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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速度為尚的知識爆炸時代中，「知識營

養」該如何獲取？「文化力量」該如何掌握？現代

人或許無暇細想。但回顧百年前，臺灣民主運動先

驅蔣渭水先生（1890-1931），除了創立政黨、社

團，成立請願團，展開社會運動，衝撞日本殖民政

府外，更秉持著知識分子的良知覺醒，致力開啟

民智，擘劃社會知識建構的文化發展藍圖。1921年

11月30日蔣渭水先生發表〈臨牀講義〉，對臺灣的

「知識營養不良症」提出了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

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等五大處方，均為朝

知識全方位深化、終身學習方向規劃發展，於今視

之猶有值得參考借鑑之處。

值此蔣渭水先生發表〈臨牀講義〉95周年之

際，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特於2016年11月

30日，在本館國際會議廳，召開「知識營養．文化

力量―蔣渭水先生臨牀講義95周年紀念論壇」；

並同時舉辦「團結．知識．力量．蔣渭水：臺灣近

代人文的萌發」特展，於11月8日至12月25日在簡

報室外穿堂展出。論壇和特展皆由本館主辦，中華

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合辦，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協

辦；藉以緬懷斯哲，並冀盼能發揚、傳承蔣渭水先

生一生關懷民智啟迪、追求民族文化發展之精神。

知識營養．文化力量 
蔣渭水先生紀念論壇和特展紀要

耿立群  國家圖書館國際合作組主任

一、緣起與籌備經過

這個蔣渭水紀念論壇和特展，係由本館前館

長，現任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理事長莊芳榮

教授提議並提出初步構想，經曾淑賢館長同意，將

論壇交由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特展交由知識

服務組籌劃承辦。論壇經過漢學中心同仁集思討

論，撰擬了會議名稱、宗旨、研討子題、初步議

程，以及擬邀約發表論文的學者專家。經館內各單

位多次開會研商，並於2016年9月14日邀集合辦單

位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至本館正式召開籌備會，修訂論壇名稱為「知識營

養．文化力量―蔣渭水先生臨牀講義95周年紀念

論壇」，並確定了以下5項子題：(1)蔣渭水對臺灣

教育文化的貢獻，(2)臺灣終身教育之發展與演進，

(3)報刊出版與圖書館報刊閱覽服務，(4)圖書館知

識服務與閱讀推廣，(5)知識經濟與資訊素養。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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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渭水紀念論壇開幕式後各場主講人、主持人等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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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子題大致對應〈臨牀講義〉臺灣診斷書中補習教

