因此，會嚴重打擊原住民學生的

自信。「實際上加分制度的目的是輔導原住民族進入到通才教育的大學階段，大學錄

取原住民是外加名額，並不影響其他學生入學的權益。原住民族學生只是爭取一個學

習的機會，且原住民族進修到碩士或博士是沒有加分因素。多數原住民考取碩士或博

士也不是因為原住民身分，完全是教授們了解學習的歷程，值得去給原住民機

會。」。在一般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時，常認為是其弱勢或帶有歧視的意味。我們應

該要用一個健康的心態，自我轉念思考：「我不認為他們是在歧視我們，他們只是對

我們感到好奇。」。不同族群彼此之間交流，應該互相尊重，彼此接受各族不同的文

化，因為每個人都有優點！

　　吳一德坦言原住民學生在求學或職涯的實際狀況，學校或教師停留在刻板印象

是對原住民學生不信任，在沒有讓學生努力過，就先否定學生。在社會中與人競爭

時，專業能力並不亞於一般人。並不是在於能力與實力的落差，但在缺乏人際關係

的因素下，往往使學生在職涯追求上常是落敗者。從原住民學生在求學中所面臨的

困境，而後談及學生們在高教深耕的情形。全臺灣原住民在高教深耕，能任職大專

老師非常有限，原住民的機會少，不管是在政府或是民間都應該建立公平機制。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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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認為原住民師資比例政府應有配套措施，如保障名額，如果能確立，從政府機

關開始落實，便可回過頭，將這些觀念推廣給學生，讓學生有明確的職涯目標，依

照自己專長去努力。

擁有自信及積極的生活型態

　　「自卑、自傲跟自信，一字之差。」自卑的人，只看到自己的缺點，他其實也

有優點，但無法呈現；自傲的人只看到自己的優點，其實缺點很多，但不夠謙卑。

吳一德希望也藉由專訪把自己的多年心得經驗傳承，勉勵原住民學人們，成為他們

的借鏡。

　　吳一德與我們分享如何提升自信的四個歷程。首先是要了解自我、肯定自我、實

現自我，進而超越自我。必須了解自己的優點，才能不卑不亢的有自信面對挑戰與困

境，進而去改善自己的缺點！自信的建立於了解自我、肯定自我，自己的優勢是存在

的，只是沒有發揮出來！反之劣勢也是存在，而更應該去提升、改善。要主動積極，

凡事做中學，先做了再說。凡事要堅持，有一天會有人發現你的可取之處！

　

　　

　　2022年2月來訪中心的訪問學者吳一德教授，目前任職

於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專長主要在於休閒

與健康專題研究、健康促進、運動生理學、運動處方與訓

練、休閒遊憩概論、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等領域。此次

訪問期間，將執行「臺灣原住民族遷徙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與主觀幸福感相關因素之研究」的跨領域研究計劃。

建立正向積極的健康生活型態

　　吳一德身為臺灣原住民族，在自我的學習歷程中深刻體會健康生活型態的重要，

在部落生活的族人經常因為醫療上的缺乏、營養攝取不足、來不及急救等各方面的因

素，導致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低於臺灣平均10歲以上。反映原住民生活的實際情形，

需要相關單位持續的關注原住民的健康議題，才能獲得實質的改善。吳一德深感自

助、人助、天助，不如自助，因此起心動念：「期許必須要從自己的生活做起」，進

而推廣至部落生活教育的實踐，把正向的健觀念推行至原住民的部落生活。

　　吳一德長期關注原住民部落教育、老年人健康、休閒運動生活與文化傳承相關議

題與研究，從歷年來的研究中了解，高齡化伴隨而來失智、失能的社會議題深入探

討。影響健康生活最重要關鍵要素，在於擁有良好的「生活型態」。建立正向積極的

健康生活型態有四項重要的要素：一、要有足夠的睡眠；二、要有足夠的營養；三、

要有充足的運動；四、要時常保持愉快及健康的心情。藉由上述四項指標的落實，進

而能活化身體各項機能，達到減緩失智、失能的目標。國內對三高的定義：界定於高

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項慢性疾病，更是國人十大死因中，榜上有名的疾病。我們

應該遠離過去三高不良的生活模式，建立新三高：高EQ，快樂的過生活、高IQ，聰

明過生活、高生活品質，享受過生活。提出「注入新血」的新觀念，並導引至「部落

注入新血」的理念，成為現代國人新生活運動。從醫學的面向探討「注入新血」的內

涵，以捐血為例，可以促使身體形成新陳代謝的效益，幫助自身血紅素的再生，讓細

胞能夠有更多活化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免疫系統。如將「注入新血」觀念運用於職

場、團體或社會中，從中培養新的生力軍、新觀念成為現代社會主流價值。吳一德不

吝與我們分享健康生活的觀念，如能將這些概念推廣、落實於部落或大眾，藉由正確

的觀念來享受生活，社會就會朝向正向、積極的思維發展。

　　有鑑於此，吳一德也將這些觀念應用於研究中。在執行研究的同時，積極向部落

宣導正確的健康生活型態。健康生活型態的觀念，將觀念導入老年人的生活中，並鼓

勵年輕人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本次訪問期間所欲執行的計畫即以生活型態為主要

關注焦點。吳一德嘗試從生命科學進入到社會科學面向的討論。臺灣原住民之生活型

態因演變及獨特的地理環境而形成臺灣許多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原住民高度的流動

性、平均壽命低於國人也同樣引起關注。研究嘗試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的因素、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衡量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向度指標，如自

我實現、健康責任、人際關係、運動休閒、壓力處理與適當營養等，以及遷徙後其生

理和心理的變化情形。

　　吳一德提及早期原住民的遷徙研究，大多討論原住民遷徙至都市後的生活適應和

發展困境，而遷徙因素的探討，源於都市的拉力與原鄉的推力影響，以臺灣原住民的

學生族群與求職的青壯年人口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於原住民族遷徙與生活型態及遷

徙行為帶來的健康風險，藉由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生活型態與整理體發展之間的關

聯，以作為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的相關實證。藉由科學的面向探討：一、由先天遺傳的

人格特質；二、為後天環境影響的因素。吳一德體認形成原住民族遷徙、適應上的影

響的因素主要在於後天環境的影響。從遷徙到適應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適應環境，

而原住民族群則會選擇同溫層互相取暖、彼此關懷。他們從部落出外求學，擔心受

騙、社會中的微歧視等種種情境，最大的困境來自內心自卑感，藉由自我心理的建設

獲得自信，便能夠在社會中適應良好。而大專學生在遷徙過程中也非常依靠原住民資

源中心或原住民社團，因為在這些團體中有類似家的溫暖與認同感，使其感到安定、

幸福感提升，是否仍有其他因素，影響學生的適應過程？為什麼幸福感會提升？當我

們的生活型態提升，就會尋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幸福感指數就

會上升。藉由研究的方式，讓遷徙的原住民族群懂得生涯規劃、建立良好的生活型態

與態度，也能夠傳承與永續民族的發展。雖然目前還未有具體研究成效，但從長遠來

看，如同散播一個宣導的種子，若干年後，等待種子發芽。藉由研究的指標，整合社

會的影響因素，達到改善社會的效果。

臺灣原住民族在求學或職涯的困境

　　在高等教育界服務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親身體會原住民學生不管是就學或職涯

上艱困的處境，這也是原住民最深處的痛，更是影響了原住民學生的自信，沒辦法呈

現自我的優點。而學生直率、誠懇的特質，也往往使他們容易成為被社會遺忘的一

群。吳一德直言國內談論到對原住民族的刻版印象有很深的誤解，如升學加分制度相

關的議題。常有人會說：「你是靠加分進入大學！」因此，會嚴重打擊原住民學生的

自信。「實際上加分制度的目的是輔導原住民族進入到通才教育的大學階段，大學錄

取原住民是外加名額，並不影響其他學生入學的權益。原住民族學生只是爭取一個學

習的機會，且原住民族進修到碩士或博士是沒有加分因素。多數原住民考取碩士或博

士也不是因為原住民身分，完全是教授們了解學習的歷程，值得去給原住民機

會。」。在一般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時，常認為是其弱勢或帶有歧視的意味。我們應

該要用一個健康的心態，自我轉念思考：「我不認為他們是在歧視我們，他們只是對

我們感到好奇。」。不同族群彼此之間交流，應該互相尊重，彼此接受各族不同的文

化，因為每個人都有優點！

　　吳一德坦言原住民學生在求學或職涯的實際狀況，學校或教師停留在刻板印象

是對原住民學生不信任，在沒有讓學生努力過，就先否定學生。在社會中與人競爭

時，專業能力並不亞於一般人。並不是在於能力與實力的落差，但在缺乏人際關係

的因素下，往往使學生在職涯追求上常是落敗者。從原住民學生在求學中所面臨的

困境，而後談及學生們在高教深耕的情形。全臺灣原住民在高教深耕，能任職大專

老師非常有限，原住民的機會少，不管是在政府或是民間都應該建立公平機制。吳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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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認為原住民師資比例政府應有配套措施，如保障名額，如果能確立，從政府機

關開始落實，便可回過頭，將這些觀念推廣給學生，讓學生有明確的職涯目標，依

照自己專長去努力。

擁有自信及積極的生活型態

　　「自卑、自傲跟自信，一字之差。」自卑的人，只看到自己的缺點，他其實也

有優點，但無法呈現；自傲的人只看到自己的優點，其實缺點很多，但不夠謙卑。

吳一德希望也藉由專訪把自己的多年心得經驗傳承，勉勵原住民學人們，成為他們

的借鏡。

　　吳一德與我們分享如何提升自信的四個歷程。首先是要了解自我、肯定自我、實

現自我，進而超越自我。必須了解自己的優點，才能不卑不亢的有自信面對挑戰與困

境，進而去改善自己的缺點！自信的建立於了解自我、肯定自我，自己的優勢是存在

的，只是沒有發揮出來！反之劣勢也是存在，而更應該去提升、改善。要主動積極，

凡事做中學，先做了再說。凡事要堅持，有一天會有人發現你的可取之處！

　

　　

　　2022年2月來訪中心的訪問學者吳一德教授，目前任職

於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專長主要在於休閒

與健康專題研究、健康促進、運動生理學、運動處方與訓

練、休閒遊憩概論、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等領域。此次

訪問期間，將執行「臺灣原住民族遷徙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與主觀幸福感相關因素之研究」的跨領域研究計劃。

建立正向積極的健康生活型態

　　吳一德身為臺灣原住民族，在自我的學習歷程中深刻體會健康生活型態的重要，

在部落生活的族人經常因為醫療上的缺乏、營養攝取不足、來不及急救等各方面的因

素，導致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低於臺灣平均10歲以上。反映原住民生活的實際情形，

