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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英國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摘  要 

 

    「臺灣漢學講座」係由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配合政府推動「臺

灣書院」，在海外舉辦的學術活動，目標在於呈現臺灣的漢學研究成果，並宣揚

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自 100 年起，漢學研究中心每年皆在海外舉辦約 6-7

場「臺灣漢學講座」。自 103 年起，開始在歐洲、亞洲、美洲、澳洲等地舉辦，

合辦單位優先考量「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簡稱 TRCCS）服務點。107 年亦規劃於歐洲辦理講座，分別於英國倫敦

大學亞非學院、英國牛津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等地舉辦。英國牛津大學場次由

廖秀滿主任奉派赴英國辦理。邀請的主講人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暨所長胡曉真教授，講題為「明清文學想像中的族群呈現(Representing Ethnicity in 

Ming-Qing Literary Imagination)」。由於胡教授學有專精，演講內容豐富生動，聽

眾深感興趣。 

    此行並順道參訪牛津大學圖書館總館博德利圖書館、牛津郡公共圖書館及牛

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觀摩圖書館空間規劃、館藏展示及服務創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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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臺灣漢學講座」係由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配合政府施政方向，

在海外舉辦之學術活動，目標在於呈現臺灣的漢學研究成果，並宣揚具有臺灣特

色的中華文化。自 100 年起，漢學研究中心每年皆在海外舉辦多場「臺灣漢學講

座」。自 103 年起，開始在歐洲、亞洲、美洲、澳洲等地舉辦，合辦單位優先考

量國家圖書館設置的「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簡稱 TRCCS）服務點，期望藉由合作辦理學術活動，拓展雙方的合作

交流層面，加強更實質的學術關係。為觀摩圖書館空間規劃、館藏展示及服務創

新設計，此行並順道參訪牛津大學圖書館總館博德利圖書館、牛津郡公共圖書館

及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 

     

貳、過程 

    由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規劃的「臺灣漢學講座」， 107 年亦規劃於歐洲

辦理多場講座，其中於英國共辦理兩場講座，於本（107）年 11 月 9 日由國家圖

書館與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臺灣研究中心（Centre of Taiwan 

Studies）共同策劃，於英國亞非學院舉行，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蘇蘅教授

擔任主講，講題為：「民粹主義、社交媒體與 2018 年臺灣縣市長選舉」（Populism, 

Social Media and 2018 Mayoral Election in Taiwan）。 

11 月 26 日，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與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

合作，假該校舉辦今年第 7 場「臺灣漢學講座(Taiwan Lectures on Chinese Studies)」，

由出版中心廖秀滿主任赴英國辦理。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胡曉真

所長，主講「明清文學想像中的族群呈現(Representing Ethnicity in Ming-Qing 

Literary Imagination)」。 

    胡曉真教授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目前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兼所長。胡教授長期研究明清文學、詩詞，及婦女文學，並曾出版《才女徹夜未

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等專著。 

    講座由牛津大學當代中國歷史與政治（History and Politicsof Modern China）

教授同時也是中國研究中心（University ChinaCentre）的主任 Rana Mitter 教授主

持，Mitter 教授首先歡迎胡所長千里迢迢來到牛津演講，讓對漢學研究有興趣的

學者有當面聆聽及交流的機會，是很有意義的學術活動，他提到國圖與該中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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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提供臺灣優質學術出版品和電子資源，充實該中心的

漢學研究實體和虛擬的館藏，嘉惠研究人員。同時也對國圖持續與牛津大學辦理

促進漢學學術交流的國際活動表示感謝之意。 

本次講座中，胡教授以清初戲曲作家顧彩（1650-1718）的著作《容美紀遊》

為基礎，深入淺出的說明中國西南邊陲的土司如何與漢文化進行長期的文化及文

學交流，並如何塑造與主流的漢文化相似，同時保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此外，胡

教授也以此文本出發，向聽眾說明中國少數民族透過對漢民族譜系的自我認同，

所表現出的漢文化優越感。除了介紹此一珍貴的文本之外，胡曉真教授也以其長

期研究關注明清文學的豐富研究經驗，向英國聽眾介紹顧彩筆下土司中親明人士

的影響、地方詩文的寫作、編譯、蒐集，甚或是模仿的重要性，展演重要作品時

的細微差別，以及外來者由帝國視野進而轉化的可能性等研究方向，為本場講座

聽眾帶來一場精彩而別開生面的明清邊疆文學講座。 

本場講座出席人數相當踴躍，包括多位漢學研究專家學者，有東方研究學院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教授 Henrietta Harrison、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主任