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等社會教育的面向。

同時籌備會中也推薦了各場次主持人人選，及開、

閉幕致詞之貴賓。

籌備會中並決定，為了推廣蔣渭水先生的精

神，主協辦單位購置提供黃煌雄著《蔣渭水傳：臺

灣的孫中山》與蕭欣慈著《曷不決心大勇為：蔣渭

水文論研究》二書，及中央銀行2010年發行的蔣渭

水10元紀念幣，贈送給與會來賓。另外由本館設計

呼應〈臨牀講義―臺灣診斷書〉的環保袋，採藥

袋形式，上書「聰明益智丸．延年益壽膏」，用以

裝會議論文手冊和上述各式紀念品。

二、蔣渭水紀念論壇議程與內容

「知識營養．文化力量―蔣渭水先生臨牀講

義95周年紀念論壇」於2016年11月30日在本館國際

會議廳舉行，有2場專題演講，以及依5項子題各安

排一場次，每場次邀請兩位主講人，共發表10篇論

文。

論壇開幕式由本館曾館長主持，總統蔡英文特

頒書面賀詞，教育部主任秘書陳雪玉應邀致詞。由

曾館長代宣讀的蔡總統書面賀詞中，表彰國家圖書

館舉辦紀念論壇的意義，不僅在傳承蔣渭水精神，

且能提振臺灣新世代知識力量，充分發揮圖書館的

教育功能。同時也指出，臺灣社會今日享受蓬勃發

展的自由民主與多元豐沛的文化社經之際，除了感

念蔣先生及其他民主先賢為臺灣犧牲奉獻的成果，

也將追隨其堅持理想與推動改革的精神，相信人

民，相信臺灣，為國家永續發展奠定根基。

本館曾館長致詞時揭示了本館舉辦此論壇的目

的與意義，她表示，今日回顧蔣渭水先生的〈臨牀

講義〉，圖書館擔負著社會通俗教育與開啟民智的

重責大任，因此，本館規劃此紀念論壇，以蔣渭水

先生的理念為出發點，深入淺出地探討臺灣教育、

文化、知識普及與終身學習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教育部陳雪玉主秘指出，國家圖書館舉辦本次論

壇，不僅結合當代傳承、社會責任與任務，亦彰顯

國圖在擘畫社會教育的位置，深值肯定。她也感謝

黃煌雄先生對守護蔣渭水先生以及協助臺灣史料建

制的貢獻。

（一）專題演講

本次論壇邀請黃煌雄先生與陳芳明教授做專

題演講。第一場專題演講由本館曾館長主持，邀請

前監察委員，亦為臺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黃煌雄先

生，以「從『發現蔣渭水』到『守護蔣渭水』」為

題演講。在介紹蔣渭水先生的民主志業與其歷史遺

產之後，黃先生娓娓道來其自1976年出版《臺灣的

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2006年再版更名為

《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以來，研究蔣渭水

的過程與四十年來為讓臺灣人重新認識蔣渭水所做

的努力。黃先生撰著全世界第一本《蔣渭水傳》，

他自稱這場演講是為他守護蔣渭水四十年的告別演

說，別具意義。

第二場專題演講由臺灣大學外文系廖咸浩教授

主持，邀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講座教授陳芳明演

知識營養．文化力量―蔣渭水先生紀念論壇和特展紀要

論壇開幕式邀請教育部

陳雪玉主任秘書致詞

臺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黃煌雄先生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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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目是「蔣渭水與臺灣的知識現代化」。陳教