需要相關單位持續的關注原住民的健康議題，才能獲得實質的改善。吳一德深感自

助、人助、天助，不如自助，因此起心動念：「期許必須要從自己的生活做起」，進

而推廣至部落生活教育的實踐，把正向的健觀念推行至原住民的部落生活。

　　吳一德長期關注原住民部落教育、老年人健康、休閒運動生活與文化傳承相關議

題與研究，從歷年來的研究中了解，高齡化伴隨而來失智、失能的社會議題深入探

討。影響健康生活最重要關鍵要素，在於擁有良好的「生活型態」。建立正向積極的

健康生活型態有四項重要的要素：一、要有足夠的睡眠；二、要有足夠的營養；三、

要有充足的運動；四、要時常保持愉快及健康的心情。藉由上述四項指標的落實，進

而能活化身體各項機能，達到減緩失智、失能的目標。國內對三高的定義：界定於高

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項慢性疾病，更是國人十大死因中，榜上有名的疾病。我們

應該遠離過去三高不良的生活模式，建立新三高：高EQ，快樂的過生活、高IQ，聰

明過生活、高生活品質，享受過生活。提出「注入新血」的新觀念，並導引至「部落

注入新血」的理念，成為現代國人新生活運動。從醫學的面向探討「注入新血」的內

涵，以捐血為例，可以促使身體形成新陳代謝的效益，幫助自身血紅素的再生，讓細

胞能夠有更多活化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免疫系統。如將「注入新血」觀念運用於職

場、團體或社會中，從中培養新的生力軍、新觀念成為現代社會主流價值。吳一德不

吝與我們分享健康生活的觀念，如能將這些概念推廣、落實於部落或大眾，藉由正確

的觀念來享受生活，社會就會朝向正向、積極的思維發展。

　　有鑑於此，吳一德也將這些觀念應用於研究中。在執行研究的同時，積極向部落

宣導正確的健康生活型態。健康生活型態的觀念，將觀念導入老年人的生活中，並鼓

勵年輕人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本次訪問期間所欲執行的計畫即以生活型態為主要

關注焦點。吳一德嘗試從生命科學進入到社會科學面向的討論。臺灣原住民之生活型

態因演變及獨特的地理環境而形成臺灣許多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原住民高度的流動

性、平均壽命低於國人也同樣引起關注。研究嘗試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的因素、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衡量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向度指標，如自

我實現、健康責任、人際關係、運動休閒、壓力處理與適當營養等，以及遷徙後其生

理和心理的變化情形。

　　吳一德提及早期原住民的遷徙研究，大多討論原住民遷徙至都市後的生活適應和

發展困境，而遷徙因素的探討，源於都市的拉力與原鄉的推力影響，以臺灣原住民的

學生族群與求職的青壯年人口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於原住民族遷徙與生活型態及遷

徙行為帶來的健康風險，藉由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生活型態與整理體發展之間的關

聯，以作為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的相關實證。藉由科學的面向探討：一、由先天遺傳的

人格特質；二、為後天環境影響的因素。吳一德體認形成原住民族遷徙、適應上的影

響的因素主要在於後天環境的影響。從遷徙到適應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適應環境，

而原住民族群則會選擇同溫層互相取暖、彼此關懷。他們從部落出外求學，擔心受

騙、社會中的微歧視等種種情境，最大的困境來自內心自卑感，藉由自我心理的建設

獲得自信，便能夠在社會中適應良好。而大專學生在遷徙過程中也非常依靠原住民資

源中心或原住民社團，因為在這些團體中有類似家的溫暖與認同感，使其感到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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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感提升，是否仍有其他因素，影響學生的適應過程？為什麼幸福感會提升？當我

們的生活型態提升，就會尋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幸福感指數就

會上升。藉由研究的方式，讓遷徙的原住民族群懂得生涯規劃、建立良好的生活型態

與態度，也能夠傳承與永續民族的發展。雖然目前還未有具體研究成效，但從長遠來

看，如同散播一個宣導的種子，若干年後，等待種子發芽。藉由研究的指標，整合社

會的影響因素，達到改善社會的效果。

臺灣原住民族在求學或職涯的困境

　　在高等教育界服務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親身體會原住民學生不管是就學或職涯

上艱困的處境，這也是原住民最深處的痛，更是影響了原住民學生的自信，沒辦法呈

現自我的優點。而學生直率、誠懇的特質，也往往使他們容易成為被社會遺忘的一

群。吳一德直言國內談論到對原住民族的刻版印象有很深的誤解，如升學加分制度相

關的議題。常有人會說：「你是靠加分進入大學！」因此，會嚴重打擊原住民學生的

自信。「實際上加分制度的目的是輔導原住民族進入到通才教育的大學階段，大學錄

取原住民是外加名額，並不影響其他學生入學的權益。原住民族學生只是爭取一個學

習的機會，且原住民族進修到碩士或博士是沒有加分因素。多數原住民考取碩士或博

士也不是因為原住民身分，完全是教授們了解學習的歷程，值得去給原住民機

會。」。在一般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時，常認為是其弱勢或帶有歧視的意味。我們應

該要用一個健康的心態，自我轉念思考：「我不認為他們是在歧視我們，他們只是對

我們感到好奇。」。不同族群彼此之間交流，應該互相尊重，彼此接受各族不同的文

化，因為每個人都有優點！

　　吳一德坦言原住民學生在求學或職涯的實際狀況，學校或教師停留在刻板印象

是對原住民學生不信任，在沒有讓學生努力過，就先否定學生。在社會中與人競爭

時，專業能力並不亞於一般人。並不是在於能力與實力的落差，但在缺乏人際關係

的因素下，往往使學生在職涯追求上常是落敗者。從原住民學生在求學中所面臨的

困境，而後談及學生們在高教深耕的情形。全臺灣原住民在高教深耕，能任職大專

老師非常有限，原住民的機會少，不管是在政府或是民間都應該建立公平機制。吳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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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架構和邏輯更為順暢，這也使她原本對投稿焦慮的心情轉為信心。

　　潘芳茗深刻地談及研究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即是在理論分析與投稿過程，

使她備受挫折。生活體驗和文化的價值是難以複製，也非看似客觀的數據能輔以佐

證，在體驗的過程中除了在地文化的樣貌能透過記綠忠實呈現，很多的體受和體悟、

情感都來自於設計者的個人經歷，或是與農民緣份的連結⋯等，這些都伴隨著主觀的

意識，在地情感的認同，對於在地人和外地人的解讀都會根據自身經驗的不同而有所

出入，情感的連結能產生共嗚，也能產生質疑，這樣的成果在投稿過程中容易受到質

疑，就設計相關的期刊而言仍以量化為主，質性研究往往受到是否客觀的質疑，但情

感的測量難以單純以數據化分析與驗證，在過去投稿的經驗中履履受挫。

　　「與其擔心自己的設計沒有被肯定，備受批判。你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找合

適的方法，或者更符合時代趨勢的需求，在自己的架構上去做調整，而不是一味地

按照學者們的角度，而缺少了自我的思考。」受到何明泉鼓勵的潘芳茗，如同注入

一劑強心針。

　　何明泉提醒並建議，該如何找到自己研究、設計的脈絡？何明泉認為當設計者將

文化的元素轉換成視覺設計的過程中，雖然我們透過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的方式而了

解並很直覺式的將這些元素轉換為視覺設計，但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看到了卻沒辦

法真正深入他們的精隨。因此，我們可以找尋文化相關的專家，從中萃取出關鍵的要

點、推敲出脈絡，再以設計案例去驗證、產生連結，這樣的連結的脈絡才會比較有邏

輯。而後根據專家學者給予的建議與回饋，進行修正與調整，才會慢慢地形塑成一個

新的方法，或者再不斷驗證的過程形塑出新的方法，而能在這樣地研究過程中，梳理

出自己的研究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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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任職於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

計系的潘芳茗助理教授，在2021年度向本中心申請此業

務，執行關於農村文化情感價值傳達設計的研究計畫，

本次將邀請潘芳茗分享自身在設計領域的反思與參與業

務的經驗。

　　潘芳茗有商管的基礎與視覺設計的背景，在學習的歷程中意識到商管與視傳最大

的交集就是行銷，因此投入懷舊包裝的符號研究，歷經研究和實務的累積更確定設計

其實就是一種「傳達」的過程，而傳達的內涵就是感受、情感、文化、生活、精神，

傳達的方式就是創意、技法，在視覺設計的表達就是圖像，不論是文字、圖形、色

彩、材質或風格⋯等等，文化的情感就是我們對於生的熱枕，在這場母雞帶小雞的學

習過程中，更奠定了情感價值是要透過投入體驗及創意來展現。

創造力－－不可或缺的設計力

　　如前所述，創意是傳達過程中重要的關鍵，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的技術越

來越強大，層出不窮的設計產出程式衝擊著我們對設計的價值，當程式可以取代思

考，那身為設計者的我們還有什麼價值，當輸入關鍵詞程式就能模擬出各種可能的形

象，設計這個行業的價值將被取代，這讓身為設計教育者的潘芳茗進入深層的反思，

如果我們的無法強化與人工智能的差異性，設計將不只淪為美工，恐怕只能轉行，因

此「創造力」將是設計歷程中重要的關鍵，然而「創意並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在有限

制的範圍裡，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在設計或教學的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和學生，或

許我們擁有的資源有限，但我們要在有限的資源中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就像農村文化

一個看似落伍跟不上時代的生活模式，如何能透過視覺化的過程去讓更多的人認識和

體驗？而身為都市的孩子們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入農村體驗農民的生活文化？或許設計

者能成為幕後的推手，透過創意和視覺的展現，用設計的成果分享臺灣在地的情感，

哪怕我們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並不能侷限我們的視野和想像。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創造力來源

　　在創意開始之前，體驗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石，當我們要分享文化的價值和情感，

前提是我們是否有被感動，ppaper的創辦人包益民在2010年Ted talk演講中提到：「創

意產業(設計師跟廣告公司)是唯一只出嘴巴自己不投資的。」這段話對潘芳茗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提醒，當我們希望別人買單或是認同，我們都需要先對我們所選擇的產業、產