Minh Chung、新任的牛津大學圖書館東亞部主任與漢學研究館員 Mamtimyn 

Sunuodula 博士及該中心研究員聶洪萍博士等，並有許多聽眾不斷發問與胡曉真

教授交流，場面相當熱烈。筆者並於講座開始前先播放「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介

紹影片，讓與會者更了解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功能、提供的學術資源、目前在全

球的合作單位，以及合作單位對此中心的肯定等，也於現場發送「外籍學人來臺

研究漢學獎助」、「臺灣獎助金」等宣傳摺頁，藉以鼓勵更多優秀的外籍學者申請

來臺研究，進一步提升臺灣研究的量能。 

牛津大學於 104 年與國家圖書館簽訂「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合作協議後，素有相當密切的學術交流。為國圖在英

國設置的第一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此次為第二度合作辦理學術講座活動，意義

更為深遠。 

    演講之後，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主任 Minh Chung 及 Mamtimyn Sunuodula

博士陪同胡教授及筆者參觀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及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圖書館內

陳列的資料以學生課堂所使用的教科書為主，其餘有關漢學研究的資料是典藏於

牛津大學 2015 年剛整修完成的 Weston 圖書館 （Weston Library）內。圖書館空

間雖不大，但讀者相當多，家具設備用色鮮明活潑，充滿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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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Rana Mitter 教授介紹講者胡曉真教授 
胡曉真教授（左）、Rana Mitter 教授（右） 

  
與會學者合影 聽眾專注聆聽 

  

聽眾提問 胡曉真教授參觀牛津大學「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 

  

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入口 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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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胡曉真教授合影於牛津大學中國研

究中心圖書館 

潘廸生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大門 

 

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網頁介紹國家圖書館與該校合作設立的臺灣漢學資源

中心有提供免費的電子資源 

 

    為藉漢學講座舉行之機會，讓海外學人更瞭解臺灣的漢學研究資源及近年推

動的學術合作交流計畫，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也準備相關資料贈送給與會者，包

括：《2015 臺灣漢學研究數位資源選介》以及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

漢學助」、「臺灣獎助金」、「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等宣傳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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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活動 

 

    辦理講座之外，也趁空檔時間順道參觀牛津大學圖書館及位於市中心的牛津

郡公共圖書館，希望能對圖書館館舍空間設計或服務創新等方面，能有所學習，

以收觀摩之效。 

一、牛津大學圖書館總館博德利圖書館 (The Bodleian Library) 