授也是臺灣著名文學作家，他從蔣渭水當時所提出

的政治聯合陣線概念，來分析蔣渭水在臺灣民主運

動的重要性和對今日臺灣的警醒。他並指出，蔣渭

水先生所發起的文化運動，以知識啟蒙與建構臺灣

主體意識為目標，在臺灣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

陳芳明教授（左）專題演講，由廖咸浩教授主持

（二）各場次論文內容

第一場次探討「蔣渭水對臺灣教育文化的貢

獻」，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謝國興教授

主持。首先由同所的許雪姬教授主講「蔣渭水的同

志對『補習教育最大量』的實踐」，她敘述蔣渭水

和同時代的蔡培火、黃旺成、林獻堂等臺灣菁英，

以推動白話字運動、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本部、支

部，及霧峰一新會等，來推動臺灣的「補習教育」

（社會教育），致力提倡臺灣文化的向上。接著由

國史館館長吳密察教授主講「蔣渭水的『臺灣文

化』概念―兼與賴和比較」，他比較日據時代同

為醫生的蔣渭水和賴和，謂前者為「勇往直前的熱

情革命家」，主張全盤西化論，接受西方思想，欲

快速植入臺灣社會；後者為「佛心仁慈的人道主義

者」，對臺灣社會傳統文化仍持保存態度。

第二場次「臺灣終身教育之發展與演進」，

由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黃月麗司長主持。第一篇論文

係臺灣省教育會理事長李建興教授之「高齡化與終

身教育發展―從終身教育的先知先行者蔣渭水談

起」，因故由王致雅總幹事代宣讀。此文簡述臺灣

終身教育之政策與概況，包括補習與進修教育、社

區與樂齡大學，以及圖書館、博物館、藝術教育館

等社教機構，並提出面對高齡化社會終身教育的具

體措施建議。第二篇論文由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

管理系黃富順教授主講「臺灣終身教育的發展―

從蔣渭水時代的補習教育到終身學習」，他從蔣渭

水啟迪民智的知識補充教育開始，綜述臺灣終身教

育發展歷程，早期以識字教育、補習學校教育，中

期為空中教育、成人教育，後期則以推展終身學習

為主。

第三場次「報刊出版與圖書館報刊閱覽服

務」，由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主任須文蔚教授主

持，分別由林聖芬教授主講「想像蔣渭水在二十一

世紀的行止」，和宋建成教授主講「蔣渭水與臺灣

文化啟蒙運動―兼論圖書館報紙之整理」。現任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副校長的林聖芬，分析當今臺

灣媒體亂象，包括過多媒體惡性競爭而陷入經營困

境，報導品質下降，以及媒體公共性的淪喪與信任

危機，並提出應跨領域整合地活化圖書資訊，建構

資訊和言論自律規範，及激濁揚清，找回社會公

器。曾任本館副館長的宋建成教授，先詳述蔣渭水

及其籌設的「臺灣文化協會」前期的文化啟蒙運

動，其後針對現今圖書館之報刊整理，建議大學應

重視傳統文獻整理課程，館員應有保存史料的認識

並懂得書，而圖書館應有系統地對臺灣早期的「舊

刊」進行調查整理、編製目錄和重製。

第四場次「圖書館知識服務與閱讀推廣」，由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柯皓仁教授主持。第一位

係由國立臺灣圖書館鄭來長館長主講「蔣渭水發表

〈臨牀講義〉近百年後的臺灣圖書館事業」，他揭

知識營養．文化力量―蔣渭水先生紀念論壇和特展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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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蔣渭水〈臨牀講義〉促使臺灣開始重視圖書館的