品或文化有熱誠有感動，文創商品從被受矚目到人人喊打，很大的關鍵就在於沒有深厚

的文化底蘊，或是對生活的投入，常聽到「魔鬼藏在細節裡」，那些最菁華的、最有意

義的往往不是眼睛所看的見的，同樣那些最不被我們在意的生活，正是設計中最不可或

缺養份。

　　要如何才能把文化、故事或是在地的生活經驗傳遞出去？又如何能將文化轉化成為

視覺元素，促使消費者在消費體驗中藉由視覺形象了解產業文化？文化與商品除了品牌

的價值外與產業文化的連結是否能成為企業的使命？創意產業的價值除了新穎、趣味，

更重要就在於背後的內涵，如何能轉換產業中諸多不同結構性的面向，如歷史、社會文

化、生活方式等，從這些面向去延伸、萃取出關鍵，即是我們對這個物質產生情感的原

因在哪裡。藉由這樣的方式，把他轉換成視覺設計。將文化透過視覺設計展現，激起消

費者記憶的共鳴，進而引起好感與認同。「視覺化」即是一種傳達的方式，透過創意發

想的過程，跳脫視覺只有美感的價值，能融入觸覺和想像，轉換在造型、材質、技法、

工序，讓設計帶動體驗創造經濟。

　　然而包裝設計是無聲的銷售員，視覺的張力自然是設計師最重視的，但視覺設計

並不只是美感而已，也不只是品牌質感的呈現，如何能在設計的過程中融入情感，除

了是設計師的挑戰，完成之後設計師就在上市前退場，消費者是否能意識到這份由設

計師傳達的情感或產業價值，反而成為企業更在意的，因為銷售仍是企業生存的重要

關鍵，正因如此設計也兼負教育的意義，如何能取得企業和市場的認同？讓文化和情

感不再只是一種行銷工具，而是臺灣在地產業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全球化過程中最值

得分享的在地情，就像潘芳茗提到出國時拿著有臺灣文化的包裝，和朋友分享我們的

故事，往往都能看見他們眼中的好奇與驚豔，這就是在地文化情感的傳遞，也是設計

和創意存在的意義。

文化更是一門好生意

　　潘芳茗分享這段歷程，深覺「文化其實就是生活。」

　　出現在生活中的物品往往都伴隨著習慣和需求，透過對生活的投入，就能看見設

計的價值，找到商機。潘芳茗舉例到，以茶產業來說，有多少都市的孩子是連茶葉長

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可能想像中的茶葉就是一球黑黑皺皺的，什麼是「一心二葉」完

全沒有概念，但當每一個茶葉相關產品上都出現這個符號或意象，多少都具有推廣、

分享和教育的意義，可惜的是一心二葉是茶葉的樣貌，對於傳遞真的茶農或茶產業的

文化背景仍然有落差，在視覺化美感已經成為標配的時代下，設計者更重要的就是能

把在地文化透過創意和設計的轉換，創造臺灣的下一個光環，用創意輸出國際，讓世

界看見臺灣，在這個前提下設計者對於在地文化的體驗和認同就成為最重要的關鍵。

　　潘芳茗參與計畫的薪傳學者是任職於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的何明泉教授。

潘芳茗說到何明泉對自己在執行計畫或是自我在研究經驗上的助益：「老師像是把

我當成自己研究生。我不是他的學生，但是他很樂意提供自己學習跟人生經歷的訊

息分享，給我很多不一樣的刺激，每每都讓我顛覆以前學習過程的想法。」何明泉

擁有工業、工藝設計等專長，在設計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具豐厚工藝文化底蘊，在設

計或是在工藝的想法或有關文化的議題，給予很多的觀念和想法，以及多年的經驗

分享，例如何老師會從工藝角度提供建議，分享許多工藝家的案例，了解在地工藝

家如何在地取材去做發想、如何從產業的文化裡，抽絲剝繭出關鍵點，而將之轉換

成設計上的應用。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提出質疑或另一個角度的思考，這個過程並

不是否定，而是互相切磋，目的就在於討論的過程中能把思維中的盲點解開，讓研

潘芳茗：文化與教育──不可或缺的設計力

採訪、撰文／葉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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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架構和邏輯更為順暢，這也使她原本對投稿焦慮的心情轉為信心。

　　潘芳茗深刻地談及研究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即是在理論分析與投稿過程，

使她備受挫折。生活體驗和文化的價值是難以複製，也非看似客觀的數據能輔以佐

證，在體驗的過程中除了在地文化的樣貌能透過記綠忠實呈現，很多的體受和體悟、

情感都來自於設計者的個人經歷，或是與農民緣份的連結⋯等，這些都伴隨著主觀的

意識，在地情感的認同，對於在地人和外地人的解讀都會根據自身經驗的不同而有所

出入，情感的連結能產生共嗚，也能產生質疑，這樣的成果在投稿過程中容易受到質

疑，就設計相關的期刊而言仍以量化為主，質性研究往往受到是否客觀的質疑，但情

感的測量難以單純以數據化分析與驗證，在過去投稿的經驗中履履受挫。

　　「與其擔心自己的設計沒有被肯定，備受批判。你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找合

適的方法，或者更符合時代趨勢的需求，在自己的架構上去做調整，而不是一味地

按照學者們的角度，而缺少了自我的思考。」受到何明泉鼓勵的潘芳茗，如同注入

一劑強心針。

　　何明泉提醒並建議，該如何找到自己研究、設計的脈絡？何明泉認為當設計者將

文化的元素轉換成視覺設計的過程中，雖然我們透過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的方式而了

解並很直覺式的將這些元素轉換為視覺設計，但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看到了卻沒辦

法真正深入他們的精隨。因此，我們可以找尋文化相關的專家，從中萃取出關鍵的要

點、推敲出脈絡，再以設計案例去驗證、產生連結，這樣的連結的脈絡才會比較有邏

輯。而後根據專家學者給予的建議與回饋，進行修正與調整，才會慢慢地形塑成一個

新的方法，或者再不斷驗證的過程形塑出新的方法，而能在這樣地研究過程中，梳理

出自己的研究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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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任職於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

計系的潘芳茗助理教授，在2021年度向本中心申請此業

務，執行關於農村文化情感價值傳達設計的研究計畫，

本次將邀請潘芳茗分享自身在設計領域的反思與參與業

務的經驗。

　　潘芳茗有商管的基礎與視覺設計的背景，在學習的歷程中意識到商管與視傳最大

的交集就是行銷，因此投入懷舊包裝的符號研究，歷經研究和實務的累積更確定設計

其實就是一種「傳達」的過程，而傳達的內涵就是感受、情感、文化、生活、精神，

傳達的方式就是創意、技法，在視覺設計的表達就是圖像，不論是文字、圖形、色

彩、材質或風格⋯等等，文化的情感就是我們對於生的熱枕，在這場母雞帶小雞的學

習過程中，更奠定了情感價值是要透過投入體驗及創意來展現。

創造力－－不可或缺的設計力

　　如前所述，創意是傳達過程中重要的關鍵，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的技術越

來越強大，層出不窮的設計產出程式衝擊著我們對設計的價值，當程式可以取代思

考，那身為設計者的我們還有什麼價值，當輸入關鍵詞程式就能模擬出各種可能的形

象，設計這個行業的價值將被取代，這讓身為設計教育者的潘芳茗進入深層的反思，

如果我們的無法強化與人工智能的差異性，設計將不只淪為美工，恐怕只能轉行，因

此「創造力」將是設計歷程中重要的關鍵，然而「創意並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在有限

制的範圍裡，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在設計或教學的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和學生，或

許我們擁有的資源有限，但我們要在有限的資源中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就像農村文化

一個看似落伍跟不上時代的生活模式，如何能透過視覺化的過程去讓更多的人認識和

體驗？而身為都市的孩子們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入農村體驗農民的生活文化？或許設計

者能成為幕後的推手，透過創意和視覺的展現，用設計的成果分享臺灣在地的情感，

哪怕我們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並不能侷限我們的視野和想像。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創造力來源

　　在創意開始之前，體驗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石，當我們要分享文化的價值和情感，

前提是我們是否有被感動，ppaper的創辦人包益民在2010年Ted talk演講中提到：「創

意產業(設計師跟廣告公司)是唯一只出嘴巴自己不投資的。」這段話對潘芳茗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提醒，當我們希望別人買單或是認同，我們都需要先對我們所選擇的產業、產

品或文化有熱誠有感動，文創商品從被受矚目到人人喊打，很大的關鍵就在於沒有深厚

的文化底蘊，或是對生活的投入，常聽到「魔鬼藏在細節裡」，那些最菁華的、最有意

義的往往不是眼睛所看的見的，同樣那些最不被我們在意的生活，正是設計中最不可或

缺養份。

　　要如何才能把文化、故事或是在地的生活經驗傳遞出去？又如何能將文化轉化成為

視覺元素，促使消費者在消費體驗中藉由視覺形象了解產業文化？文化與商品除了品牌

的價值外與產業文化的連結是否能成為企業的使命？創意產業的價值除了新穎、趣味，

更重要就在於背後的內涵，如何能轉換產業中諸多不同結構性的面向，如歷史、社會文

化、生活方式等，從這些面向去延伸、萃取出關鍵，即是我們對這個物質產生情感的原

因在哪裡。藉由這樣的方式，把他轉換成視覺設計。將文化透過視覺設計展現，激起消

費者記憶的共鳴，進而引起好感與認同。「視覺化」即是一種傳達的方式，透過創意發

想的過程，跳脫視覺只有美感的價值，能融入觸覺和想像，轉換在造型、材質、技法、

工序，讓設計帶動體驗創造經濟。

　　然而包裝設計是無聲的銷售員，視覺的張力自然是設計師最重視的，但視覺設計

並不只是美感而已，也不只是品牌質感的呈現，如何能在設計的過程中融入情感，除

了是設計師的挑戰，完成之後設計師就在上市前退場，消費者是否能意識到這份由設

計師傳達的情感或產業價值，反而成為企業更在意的，因為銷售仍是企業生存的重要

關鍵，正因如此設計也兼負教育的意義，如何能取得企業和市場的認同？讓文化和情

感不再只是一種行銷工具，而是臺灣在地產業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全球化過程中最值

得分享的在地情，就像潘芳茗提到出國時拿著有臺灣文化的包裝，和朋友分享我們的

故事，往往都能看見他們眼中的好奇與驚豔，這就是在地文化情感的傳遞，也是設計

和創意存在的意義。

文化更是一門好生意

　　潘芳茗分享這段歷程，深覺「文化其實就是生活。」

　　出現在生活中的物品往往都伴隨著習慣和需求，透過對生活的投入，就能看見設

計的價值，找到商機。潘芳茗舉例到，以茶產業來說，有多少都市的孩子是連茶葉長

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可能想像中的茶葉就是一球黑黑皺皺的，什麼是「一心二葉」完