    博得利圖書館是牛津大學的總圖書館，建於 1598 年，於 1602 年由湯瑪士•

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揭牌啟用。經過 400 年歷史，目前牛津大學內

博德利圖書館群有 28 個圖書館，另有其他附屬在研究中心、系所及各學院

（College）的圖書館，總計有 100 個圖書館，是英國最大的大學圖書館，館藏有

超過 1,300 萬冊（件）的印刷資料，有 8 萬多種電子期刊，館藏量僅次於大英圖

書館。該館並典藏豐富著名的特藏文獻，包括善本書、手稿、紙莎草（papyri）、

地圖、音樂、藝術及文宣品（ephemera）等，許多特藏資料包括莎士比亞的《第

一對開本》（First Folio）（其實際名稱為《威廉·莎士比亞先生的喜劇、歷史劇和

悲劇》）及韓德爾彌賽亞都可以在線上查詢到，這些特藏資料是典藏於 2015 年剛

整修完成的 Weston 圖書館 （Weston Library）。圖書館每年有超過 200 萬的讀者。 

    博德利圖書館群為協助使用者利用館藏資源或加強學術交流能力，辦理一系

列工作坊，包括查詢技巧、參考文獻管理工具（如 RefWorks、Mendeley）、新知

通報（current awareness）、影響程度（measuring impact）、開放取用出版（open access 

publishing）、研究資料管理等。 

博德利圖書館位於牛津城的中心，近年採跨界合作方式，將 15 世紀建造的

神學院（Divinity School）、Convocation House 及 Chancellor’s Court 提供做為婚宴

的場所，是圖書館異業結盟的嘗試。 

神學院是位於牛津大學總館博德利圖書館內，是牛津大學最古老的教學和考

試地方教室，最初的學生口試在此舉行，以拉丁語進行辯論。哈利波特電影 The 

Philosopher’s Stone 及 The Goblet of Fire 中有兩幕是在此取景的，現在這個地方常

有機構或私人舉辦一些夜間的活動。 

    Weston 圖書館是牛津大學主要的研究圖書館，前身是新博德利圖書館（New 

Bodleian Library）。21 世紀初期，為提供珍貴及脆弱的特藏資料更好的儲存環境

進行內部整修，2015 年重新開放，2016 年 7 月獲得史特靈獎（Stirling Prize），這

個獎項是專門獎勵在過去一年中，做出對建築界有重大貢獻的構造的建築師，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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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所頒發，是英國建

築界最高榮耀。Weston 圖書館採會員制，必須申請閱覽證才能使用館藏資源。

一樓大廳有兩個展覽室，並有商店及輕食區。參觀當日為星期日，無法申請閱覽

證，只能參觀一樓大廳對外開放的展覽。為讓讀者更瞭解牛津大學的館藏，經常

舉辦主題展覽。參觀當日在一樓大廳有 “Story of PHI”禁書展及 “Sappho to 

Suffrage: Women Who Dared”圖書文物展。前者展示許多曾經不能流通的書籍。

牛津大學圖書館是英國的法定送存圖書館之一，收藏英國出版的各種書籍，1882

年維多利亞時期，該館制定限閱資料的規定。如今隨著審查及對性的思想的改變，

藉由展覽讓大眾瞭解社會的變遷。後者則是為慶祝英國婦女取得選舉權 100 周年

的特展。此展覽呈現館藏中有關各行各業傑出表現婦女的相關出版品及歷史文物，

展示婦女勇於嘗試的豐碩成果。但此展覽不能攝影，只能現場參觀。 

 

   

 

 
牛津大學雄偉的建築物 牛津大學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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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總館博德利圖書館 牛津大學 Weston 圖書館 

  

Weston 圖書館一樓大廳有大型的數位

看板 

Weston 圖書館舉辦禁書特展 

  

Weston 圖書館展示早期的印刷設備 Weston 圖書館一樓大廳牆上懸掛一幅

牛津郡早期的地圖刺繡 

 

 

二、牛津郡公共圖書館（Oxfordshire County Library） 

    11 月 26 日上午前往牛津郡公共圖書館參觀，該館原名為牛津中央圖書館

（OxfordCentral Library），2017 年改為今名，是牛津市最主要的公共圖書館，亦

是牛津郡公共圖書館系統之一，目前牛津郡有 43 個公共圖書館，由牛津郡休閒

和文化局（Leisure and Culture）管理。1973 年開放時，由英國伊莉莎白女王及女

王母親揭牌啟用。館藏超過 50 萬冊，提供電子書、電子有聲書及電子雜誌借閱

服務，2003 年起採用 OpenGalaxy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圖書館內採挑高的通透性設計，空間很寬敞舒適。有專屬的兒童圖書館，布

置活潑色彩豐富，家具型式也很多樣化。一大早就有母親帶著小孩來圖書館看書。

館內配合聖誕節，還特別有主題書展。圖書館內各類書籍陳列標示清楚，搭配圖

畫或相關圖片，很有吸引力。圖書館提供自助借還書設備，但預約其他圖書館的

資料及借閱視聽資料必須付費。圖書館內的牆壁上貼有許多名人鼓勵閱讀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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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沉醉書海時彷彿有名人陪伴而產生共鳴。為鼓勵年青人創作，圖書館亦設置

創客空間（maker space），提供電腦等設備。 

 

  
1973年 10月 31日牛津郡公共圖書館由

英國伊莉莎白女王及女王母親揭牌啟

用 

牛津郡公共圖書館入口 

  

牛津郡公共圖書館位於購物中心的一

樓 

圖書館的樓梯旁有鮮明的歡迎文字 

  

牛津郡公共圖書館的樓層標示 各類圖書標示非常清楚易於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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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閱覽室的二樓 牆壁上貼有名人鼓勵閱讀的句子 

 

 

圖書館天花板挑高的設計，讓空間更為

寬敞及通透 

翻譯書展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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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提供電子書、電子有聲書及電子

雜誌借閱 

推薦閱讀圖書 

  