設置，接著敘述百年來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里程

碑，包括日據時代建立了近百個圖書館，光復後國

立中央圖書館在臺復館，各大學成立圖書館系所，

政府「文化建設」建立各縣市文化中心和鄉鎮圖書

館等。第二位係邀請信誼基金會張杏如董事長主講

「嬰幼兒閱讀運動與圖書館」，她呼應〈臨牀講

義〉幼稚園的處方，敘述信誼基金會推動嬰幼兒教

育的理念與活動，如「Bookstart閱讀起步走」發送

閱讀禮袋予嬰幼兒之特色和效益。

第五場次「知識經濟與資訊素養」，由政治大

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薛理桂教授主持。首先

由同所楊美華退休教授主講「預見與遇見：從知識

營養到資訊素養」，她首先說明資訊素養的意涵、

國際組織宣言及各國推動資訊素養的努力；其次建

議圖書館從知識服務的思維切入，預見讀者資訊需

求，培育民眾的資訊素養，在圖書館遇見新世紀的

知識人。接著由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所教授兼教務

長陳昭珍主講「從知識營養到知識經濟」，陳教授

在定義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後，以實例介紹公共圖

書館如何進行社經價值評估，並提出未來五個重要

社會趨勢為創造力、合作、腦健康、動態學習和社

區連結，最後期許圖書館可以治療知識營養不良的

症狀。

論壇閉幕式安排三個合辦單位首長致詞。本館

曾館長指出本次論壇的特色在於跨領域的參與，場

次和主講人的邀請從圖書館界跨到文史學界，且搭

配了展覽活動，讓社會更全面的了解蔣渭水先生及

其貢獻，此外本館又仿照〈臨牀講義〉設計了「國

家圖書館閱讀處方箋」，希望在當今臺灣社會有效

推廣閱讀風氣。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莊芳榮

理事長致詞時表示，資訊不等於知識，他倡議舉辦

此次紀念蔣渭水先生的活動，特以知識、文化的角

度著眼，希望振聾發聵，對圖書館界有衝擊和啟

發，也讓政府對圖書館更加重視。蔣渭水文化基金

會執行長蔣朝根先生致詞時，除回顧其祖父蔣渭水

對提升當時臺灣社會文化的期許和解決之道外，並

盛讚本館同仁舉辦此次論壇和特展的用心，在眾多

紀念蔣渭水先生的活動中別具特色，令參加的親友

都讚不絕口。

三、蔣渭水紀念特展

配合論壇的召開，本館知識服務組特籌劃舉辦

「團結．知識．力量．蔣渭水：臺灣近代人文的萌

發」特展，於2016年11月8日至12月25日在簡報室

外穿堂展出。此次展覽亦與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

學會、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共同合作，尤其承蒙後者

提供許多有關蔣渭水先生的文件和影片，並對展覽

內容多所建議。

展場區分為「人文萌發的年代」、「核心人

物」、「迴響與啟示」及「蔣渭水生平」等單元，

透過早期圖像及刊行文字等，回顧蔣渭水和他的同

志們的風範樣貌，以及他們共同發起各項民智啟迪

活動的軌跡。其中「蔣渭水生平」單元，利用年表

方式，圖文並茂地呈現其「出身及學識養成」、

「情感與家庭生活」和「人文理念之推動」。珍貴

展品包括蔣渭水致林獻堂有關成立「臺灣文化協

知識營養．文化力量―蔣渭水先生紀念論壇和特展紀要

第五場次由楊美華教授（左）、陳昭珍教授（右）主講，

並由薛理桂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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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信函、讀報會的文宣、《臺灣民報》刊登的