全沒有概念，但當每一個茶葉相關產品上都出現這個符號或意象，多少都具有推廣、

分享和教育的意義，可惜的是一心二葉是茶葉的樣貌，對於傳遞真的茶農或茶產業的

文化背景仍然有落差，在視覺化美感已經成為標配的時代下，設計者更重要的就是能

把在地文化透過創意和設計的轉換，創造臺灣的下一個光環，用創意輸出國際，讓世

界看見臺灣，在這個前提下設計者對於在地文化的體驗和認同就成為最重要的關鍵。

　　潘芳茗參與計畫的薪傳學者是任職於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的何明泉教授。

潘芳茗說到何明泉對自己在執行計畫或是自我在研究經驗上的助益：「老師像是把

我當成自己研究生。我不是他的學生，但是他很樂意提供自己學習跟人生經歷的訊

息分享，給我很多不一樣的刺激，每每都讓我顛覆以前學習過程的想法。」何明泉

擁有工業、工藝設計等專長，在設計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具豐厚工藝文化底蘊，在設

計或是在工藝的想法或有關文化的議題，給予很多的觀念和想法，以及多年的經驗

分享，例如何老師會從工藝角度提供建議，分享許多工藝家的案例，了解在地工藝

家如何在地取材去做發想、如何從產業的文化裡，抽絲剝繭出關鍵點，而將之轉換

成設計上的應用。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提出質疑或另一個角度的思考，這個過程並

不是否定，而是互相切磋，目的就在於討論的過程中能把思維中的盲點解開，讓研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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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架構和邏輯更為順暢，這也使她原本對投稿焦慮的心情轉為信心。

　　潘芳茗深刻地談及研究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即是在理論分析與投稿過程，

使她備受挫折。生活體驗和文化的價值是難以複製，也非看似客觀的數據能輔以佐

證，在體驗的過程中除了在地文化的樣貌能透過記綠忠實呈現，很多的體受和體悟、

情感都來自於設計者的個人經歷，或是與農民緣份的連結⋯等，這些都伴隨著主觀的

意識，在地情感的認同，對於在地人和外地人的解讀都會根據自身經驗的不同而有所

出入，情感的連結能產生共嗚，也能產生質疑，這樣的成果在投稿過程中容易受到質

疑，就設計相關的期刊而言仍以量化為主，質性研究往往受到是否客觀的質疑，但情

感的測量難以單純以數據化分析與驗證，在過去投稿的經驗中履履受挫。

　　「與其擔心自己的設計沒有被肯定，備受批判。你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找合

適的方法，或者更符合時代趨勢的需求，在自己的架構上去做調整，而不是一味地

按照學者們的角度，而缺少了自我的思考。」受到何明泉鼓勵的潘芳茗，如同注入

一劑強心針。

　　何明泉提醒並建議，該如何找到自己研究、設計的脈絡？何明泉認為當設計者將

文化的元素轉換成視覺設計的過程中，雖然我們透過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的方式而了

解並很直覺式的將這些元素轉換為視覺設計，但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看到了卻沒辦

法真正深入他們的精隨。因此，我們可以找尋文化相關的專家，從中萃取出關鍵的要

點、推敲出脈絡，再以設計案例去驗證、產生連結，這樣的連結的脈絡才會比較有邏

輯。而後根據專家學者給予的建議與回饋，進行修正與調整，才會慢慢地形塑成一個

新的方法，或者再不斷驗證的過程形塑出新的方法，而能在這樣地研究過程中，梳理

出自己的研究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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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任職於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

計系的潘芳茗助理教授，在2021年度向本中心申請此業

務，執行關於農村文化情感價值傳達設計的研究計畫，

本次將邀請潘芳茗分享自身在設計領域的反思與參與業

務的經驗。

　　潘芳茗有商管的基礎與視覺設計的背景，在學習的歷程中意識到商管與視傳最大

的交集就是行銷，因此投入懷舊包裝的符號研究，歷經研究和實務的累積更確定設計

其實就是一種「傳達」的過程，而傳達的內涵就是感受、情感、文化、生活、精神，

傳達的方式就是創意、技法，在視覺設計的表達就是圖像，不論是文字、圖形、色

彩、材質或風格⋯等等，文化的情感就是我們對於生的熱枕，在這場母雞帶小雞的學

習過程中，更奠定了情感價值是要透過投入體驗及創意來展現。

創造力－－不可或缺的設計力

　　如前所述，創意是傳達過程中重要的關鍵，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的技術越

來越強大，層出不窮的設計產出程式衝擊著我們對設計的價值，當程式可以取代思

考，那身為設計者的我們還有什麼價值，當輸入關鍵詞程式就能模擬出各種可能的形

象，設計這個行業的價值將被取代，這讓身為設計教育者的潘芳茗進入深層的反思，

如果我們的無法強化與人工智能的差異性，設計將不只淪為美工，恐怕只能轉行，因

此「創造力」將是設計歷程中重要的關鍵，然而「創意並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在有限

制的範圍裡，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在設計或教學的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和學生，或

許我們擁有的資源有限，但我們要在有限的資源中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就像農村文化

一個看似落伍跟不上時代的生活模式，如何能透過視覺化的過程去讓更多的人認識和

體驗？而身為都市的孩子們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入農村體驗農民的生活文化？或許設計

者能成為幕後的推手，透過創意和視覺的展現，用設計的成果分享臺灣在地的情感，

哪怕我們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並不能侷限我們的視野和想像。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創造力來源

　　在創意開始之前，體驗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石，當我們要分享文化的價值和情感，

前提是我們是否有被感動，ppaper的創辦人包益民在2010年Ted talk演講中提到：「創

意產業(設計師跟廣告公司)是唯一只出嘴巴自己不投資的。」這段話對潘芳茗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提醒，當我們希望別人買單或是認同，我們都需要先對我們所選擇的產業、產

品或文化有熱誠有感動，文創商品從被受矚目到人人喊打，很大的關鍵就在於沒有深厚

的文化底蘊，或是對生活的投入，常聽到「魔鬼藏在細節裡」，那些最菁華的、最有意

義的往往不是眼睛所看的見的，同樣那些最不被我們在意的生活，正是設計中最不可或

缺養份。

　　要如何才能把文化、故事或是在地的生活經驗傳遞出去？又如何能將文化轉化成為

視覺元素，促使消費者在消費體驗中藉由視覺形象了解產業文化？文化與商品除了品牌

的價值外與產業文化的連結是否能成為企業的使命？創意產業的價值除了新穎、趣味，

更重要就在於背後的內涵，如何能轉換產業中諸多不同結構性的面向，如歷史、社會文

化、生活方式等，從這些面向去延伸、萃取出關鍵，即是我們對這個物質產生情感的原

因在哪裡。藉由這樣的方式，把他轉換成視覺設計。將文化透過視覺設計展現，激起消

費者記憶的共鳴，進而引起好感與認同。「視覺化」即是一種傳達的方式，透過創意發

想的過程，跳脫視覺只有美感的價值，能融入觸覺和想像，轉換在造型、材質、技法、

工序，讓設計帶動體驗創造經濟。

　　然而包裝設計是無聲的銷售員，視覺的張力自然是設計師最重視的，但視覺設計

並不只是美感而已，也不只是品牌質感的呈現，如何能在設計的過程中融入情感，除

了是設計師的挑戰，完成之後設計師就在上市前退場，消費者是否能意識到這份由設

計師傳達的情感或產業價值，反而成為企業更在意的，因為銷售仍是企業生存的重要

關鍵，正因如此設計也兼負教育的意義，如何能取得企業和市場的認同？讓文化和情

感不再只是一種行銷工具，而是臺灣在地產業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全球化過程中最值

得分享的在地情，就像潘芳茗提到出國時拿著有臺灣文化的包裝，和朋友分享我們的

故事，往往都能看見他們眼中的好奇與驚豔，這就是在地文化情感的傳遞，也是設計

和創意存在的意義。

文化更是一門好生意

　　潘芳茗分享這段歷程，深覺「文化其實就是生活。」

　　出現在生活中的物品往往都伴隨著習慣和需求，透過對生活的投入，就能看見設

計的價值，找到商機。潘芳茗舉例到，以茶產業來說，有多少都市的孩子是連茶葉長

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可能想像中的茶葉就是一球黑黑皺皺的，什麼是「一心二葉」完

全沒有概念，但當每一個茶葉相關產品上都出現這個符號或意象，多少都具有推廣、

分享和教育的意義，可惜的是一心二葉是茶葉的樣貌，對於傳遞真的茶農或茶產業的

文化背景仍然有落差，在視覺化美感已經成為標配的時代下，設計者更重要的就是能

把在地文化透過創意和設計的轉換，創造臺灣的下一個光環，用創意輸出國際，讓世

界看見臺灣，在這個前提下設計者對於在地文化的體驗和認同就成為最重要的關鍵。

　　潘芳茗參與計畫的薪傳學者是任職於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的何明泉教授。

潘芳茗說到何明泉對自己在執行計畫或是自我在研究經驗上的助益：「老師像是把

我當成自己研究生。我不是他的學生，但是他很樂意提供自己學習跟人生經歷的訊

息分享，給我很多不一樣的刺激，每每都讓我顛覆以前學習過程的想法。」何明泉

擁有工業、工藝設計等專長，在設計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具豐厚工藝文化底蘊，在設

計或是在工藝的想法或有關文化的議題，給予很多的觀念和想法，以及多年的經驗

分享，例如何老師會從工藝角度提供建議，分享許多工藝家的案例，了解在地工藝

家如何在地取材去做發想、如何從產業的文化裡，抽絲剝繭出關鍵點，而將之轉換

成設計上的應用。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提出質疑或另一個角度的思考，這個過程並

不是否定，而是互相切磋，目的就在於討論的過程中能把思維中的盲點解開，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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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架構和邏輯更為順暢，這也使她原本對投稿焦慮的心情轉為信心。

　　潘芳茗深刻地談及研究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即是在理論分析與投稿過程，

使她備受挫折。生活體驗和文化的價值是難以複製，也非看似客觀的數據能輔以佐

證，在體驗的過程中除了在地文化的樣貌能透過記綠忠實呈現，很多的體受和體悟、

情感都來自於設計者的個人經歷，或是與農民緣份的連結⋯等，這些都伴隨著主觀的

意識，在地情感的認同，對於在地人和外地人的解讀都會根據自身經驗的不同而有所

出入，情感的連結能產生共嗚，也能產生質疑，這樣的成果在投稿過程中容易受到質

疑，就設計相關的期刊而言仍以量化為主，質性研究往往受到是否客觀的質疑，但情

感的測量難以單純以數據化分析與驗證，在過去投稿的經驗中履履受挫。

　　「與其擔心自己的設計沒有被肯定，備受批判。你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找合

適的方法，或者更符合時代趨勢的需求，在自己的架構上去做調整，而不是一味地

按照學者們的角度，而缺少了自我的思考。」受到何明泉鼓勵的潘芳茗，如同注入

一劑強心針。

　　何明泉提醒並建議，該如何找到自己研究、設計的脈絡？何明泉認為當設計者將

文化的元素轉換成視覺設計的過程中，雖然我們透過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的方式而了

解並很直覺式的將這些元素轉換為視覺設計，但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看到了卻沒辦

法真正深入他們的精隨。因此，我們可以找尋文化相關的專家，從中萃取出關鍵的要

點、推敲出脈絡，再以設計案例去驗證、產生連結，這樣的連結的脈絡才會比較有邏

輯。而後根據專家學者給予的建議與回饋，進行修正與調整，才會慢慢地形塑成一個

新的方法，或者再不斷驗證的過程形塑出新的方法，而能在這樣地研究過程中，梳理

出自己的研究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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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任職於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

計系的潘芳茗助理教授，在2021年度向本中心申請此業

務，執行關於農村文化情感價值傳達設計的研究計畫，

本次將邀請潘芳茗分享自身在設計領域的反思與參與業

務的經驗。

　　潘芳茗有商管的基礎與視覺設計的背景，在學習的歷程中意識到商管與視傳最大

的交集就是行銷，因此投入懷舊包裝的符號研究，歷經研究和實務的累積更確定設計

其實就是一種「傳達」的過程，而傳達的內涵就是感受、情感、文化、生活、精神，

傳達的方式就是創意、技法，在視覺設計的表達就是圖像，不論是文字、圖形、色

彩、材質或風格⋯等等，文化的情感就是我們對於生的熱枕，在這場母雞帶小雞的學

習過程中，更奠定了情感價值是要透過投入體驗及創意來展現。

創造力－－不可或缺的設計力

　　如前所述，創意是傳達過程中重要的關鍵，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的技術越

來越強大，層出不窮的設計產出程式衝擊著我們對設計的價值，當程式可以取代思

考，那身為設計者的我們還有什麼價值，當輸入關鍵詞程式就能模擬出各種可能的形

象，設計這個行業的價值將被取代，這讓身為設計教育者的潘芳茗進入深層的反思，

如果我們的無法強化與人工智能的差異性，設計將不只淪為美工，恐怕只能轉行，因

此「創造力」將是設計歷程中重要的關鍵，然而「創意並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在有限

制的範圍裡，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在設計或教學的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和學生，或

許我們擁有的資源有限，但我們要在有限的資源中去創造最大的可能，就像農村文化

一個看似落伍跟不上時代的生活模式，如何能透過視覺化的過程去讓更多的人認識和

體驗？而身為都市的孩子們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入農村體驗農民的生活文化？或許設計

者能成為幕後的推手，透過創意和視覺的展現，用設計的成果分享臺灣在地的情感，

哪怕我們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並不能侷限我們的視野和想像。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創造力來源

　　在創意開始之前，體驗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石，當我們要分享文化的價值和情感，

前提是我們是否有被感動，ppaper的創辦人包益民在2010年Ted talk演講中提到：「創

意產業(設計師跟廣告公司)是唯一只出嘴巴自己不投資的。」這段話對潘芳茗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提醒，當我們希望別人買單或是認同，我們都需要先對我們所選擇的產業、產

品或文化有熱誠有感動，文創商品從被受矚目到人人喊打，很大的關鍵就在於沒有深厚

的文化底蘊，或是對生活的投入，常聽到「魔鬼藏在細節裡」，那些最菁華的、最有意

義的往往不是眼睛所看的見的，同樣那些最不被我們在意的生活，正是設計中最不可或

缺養份。

　　要如何才能把文化、故事或是在地的生活經驗傳遞出去？又如何能將文化轉化成為

視覺元素，促使消費者在消費體驗中藉由視覺形象了解產業文化？文化與商品除了品牌

的價值外與產業文化的連結是否能成為企業的使命？創意產業的價值除了新穎、趣味，

更重要就在於背後的內涵，如何能轉換產業中諸多不同結構性的面向，如歷史、社會文

化、生活方式等，從這些面向去延伸、萃取出關鍵，即是我們對這個物質產生情感的原

因在哪裡。藉由這樣的方式，把他轉換成視覺設計。將文化透過視覺設計展現，激起消

費者記憶的共鳴，進而引起好感與認同。「視覺化」即是一種傳達的方式，透過創意發

想的過程，跳脫視覺只有美感的價值，能融入觸覺和想像，轉換在造型、材質、技法、

工序，讓設計帶動體驗創造經濟。

　　然而包裝設計是無聲的銷售員，視覺的張力自然是設計師最重視的，但視覺設計

並不只是美感而已，也不只是品牌質感的呈現，如何能在設計的過程中融入情感，除

了是設計師的挑戰，完成之後設計師就在上市前退場，消費者是否能意識到這份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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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師傳達的情感或產業價值，反而成為企業更在意的，因為銷售仍是企業生存的重要

關鍵，正因如此設計也兼負教育的意義，如何能取得企業和市場的認同？讓文化和情

感不再只是一種行銷工具，而是臺灣在地產業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全球化過程中最值

得分享的在地情，就像潘芳茗提到出國時拿著有臺灣文化的包裝，和朋友分享我們的

故事，往往都能看見他們眼中的好奇與驚豔，這就是在地文化情感的傳遞，也是設計

和創意存在的意義。

文化更是一門好生意

　　潘芳茗分享這段歷程，深覺「文化其實就是生活。」

　　出現在生活中的物品往往都伴隨著習慣和需求，透過對生活的投入，就能看見設

計的價值，找到商機。潘芳茗舉例到，以茶產業來說，有多少都市的孩子是連茶葉長

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可能想像中的茶葉就是一球黑黑皺皺的，什麼是「一心二葉」完

全沒有概念，但當每一個茶葉相關產品上都出現這個符號或意象，多少都具有推廣、

分享和教育的意義，可惜的是一心二葉是茶葉的樣貌，對於傳遞真的茶農或茶產業的

文化背景仍然有落差，在視覺化美感已經成為標配的時代下，設計者更重要的就是能

把在地文化透過創意和設計的轉換，創造臺灣的下一個光環，用創意輸出國際，讓世

界看見臺灣，在這個前提下設計者對於在地文化的體驗和認同就成為最重要的關鍵。

　　潘芳茗參與計畫的薪傳學者是任職於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的何明泉教授。

潘芳茗說到何明泉對自己在執行計畫或是自我在研究經驗上的助益：「老師像是把

我當成自己研究生。我不是他的學生，但是他很樂意提供自己學習跟人生經歷的訊

息分享，給我很多不一樣的刺激，每每都讓我顛覆以前學習過程的想法。」何明泉

擁有工業、工藝設計等專長，在設計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具豐厚工藝文化底蘊，在設

計或是在工藝的想法或有關文化的議題，給予很多的觀念和想法，以及多年的經驗

分享，例如何老師會從工藝角度提供建議，分享許多工藝家的案例，了解在地工藝

家如何在地取材去做發想、如何從產業的文化裡，抽絲剝繭出關鍵點，而將之轉換

成設計上的應用。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提出質疑或另一個角度的思考，這個過程並

不是否定，而是互相切磋，目的就在於討論的過程中能把思維中的盲點解開，讓研

人物專訪
people



活動報導
event

15

主講：楊莉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退休副教授)　

主持：黃馨逸(中國文化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系主任)

與談：沈雕龍(國立清華大學音樂學系助理教授)

　　

（由左至右：主持人黃馨逸教授、主講楊莉莉教授、與談人沈雕龍教授）

歷史、戲劇與歌劇：
      楊莉莉《費加洛的婚禮》經典譯注新書發表座談會
             撰文／徐瑋佑（劇場工作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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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文人的印象是什麼？總是過著貧困生活，成天伏案寫作？創作出《費加洛

的婚禮》（　　　　　　　　　　）的劇作家博瑪榭（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其實是遊走在王公貴族間的紅頂商人，同時也是美國獨立戰爭資助

者，可說是18世紀的跨界奇人。楊莉莉經典新譯的《費加洛的婚禮》，於國家書店松

江門市舉行新書發表座談，由黃馨逸主持、沈雕龍與談分享。

從歐陸當代劇場回到啟蒙時代

　　黃馨逸首先爬梳楊莉莉至今為止的著作，可見其對當代歐陸劇場，尤其是法國導

演安端．維德志（Antoine Vitez）的舞台表演作品著力甚深，先後出版了《向不可

能挑戰：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1970年代》、《再創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法國

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1980年代》以及《探索克羅岱爾〈緞子鞋〉之深諦》，而經典

譯注計畫卻大跳躍往前回溯，前一本莫理哀（Molière）的《守財奴》（　　          ）

與新書博瑪榭之《費加洛的婚禮》，一本是17世紀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名劇，一本是18

世紀啟蒙時代的熱門劇，這樣的選擇不禁令人好奇。

　　楊莉莉回應，《守財奴》是她過去教書時學生反應最熱烈的劇本之一，秉持著推

廣17世紀法國喜劇大師莫理哀的精神，開始了《守財奴》的經典新譯計畫。她也提出

在翻譯的過程中，如果不是經過仔細的研究，其實並不會知道在17世紀的法國，高利

貸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問題，還有中產階級的道德觀、親子關係、乃至於養生之道、流

行服飾、日常生活的種種實際需求，也就不能理解這個劇本在當時演出的意義。

　　因此，在這兩本新譯計畫中，楊莉莉於譯文前後爬梳劇本與作者的時代背景，以

及法國演出史，而新書選擇譯注博瑪榭《費加洛的婚禮》（以下簡稱《費》劇），是

楊莉莉過去在法國時，曾與維德志導演工作過本劇，最重要的是，讓國人知道此劇的

原始作者為博瑪榭，而非莫札特。她於座談會中幽默表示，她白天照顧母親、晚上寫

書，正與她的研究對象——博瑪榭白天做生意、晚上寫劇本的生活，不謀而合。

Le Mariage de Figaro

L’Av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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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瑪榭：善用輿論的跨界奇才