文化講座主題和講者、蔣渭水撰寫的社論、〈臨床

講義〉全文，及蔣渭水宜蘭公學校（小學）和臺灣

總督府醫學校的學業成績單等。另外還安排有「臺

灣文化協會創立95周年」紀念短片的播放，那是由

義美聯合電子商務公司製作，蔣渭水文化基金會發

行，以國、臺、日語發音之短片。

值得一提的是，本館在這次活動中，仿傚蔣

渭水對臺灣的知識營養不良症開立藥方，也針對現

今臺灣社會文化失調的各種症狀，設計了「國家圖

書館閱讀處方箋」，共有十大藥方，包括聰明益智

丸、明目達聰片、博學健腦丹、凌雲壯膽精、春風

得意泉、神清爽氣靈、豁達寬心湯、補元正氣散、

延年益壽膏和十全大補引，以趣味的方式，鼓勵民

眾多多閱讀各類圖書，以振興閱讀風氣，提升文化

競爭力。特展中也設計了閱讀良方「抓藥」活動，

布置藥櫃，供參觀來賓抽取這十大藥方，並可蓋展

覽紀念章，帶回家做紀念。

「團結．知識．力量．蔣渭水：臺灣近代人

文的萌發」特展，於11月15日舉行開幕典禮。典禮

由本館曾館長主持，多位貴賓蒞臨致詞，包括合作

單位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莊芳榮理事長、蔣

渭水文化基金會蔣朝根執行長、國史館吳密察館長

等。曾館長表示：本館這次舉辦特展和論壇，是希

望透過這一系列的活動，呈現不一樣的蔣渭水，讓

一般大眾了解蔣先生以及當時的知識分子，除了致

力於抗衡日本殖民政府、爭取民主自由等等的政治

運動以外，他們也努力提升大眾知識教育的水準。

從本館展示文章、文件、影像等，都能感受到他殷

切的熱情、理念與實踐，例如開設讀報社、舉辦文

化講座、設立書局、創辦或引進海外報刊等。

接著由與會貴賓共同剪綵，除上述致詞者外，

還包括渭水先生家族親屬蔣節雲女士及蔣智揚先

生、國立臺灣圖書館鄭來長館長、新北市政府文化

局林寬裕局長、信誼基金會張杏如董事長、臺灣省

教育會李建興理事長、臺灣大學廖咸浩教授等，場

面熱鬧溫馨。剪綵後每位貴賓各抽取一張國圖「閱

讀處方箋」並朗讀其內容，例如：「補元正氣散」

主治意氣消沉，適合處方是心理勵志類書刊，用

量：每日至少15至30分鐘，每月閱畢一冊，而產生

的副作用為：信心大增，產生救國濟世、捨我其誰

之胸懷。貴賓們都覺得此處方箋之設計頗具巧思，

寓教於樂。特展開幕典禮最後，和論壇之午休時

間，皆特別邀請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蔣朝根先

生，為參加者導覽。蔣朝根先生對其祖父之事蹟如

數家珍，除彰顯渭水先生致力啟迪民智等對臺灣社

會文化的貢獻外，亦穿插一些不為文獻所記載的家

族秘辛，令參觀者獲益良多。

知識營養．文化力量―蔣渭水先生紀念論壇和特展紀要

本館曾淑賢館長主持蔣渭水紀念特展開幕式

蔣朝根執行長為與會民眾導覽蔣渭水紀念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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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營養．文化力量―蔣渭水先生紀念論壇和特展紀要

特展開幕典禮剪綵嘉賓持十大閱讀處方箋合影

四、結　語

2016年適逢臺灣民主先賢蔣渭水先生創立臺灣

文化協會95周年、發表〈臨床講義─關於名為臺灣

的患者〉診斷書95周年、開辦大安醫院一百周年，

本館特於11月間舉辦「知識營養．文化力量―蔣

渭水先生臨牀講義95周年紀念論壇」和「團結．知

識．力量．蔣渭水：臺灣近代人文的萌發」特展。

這兩項活動的特色在於，規劃內容不同以往多從政

治改革角度出發，而是特別彰顯渭水先生致力於提

升臺灣人文教化的理念與實踐，讓一般大眾了解他

在抗衡日本殖民政府、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治運動之

外，同時也致力於提升民族智識，是庶民知識體系

的先知規劃師。

11月30日召開的蔣渭水紀念論壇，從蔣渭水

先生的理念為出發點，全面探討臺灣教育、文化、

知識普及與終身學習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安排二

場專題演講，以及扣合蔣渭水的貢獻、臺灣終身教

育、報刊出版與閱覽、圖書館知識服務與閱讀推

廣、知識經濟與資訊素養等子題的五個場次。邀請

的主講人，除圖書館學界的楊美華、陳昭珍、宋建

成教授、鄭來長館長外，還包括歷史學界的許雪

姬、吳密察教授，文學界的陳芳明教授，教育學界

的李建興、黃富順教授，以及最早關注蔣渭水議題

的黃煌雄先生，長年在媒體業耕耘的林聖芬副校

長，和致力幼兒教育的張杏如董事長，可謂跨領域

的探討推展社會教育的各方面，且邀請對象都是一

時之選。

11月8日至12月25日舉辦的蔣渭水紀念特展，

則從文字、圖片、照片、檔案資料、書信、影片等

各種素材，呈現蔣渭水和他同時代的臺灣先賢，如

林幼春、林獻堂、蔡培火、王敏川、林呈祿、蔡惠

如等人，在日據時期爭取臺灣的自由民主，及以人

文教化奠定社會改革基礎之種種事蹟。

這次蔣渭水紀念論壇和展覽的舉辦，本館和兩

個合辦單位通力合作，開創了成功的經驗。承蒙中

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贊助經費，蔣渭水文化基

金會對特展提供相當多的意見和展品，同時贈書予

本館和參加論壇的來賓，謹此致謝。而館內漢學研

究中心和知識服務組亦分工合作，成功地籌劃辦理

了論壇和特展，且精心設計「國家圖書館閱讀處方

箋」和延年益壽環保袋，讓參與論壇和參觀展覽者

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希望秉持蔣渭水先生的精

神，圖書館能擔負起社會教育與推廣閱讀的重責大

任，進而全面提升國民素質。

＊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引用本館特藏文獻組孫秀

玲、漢學研究中心嚴曉珮，及知識服務組張瀚

云等同事所撰之活動報導，謹此申明和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