　　座談聚焦在博瑪榭的生平，他一生創作六個劇本，《費》劇及其前傳《塞維爾的

理髮師》就成為傳世經典，博瑪榭事實上並非貴族，也非傳統文人出身，而是鐘錶商

之子，他的貴族姓氏「德．博馬榭」（de Beaumarchais）出自他第一任妻子的一處

林產地。楊莉莉指出，博瑪榭年輕已是個絕頂聰明的鐘錶匠，「擒縱機構」就是他發

明的，不幸遭到盜用，但他仍成功躋身成為國王的製錶師，更曾擔任公主的豎琴老

師、國王的密使，再經金融家巴黎斯–杜維奈（Pâris-Duverney）大力栽培，成為

出入王宮的紅頂商人。白天是一名商人，夜晚伏案寫作的博瑪榭，倡議成立「劇作家

協會」，推動爭取劇作家的演出權利金，許多劇作家賴以為生；身為伏爾泰的崇拜

者，他也基於愛國主義，搶先俄國女皇凱薩琳二世，出版當時仍被法國查禁的文學巨

擘《伏爾泰全集》。他對政治的敏銳度甚高，極力說服當局支持美國獨立，他個人更

是獨資贊助600萬法郎，美國能贏得獨立戰爭，博瑪榭可說是幕後一大功臣。

　　然而《費加洛的婚禮》於1778年寫成，遲至1784年才在「法蘭西喜劇院」

（Comédie-Française）首演。因為當時的劇本公演需先送審，劇中對時政含沙射

影、以下犯上的情節，驚動當時的國王路易十六，揚言：「這個東西永遠不能上演！

除非毀掉巴士底獄，否則搬演這個劇本，準是危險的前後矛盾，一個政府應該受人尊

敬的一切全被這個人挫敗了！」。

　　博瑪榭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將故事背景從法國改到西班牙，避開直接批評政府的

大帽子；同時，他四處受邀至文藝沙龍讀劇，引發大眾的興趣，劇本名聲可說轟動全

歐，連俄國都風聞禁演一事；再利用輿論的力量，在寫成的六年後、歷經六次審查終

於獲得公演許可，首演獲得凱旋式的成功，後續連演67場，在當時是破天荒的記錄。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經典譯注，也翻譯了博瑪榭為此劇寫的長序，這應該是這篇

長序首度正式發表的中譯，讀者可理解到《費》劇當年遭到禁演的歷史背景，而最生

動的是看到博瑪榭如何修理那些抺黑、中傷自己的惡意批評者，使他的敵人在自己揭

櫫、甚至是無人能反駁的原則前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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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竟是革命的「總排」

　　僅在首演的五年後，巴士底獄的暴動揭開法國大革命的序幕，楊莉莉引法國學者

于貝絲費兒德（Anne Ubersfeld）研究的結論：劇本首演當天（1784年4月27日），

看戲的觀眾都沒有意識到舞台上演的就是他們的生活，危機其實已經到來，首演即是

法國大革命的一次「總排」，這也是為何法國人每當慶祝法國大革命，首先想到要演

出的劇本就是《費加洛的婚禮》。

　　細究《費》劇的故事，可粗略分成三條線：伯爵欲對費加洛之未婚妻蘇珊娜行使

「初夜權」、小侍從薛呂班情竇初開，以及醫生、家庭女教師和音樂老師的三角關

係。第一條主線劇情是藉初夜權帶出主僕衝突，楊莉莉指出，初夜權其實是被創造出

來的神話，而創造此神話的背後，在18世紀就是想突顯出平民對貴族階級的不滿。五

幕三景，費加洛長達六分鐘的獨白，實乃劇作家藉伯爵濫用初夜權一事，揭發階級不

平等的社會狀況。

（楊莉莉分析劇作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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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小侍從薛呂班雖因壞了伯爵的好事，而被調去部隊從軍，年僅13歲的他卻可

以成為軍官，只因他也是貴族！配角們的三角關係，其實也有為婦女生存發聲的意

義。楊莉莉認為《費》一方面是由愛情故事組成，另一方面也揭露了路易十六統治下

的社會實況，但她也強調，「『千萬不要讓觀眾無聊』是博瑪榭首重之處」，本劇仍

然是不折不扣的喜劇，可說是難能可貴。

莫札特改編的歌劇版深植人心

　　《費》劇首演隔年，1785年譯本進入莫札特所在的奧地利。沈雕龍分享，有一

說是莫札特很想改編為歌劇，於是央請當時身在維也納宮廷的義大利詩人達彭特

（Da Ponte）一起去找國王約瑟夫二世商討可行性，因為這個劇也在奧地利禁演，

他與達彭特合作無間，只花六個星期便完成曠世鉅作的改編。1786年5月1日，歌劇

版首演大受歡迎。沈雕龍認為，不只是音樂動人造就這部同名歌劇大受歡迎，也由

於1783年時奧地利宮廷已率先演出前作《塞維爾的理髮師》，莫札特可說是順勢抓

到了這股熱潮。

　　時值今日，歌劇同樣成為至今傳唱的經典，黃馨逸進而詢問，博瑪榭原作對歌劇

風頭超越原著有什麼想法。楊莉莉表示，1793年法國大革命結束後，歌劇終於到法國

首演，不過是採戲劇表演穿插歌曲演唱的形式，博瑪榭本人只注意到劇本的改動，並

未評論音樂創作。從戲劇到歌劇，情節細節差距頗大，由原本的五幕刪為四幕，司法

審判、批評政府的言論都被拿掉，原五幕三景戲劇史上最長的獨白，也刪減到僅剩費

加洛自認遭蘇珊娜背叛的心情抒發。在角色塑造方面，伯爵夫人和薛呂班兩個人物的

設定有別於原劇，但兩人卻因詠嘆調之美而變成歌劇迷的最愛，法國學者普遍認為這

齣歌劇雖出於戲劇，但自成世界。

　　楊莉莉提到莫札特想演《費》劇，也源於對貴族的不滿。沈雕龍回應，音樂家當

時地位並不高，莫札特即使再不滿，為貴族服務仍是音樂家的「正路」。「莫札特應

該向博瑪榭多學學」，沈雕龍風趣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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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雕龍也指出戲劇演出期待獨白，歌劇則反之。戲劇中的知性、諷刺、言詞的犀

利部分往往都會在改編中被省略，歌劇著重如何在劇本中，找到文字與音樂相互觸發

歌曲的契機。華格納之前的歌劇，若是以文人的眼光嚴格審視，其實往往並不及格，

但音樂性大於文本的缺陷，仍能使觀眾沉醉其中。

　　座談會末，沈雕龍以出現在劇中二幕四景，小侍從薛呂班向教母伯爵夫人流露仰

慕之情的〈馬爾勃羅從軍曲〉，和莫札特所作的〈你們可知道〉作為對照。原作是在

從軍曲段落間插入一句自己的情感（「我的心好痛」）；歌劇則是直抒胸臆，宣洩為

愛痛苦但心甘情願的心情，戲劇作家希望觀眾能注意到台詞的意義，而音樂則運用旋

律盡情渲染氛圍。

（沈雕龍教授說明身為古典音樂家的難處。）

人物專訪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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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力量：一個時代的剪影

　　黃馨逸問《費》劇翻譯時遇到的困難為何，楊莉莉表示雖然比新古典主義時期的

作品容易一些，但語言需兼具俏皮與高雅，以還原時代和角色個性，其中最難翻譯的

竟是角色罵人的台詞，因為要罵得高雅！

　　提到時代，黃馨逸也從楊莉莉的學術脈絡，注意到她特別在意經典劇於今日重演

的問題。楊莉莉回應，一部經典是時代的剪影，透過作品可以看到時代的氣息、問題

與困境。如果要西方戲劇界票選最能代表20世紀的劇本，應是寫於二次戰後的《等待

果陀》（　　　　　　　　　　, 1952），而《費》劇看似一齣不起眼的風流喜劇，其

實正是18世紀舊制社會的縮影，但以風趣口角的形式呈現階級衝突的大問題，這正是

法國大革命的源起。

（沈雕龍教授分享戲劇與歌劇的差異。）

En attendant Go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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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她對經典新製作情有獨鍾，也源於20世紀下半葉，「導演劇場」興起之故。歐

陸劇場每年古典作品上演的比例高達全年製作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間，導演如何新

詮經典往往成為重點。這也是為什麼楊莉莉在譯注《守財奴》及《費》劇時，皆耗費

了相當大的力氣著重研究劇創的時代背景及表演史，希望讀者能體會經典與時並進的

時代意義。

　　楊莉莉進一步說明，費加洛的角色原型出自羅馬戲劇的「智僕」一角，在博瑪榭

的筆下，則進而成為有血有肉的人物，且象徵著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精神。一個小人

物力抗特權及不平等，毫不退縮，任何抗拒暴政及專制政權的人民均可以他為榜樣，

爭取自己的自由與平等。費加洛自此成為一個神話人物，法國歷史最悠久的右派大

報，即以「費加洛」為名。

　　歐陸導演屢屢新詮經典，也讓楊莉莉發現，《費》劇中所探討的議題，如司法不

公、女姓的社會地位、階級不平等，其實仍存於今日世界，可見《費》劇成為經典，

是有其人性普世價值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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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後期，臺灣接連發生羅妹號事件、牡丹社事件等涉外糾紛，逐漸受到歐美

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衝擊，這些世界史與東亞史的重大事件促成近代臺灣社會歷史的重

要變遷。臺灣自解嚴與民主化以來，逐漸跳脫威權時期的中國民族主義單一民族史

觀，轉而尊重和認識臺灣多元民族歷史的本土化史觀，對於19世紀晚期臺灣社會的歷

史變遷，也開始以不同的視角來加以關注與詮釋。伴隨臺灣文化產業的發展，近年來

臺灣的影視工作者也與學術研究者合作，陸續拍攝不少關於羅妹號事件和牡丹社事件

的精采影視作品，藉以展現臺灣歷史與族群的多元性，以及遭受外來衝擊後所衍生的

複雜歷史變動。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為了協助大眾更加深入理解這一段時期的臺灣歷

史，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族群史研究群林文凱與詹素娟兩位研究人員，以這個時期

的歷史變動為主題，在2022年04月29日於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表演廳，舉辦「世界史

與東亞史中的臺灣：晚清臺灣歷史與族群多元性」學術工作坊，邀請六位學者，分別

從漢人、原住民、西方人以及帝國轉型等視角，闡述19世紀晚期臺灣外在與內部的歷

史與族群多元性。

　　工作坊一開始的開幕式，首先由人社中心執行委員兼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

長張文薰教授致詞，並向與會聽眾解說中心的主要業務內容，並邀請與會者參與中心

的各項學術活動。然後，由本工作坊計畫主持人林文凱副研究員介紹本工作坊的活動

緣起，與接下來三個場次六位講者的演講主題，並期待現場與線上直播聽眾的之後的

發問討論。

「世界史與東亞史中的臺灣：
                   晚清臺灣歷史與族群多元性」學術工作坊
撰文／江育瑩（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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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臺灣在地族群多元

　　第一場次邀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林開世副教授擔任主持人，林開世簡要介紹

這個場次的演講主題與講者的學術背景，接著由兩位講者進行演講。

　　第一場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吳玲青副教授主講〈「瑯

嶠圖記」的界外之人〉，吳玲青透過19世紀上半葉鳳山知縣曹謹的幕僚、本身為金門

人的林樹梅，代表知縣前往瑯嶠處理界外紛爭後所寫下的〈瑯嶠圖記〉和相關地圖等

文本，解說漢人視角呈現的晚清羅妹號與牡丹社事件前夕的界外琅嶠社會。

　　吳玲青除點出瑯嶠相對於臺灣其他

地方，因康熙61年（1722年）施行劃界

封禁，而出現從界內變界外的特殊歷史

情況外，更揭露瑯嶠在地多元族群的面

目：瑯嶠十八社原住民、車城閩人、保

力粵人與社寮土生囝等四個族群。吳玲

青解說了這四個族群圍繞著生活領域與

資源的爭奪及共享的過程中，相互交好

交惡與共生或通婚的複雜歷史關係。最

後，藉由從19世紀晚期來臺的法裔美籍廈門領事李仙得的觀察，吳玲青得出結論：瑯

嶠十八社原住民在羅妹號事件以前，其實是瑯嶠地方的優勢人群。

　　第二場演講邀請屏東縣牡丹國小教師，同時也是南部原住民歷史在地研究者的

高加馨老師，主講〈誰的牡丹社事件？一位在地原住民研究者的所見所思〉。高加

馨別開生面地以原住民歌謠開場，接著以在地原住民的視角，結合自身田野調查結

果，重新闡述牡丹社事件經過。從牡丹社事件發生以前部落的社會型態和族群互

動，事件參與者的高士佛社鄰近海岸的地理位置和對船難擱淺的尋常反應。接著分

析高士佛社與琉球宮古島船難民之間的文化衝突，乃至流血傷亡，其後進一步分析

日軍攻臺、征伐牡丹社與高士佛社的過程，以至停戰、最後與清廷簽訂條約退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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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最後，高加馨分享身為在地原住民，從以部落耆老為對象的田野調查成果，

與研究所提出的原住民觀點敘事的初衷與意義，並說明過去幾年來，牡丹鄉原住民

社群和宮古島民之間的理解-化解-和解的社會行動，希望相互理解彼此的立場和傷

痛，進而走向和解。演講結語，高加馨提出一個大哉問，邀請聽眾一起思考：如果

當初牡丹社人不抵抗日本的話，那麼臺灣歷史會如何發展呢？從中設想一下，即可

了解牡丹社事件的歷史重要性。

第二場次：西方人的臺灣族群知識

　　

　　第二場次邀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張隆志館長擔任主持人，在介紹演講主

題與講者之後，首先由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林正慧助研究員主講〈19世紀

西方人眼中的臺灣Hakka〉。

　　

　　講者以近年熱門戲劇《斯卡羅》中的角色阿杰一句臺詞「我是客家人」為引言，

指出「客家人」這個族群稱謂，其實並非19世紀晚期，在臺灣說客語人群的自稱與他

稱，演講主題即試圖解說「客家人」這個稱謂在臺灣出現與落實的歷史過程。林正慧

指出1840年代，西方傳教士進入華南接觸到說客家話的人群，稱呼其為「Hakka」，

並開始生產有關華南Hakka的族群認識。

　　臺灣開港後，來到臺灣的西方人，也就把先前於華南習得的Hakka稱謂，直接移

植到臺灣客家族群身上，同樣稱呼為「Hakka」，但實際上當時的臺灣客家族群是以

福佬話的「客人」作為他稱和自稱。同時，西方人當時對於臺灣客家族群的描述，有

的是套用源自華南的Hakka，也有一些是比較深刻的在地觀察。到了日治時期時，臺

灣總督府於初期承繼西方的Hakka知識，採用「客家」或「喀家」來稱呼客家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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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待舊慣調查後調整用法，改以「廣東族」稱呼，不過這裡已不同於清代以籍貫做分

類之方式，實際指的是說客家話的人群，究竟「客家」何時成為臺灣客家族群的自稱

與他稱，則要等到戰後國民政府時期。

　　接著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偉智助研究員主講〈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臺灣

原住民〉。陳偉智以日治時期完成全島原住民調查的人類學學者伊能嘉矩的說法作為

開場，點出對臺灣原住民的科學記錄是始於19世紀來臺西方人的調查。他詳細介紹來

臺的西方人，包括外國領事、商人、傳教士和探險家等，如何展開有關原住民的調

查，以及如何依據歷史語言學與體質人類學的知識，為原住民族群做分類，並建構出

族群間的遠近關係。

　　陳偉智解說由西方人透過相關的資訊與知識生產網絡，將這些收集到的原住民資

訊轉化為族群知識，並發表在西方與中國的近代學術刊物，同時也將資料和標本等帶

回西方中心如倫敦、巴黎、柏林等地。他進一步分析這些西方人的族群調查與知識生

產的觀察視角，以及相異背景的西方人所生產的原住民調查知識的不同性質。最後，

陳偉智分析日治時期的日本人如何接續西方調查與知識，進一步展開研究，並說明當

代社會如何將19世紀晚期的西方調查與知識當作史料，透過翻轉觀看視角，促成當代

原住民文化的再建構。

第三場次：臺灣與東亞帝國秩序的轉型

　　

　　第三場次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

系主任李文良教授擔任主持人，工作坊

計畫協同主持人，也是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詹素娟副研究員主講〈19世紀

西方人在臺灣界外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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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素娟先探討晚清來臺灣的西方人是否認知到「界」的存在，透過文獻整理，出

現內陸、山區、漢番交界處、生番領域等用詞，即西方人知道「界」，但所認知的

「界」和清廷所劃設的「番界」是不同的內涵。西方人為何想要去界外又如何到達界

外？詹素娟指出西方人前往界外的主因包括科學調查、傳教，還有休憩等，而前往界

外的主要方式包括與宣教師同行、借助原住民人際網絡等。

　　西方人界外活動中，大南澳事件是具有獨特性的，本案的發生奠基在幾脈絡上：

一是洋商為了可以進入界外收購貿易商品，刻意擴大解釋條約口岸的適用範圍；二是

荷恩本人參與了羅妹號事件，交涉和南岬之盟簽署，並將此經驗轉換與挪用到東臺

灣；三則是針對番地無主論，其概念形成的脈絡中，存在李仙得和洋行關係密切的情

況，可連結到大南澳事件中美利士對通商口岸到界外發展的需求，還有早先貝紐夫斯

基（Benyowsky）的航行遊記中，對臺灣空間的理解，也為後來的李仙得等人所回

顧並沿用。綜合來看，大南澳事件並非孤立單一事件，而是從以上多個脈絡和考量中

所形成的結果。

　　緊接著由工作坊計畫主持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文凱副研究員主講〈臺灣

與東亞的帝國轉型：牡丹社事件與清帝國秩序的瓦解〉，以19世紀晚期史界史、東亞

史與臺灣史關聯的視角，來重新定位羅妹號事件和牡丹社事件，並凸顯該時期東亞的

清帝國與日本帝國秩序轉型的問題。

　　林文凱首先指出在討論世界史、東亞史與臺灣史的關聯時，從人類演化史、考古

學與歷史學等不同學科出發，可以有不同時空尺度的討論方式。在這場講演中，林文

凱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討論19世紀初期世界史、東亞史與臺灣史的歷史變動與關

聯。19世紀以來，整個東亞社會面臨西方自工業革命後，在東亞展開的第二波帝國主

義衝擊，清帝國、日本、朝鮮、越南等地，分別先後面對西方衝擊，並推動近代化運

動。臺灣19世紀後期的開港、羅發號事件、牡丹社事件與清法戰爭等事件，也正是此

時發生的重大變動。清帝國因此改變治臺政策，陸續派遣沈葆楨、劉銘傳等人到臺灣

推動洋務自強運動。他認為1980年代臺灣歷史學界曾有過所謂的臺灣近代化論爭，

辯論劉銘傳和後藤新平二人，誰是臺灣近代化的奠基者，若將兩人的作為分別放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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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自強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等近代化運動來進行比較歷史考察的話，會有不同

理解的可能性。

綜合討論

　　計畫主持人林文凱主持討論，現場與線上的聽眾分別就六位講者的演講或三位主

持人在演講後提出的評論觀點踴躍提問，有聽眾希望講者補充演講中來不及闡明的議

題，或希望講者補充介紹參考文獻，可以協助認識相關討論議題，也有聽眾詢問本次

工作坊的演講內容，是否有進一步發展或者出版的打算。主持人表示，這是一個很好

的提議，作為演講人之一，他也從這次工作坊得到很多啟發，期待講者們與三位主持

人未來可以進一步合作，將學術議題發展成具體的學術研究成果。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711#h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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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讀者吸引到小說上來的正是這樣一種希望：

以他所讀到的某人的死來溫暖自己瑟瑟發抖的生命。 」

華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講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感〉

　　我是一個讀小說的人，一個用紅筆句讀小說的

人，一個藉由閱讀小說逃逸自我生命焦慮的人。

　　國小時常流連於書攤的我，下課總是閒坐在教室

外走廊，翻閱「世界名著」。從《傲慢與偏見》、

《老人與海》、《咆嘯山莊》到《湖濱散記》等，無

一不愛。其實，年幼的我並不懂得書中隱含的敘事手

法或象徵意義，只是愛讀小說，喜歡實體書的重量與

味道，享受故事裡的世界。成長過程中，書寫與閱讀

一直是我的寄託，乘載著青春的痛楚和印記，於是很

早就立定志向就讀中國文學系。然而，取得博士學

位，進而成為一個中國文學研究者，全然始料未及。

　　猶記碩士班，初次接觸近現代文學，我便一頭鑽進晚清小說與報刊的領域。直到

如今，我仍無法忘懷那段尚未有數位資料庫，僅能手動轉動微卷機，雙眼盯著模糊膠

片的悸動。那份對近代文化抱有好奇、報刊文本充滿興味的初衷，我依舊無法輕言放

棄。晚清小說刊登於彼時的報章雜誌，具有政治、文學、出版、傳播的功能，反映社

會脈動與都市生活。不僅如此，當時報人譯入大量翻譯小說，將「世界」藉由「翻

譯」（Translation）傳入晚清中國，導致中／西文化互動、觀念影響。所以身為研

  ［德］華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講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感〉，李茂增，蘇仲樂譯，《寫作與救
贖：本雅明文選（增訂本）》（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頁138。

１

１

文學一學門：朱芯儀（Hsin-I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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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視野必須融合中／西、新／舊、傳統／現代，研究方法涉及跨語境、跨文化、

跨文類。對於喜愛中、西文學的我而言，晚清翻譯小說與近現代文化研究充滿吸引

力，根本是命中註定。

　　我的博士論文《晚清「戰爭敘事」研究──譯介、圖像、新小說》針對清末「戰

爭」內容的新小說、翻譯小說與圖像等敘事載體。晚清的「戰爭」不只是近代變法、

改革的試金石，我認為更應該放在「世界戰爭」的位置重新觀看，反思晚清戰爭議題

如何藉由文學敘事、譯介詮釋和繪畫筆法展現深度意涵。此間具有中國自身傳統與現

代的「直向承接」，及戰爭帶來的世界觀「橫向交流」，複雜非常。關於翻譯小說，

原著作品從西方至日本，徂日本到中國的過程裡，因為「翻譯」而有了再詮釋、再創

作的空間。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居於其中的位置，扮演轉化、過度、傳播的重要角

色，深刻地影響晚清中國的文學發展與思想轉折。各國譯者在不同時間、空間賦予小

說不同的面貌，以符合在地讀者的閱讀環境。進而，翻譯小說輾轉流傳至中國，逐漸

落地生根。中國作家報人們效仿翻譯小說，創作屬於中國本土的戰爭敘事。

　　至於戰爭圖像，我則聚焦晚清知名畫報《點石齋畫報》中「中法戰爭」與「甲

申政變」的報導圖像。兩場戰爭看似無關，事實上卻有因果聯繫，顯現了近代西

方、中國乃至東亞的息息相關的糾葛和態勢。藉著研究《點石齋畫報》的筆法、布

局後，我發現圖像隱含近代的戰爭身體、武裝身體與規訓身體。這些身體扭曲地、

破碎地、暴力地分散在畫面中，代表著近代國體、身體、文體的分裂與合和，演變

成新的權力體系。

　　這些晚清時代關於戰爭的小說與圖像，彰顯近代以來的現代性（Modernity）輪

廓：文學典律（Canon）的建立與推移、翻譯文字的詮釋和改變、科學幻想下的自由

與焦慮、武士道精神的建構和轉化、性別的約束和鬆動、身體的規訓與統一等。幾乎

晚清所有的現代性樣貌都在戰爭勝敗、政局擺盪、文化互涉中滅亡與復活，觀察「戰

爭敘事」（War Narratives）即是重頭審查近代政治、文化、文學及觀念的嫁接、傳

承的重要關鍵。

高颺新聲
fellow



高颺新聲
fellow

31

　　本雅明曾言：「將讀者吸引到小說上來的正是這樣一種希望：以他所讀到的某人

的死來溫暖自己瑟瑟發抖的生命。」如果閱讀文學最為精準、嚴肅的方式是研究，那

麼文學最深層的渴望便是共感和安慰。當我分析小說的敘事手法，查探隱藏在文字背

後各種可能的意象；當我經由閱讀，逐漸明瞭遠在一百多年前人們的所思所想，體會

知識分子不安的生存焦慮；當我隨著文字行旅，穿梭小說存在的各種文學面貌。同樣

地，我也期盼以文學研究者的身分與今時社會共鳴，在這充斥著疫情、變動、荒謬的

人間保存一顆赤誠、柔軟的心，擁有被文字感動、撼動甚至被撫慰的稟賦。

　　我想，這是文學最純粹的本質，也是讀小說的人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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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年歲漸長，面對眼前的漫漫長路不免惴惴不安。唯一能做的是不忘那份學術

研究與教學服務的初心。畢竟當初是社會學知識吸引了我的好奇心，讓我踏上征途

──它揭示在個人之外，還鑲嵌著各種的社會脈絡和因素；我們的選擇與行動同時參

與打造著社會，也同時被社會而形塑。

     我是何思瑩，一名來自臺灣嘉南平原的北漂學子。高中畢業負笈北上求學。在臺灣

大學靠近辛亥路後門的紅色磚牆社會系館，一晃眼間經歷了學士、碩士、博士十餘年

的求學生涯。畢業前一年，我返回南部家中專心寫作論文，拜博後工作機緣之賜，我

重新回到了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臺北。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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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門：何思瑩（Diane Szu-Ying, Ho）



33

活動報導
event

　　我很早就和科技部（曾經的國科會）結下難得的緣分，早在我還是高中生的時

候，國科會補助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我與科技部還有社會學的聯繫悄然

萌芽。當時仍是高中生的我，在營隊中接觸到許多正規課程中較少觸及的人文社會科

學知識，同時也和來自全臺不同學校的同儕切磋交流。對我來說，社會學知識的可貴

在於它提供個人歸因以外的觀點；它傳遞了社會因素、脈絡、制度、規範也可能形塑

著個人生活的選擇和行動，這吸引了我的好奇心，於是在大學指考選填志願時，我選

擇了社會學系。

　　在大學時期，我逐步認識各個主題的社會學知識和研究方法，同時藉由輔系的機

會，接觸了心理學的知識和研究方法，對於心智以及個人行為背後的心理機制有更多

了解。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確立自己想要繼續攻讀社會學的目標。透過日常生活的觀

察與自己的研究興趣，我將當時選修宗教社會學的研究問題發展成國科會的「大專學

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獎助」的計畫主題──「有我？無我？：一個比丘尼僧團教育選

擇的個案分析」。這是一個探討佛教比丘尼在生涯之中的求學選擇，亦即他們何以會

在選擇成為專業宗教工作者之後，還想進入一般世俗大學攻讀研究所學位的研究。在

那個研究計畫中，我發現比丘尼之所以會攻讀研究所學位，不只是比丘尼們教育選擇

的議題，也涉及僧團的組織人力調度、發展願景的議題，這個題目有幸獲得了當年度

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的肯定，也讓我更有信心繼續往碩博士之路邁進。

　　目前，我的研究興趣在於工作和家庭兩個方面：鑽研勞動社會學、社會組織；以

及家庭社會學、性別研究和親密關係的議題，藉此探索影響人們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集

體因素和社會機制。在各種社會分類的討論軸線中，我最關心性別的影響力，並試圖

回答性別機制是如何在工作和家庭領域中影響人們生活，同時性別機制又是如何改變

和維繫的。

　　在勞動社會學方面，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年都會公布各從業身份從業人數和比例的

調查數據，以讓民眾瞭解勞動市場的情形。然而，在觀察各從業身份人數比例的波動

時，更令我感到好奇的是，就業者在面臨到各種從業身份工作機會時，是如何選擇進

入哪一種從業身份？換言之，從業身份的勞動市場是如何提供結構可能性及限制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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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選擇；甚至，進而影響就業者的工作機會和薪資表現？另外，就業者所具備的性別

和家庭角色（包含婚姻和生育等角色），是否也影響他們／她們的工作流動可能性和

薪資待遇？凡此種種疑問和關懷，都是我在研究過程中試圖回答的問題。

　　我的博士論文《臺灣各種從業身份之間的流動性和薪資差異探討─區隔化與性別

化的勞動市場？》即是對於各種從業身分之間是否發展成區隔化勞動市場現象的嘗試

性叩問。在柯志哲教授的指導下，我運用工作史的調查資料進行量化分析。論文主軸

圍繞著如下問題意識：兩性就業者是否面臨到不同的工作轉換可能性和薪資待遇差

異；兩性就業者具備的不同從業身份中的工作經驗和家庭角色，是如何影響就業者在

各種從業身份中進行工作轉換的傾向和產生薪資差異；以及，回答臺灣的從業身份勞

動市場是否出現了區隔化和性別化的現象。在撰寫論文期間，「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

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學金」，是我得以完成論文的重要推手之一。

它讓我在博士班最後的修業階段，毋須擔心經濟壓力，專心地進行資料分析和寫作。

　　除了勞動市場的性別議題之外，我的另一個研究興趣是家務分工和親密關係。我

的碩士論文題目就是《讓我們分手吧：分手作為社會互動和認同轉變的過程》。我在

孫中興教授的指導下，進行一連串的質性訪談，嘗試把分手視為社會互動和認同轉變

的過程，運用訪談資料來分析，進行角色、互動形式等分類討論，來理解異性戀情侶

之間的分手過程。後來，在博士班的修課階段中，我則發展家務分工的研究議題。在

那些以夫妻之間的家務分工為主的研究文獻中，我嘗試加入代間家庭脈絡、以及代間

交換的概念，藉由量化分析來探討夫妻與父母之間的勞務和經濟協助，是否會改變夫

妻之間本身的家務分工型態。

　　最後，很感激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我畢業後的求職路上，給予

我成為博士級研究人員的機會，並提供我研究資源和空間，讓我得以一邊工作，一

邊撰寫文章投稿出版，以及發展未來研究題目。來中心工作不過幾週時間，我很開

心能擁有來自不同領域、處於類似階段的夥伴得以交流互動，彼此鼓勵，分享研究

和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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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之路或許道阻且長。但剛出道的我，期待能一步步地，一字一句地，帶著

過去的經驗和發想，以及累積的能力，繼續發展有趣的提問和研究，勇敢而堅定地

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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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

　　 期刊審查專書書稿：2022年5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

     

      2022年6月

        學術研習營：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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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訪問博士候選人申請

   

業務行事曆（2022年5月至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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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

　　5/4（三）第五類接觸：醫學與社會對話－－解剖學課程中知識的傳授與實作

　　5/10（二）學人開講：After the Withdrawal: What Lies Ahead for 

                        Afghanistan

　　5/10（二）人文大師下午茶：蔡英俊：個體、自我與想像：文學研究與當代知識

　　　　　　　語境的開展

　　5/20（五）學人開講：讓教育變得不一樣的社會設計

　　5/25（三）第五類接觸：醫學與社會對話－－知識辯證的微觀動態：戰後臺灣年

　　　　　　　輕醫師的徬徨與抉擇

       

       2022年6月  

　　6/10（五）第五類接觸：醫學與社會對話－－知識辯證的微觀動態：當代生物

                        科學期刊如何接受一篇論文

　　6/18（六）「面對幽暗歷史」的多元路徑：記憶書寫、歷史現場與時代轉折下

                        的「人類境況」

　　6/21（二）學人開講：法律人社群的跨領域研究：法律人與非法律人的對話

　　6/28（二）學人開講：說的動詞不只一種：原住民族文學漢語－族語關係的再    

                     想像

活動行事曆（2０２２年5月至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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