兒童圖書館的入口 兒童閱覽室的布置用色繽紛，書架小巧

可愛 

  

兒童閱覽室的幼兒圖書標示活潑  兒童閱覽室的圖書標示牌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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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閱覽室一隅，地板上鋪設兒童喜愛

的拼圖 

兒童閱覽室的造型書架結合椅子功能 

  

牆壁上貼有鼓勵閱讀的句子 牛津郡公共圖書館提供創客空間 

  

創客空間內的布置 創客空間的電腦設施 

 

 

肆、心得及建議 

茲將本次赴英國牛津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與參訪圖書館的建議與心得臚

列於下，供本館日後辦理相關活動之參考，使臺灣漢學講座的辦理效益更為提升；

另圖書館參訪所見所聞，亦希望能帶給國內圖書館同道一些在規劃圖書館空間及

服務之靈感或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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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漢學講座提高臺灣學術研究國際能見度 

    在我國政府的支持下，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配合政府向世界推廣

「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之施政方向，自 100 年起，主動將學術交流觸

角延伸至國際，每年皆在海外舉辦數場「臺灣漢學講座」和古籍文獻展。102

年起，國圖也努力爭取主講人的授權，將演講錄影內容上傳至國圖首頁的「影

音專區」和「數位影音服務系統」，以及漢學研究中心資訊網

（http://ccs.ncl.edu.tw/academy3.aspx），讓全世界愛好相關研究主題的人上網

觀看。自 103 年起，開始在歐洲、亞洲、美洲、澳洲等地舉辦，合辦單位優

先考量國圖設置的「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簡稱 TRCCS）服務點，期望拓展雙方的合作交流層面。臺灣漢學講

座的合辦單位都非常積極協助進行訊息的發布及相關準備工作，使國際上對

漢學研究有興趣的學者，經由參與講座與講者互動，更加瞭解臺灣漢學研究

的方向與成果。此外，豐富的漢學研究學術資源，吸引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

選擇來到臺灣進行研究。自 2010 年開始漢學研究中心接受外交部委辦「臺

灣獎助金」相關事宜，每年都有超過 100 位的學人自世界各國來臺進行研究，

經由在臺研究，將臺灣各方面的進步發展成果推介給全世界，提高臺灣文化

軟實力的影響。 

 

二、上級單位的支持強化臺灣漢學研究國際影響力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的經費大力支持下，將漢學研究服務

延伸至海外，藉由辦理講座、展覽及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等，發揮更廣泛

及深遠的影響力。多年來在計畫經費的挹注下，活動一場比一場精彩，吸引

海外學術界的矚目。另外，在海外辦理活動，一直以來得到教育部及外交部

駐外單位的協助，讓活動可以更圓滿順利。學術交流跨越政治藩籬展翅飛翔，

每個合辦單位的肯定是代表未來更多的合作交流契機。國家圖書館將在過去

的基礎上持續努力，讓漢學研究中心成為更強有力的漢學學術交流平臺。 

 

三、主講人的學術聲望使臺灣漢學研究影響無遠弗屆 

       每一場臺灣漢學講座在邀請主講人方面都非常慎重，在演講主題的訂定

也希望能切合當地研究人員的興趣，期能展現最好的行銷及學術交流成效。

由於漢學研究中心成立 30 多年努力，和國內外知名的漢學研究學者建立非

http://ccs.ncl.edu.tw/academy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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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良好的學術情誼及網絡，因此邀請演講都能獲得大力支持。自辦理以來，

邀請的每位主講人都是該領域卓有聲望的學者，本次赴英國辦理的講座很榮

幸邀請到畢業於哈佛大學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暨所長胡曉

真教授擔任主講人。由於胡教授學有專精，演講內容豐富生動，獲得聽眾熱

烈的參與，並吸引多位知名的漢學家來參加，是非常成功的學術交流活動。 

 

四、持續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展現全球布局之文化軟實力 

    101 年起，國圖在既有之岀版品交換及 30 多年的漢學研究學術交流基礎

上，於教育部支持下展開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簡稱 TRCCS）之計畫，選擇國外重點大學或研究機構設

置，加強與各國漢學研究單位合作，推動海內外漢學學術交流，傳布臺灣漢

學學術成果，共同建置全球漢學研究資源與訊息平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

廣度與深度。103 年起，為促進更多面向的合作交流，加強雙方更實質的學

術關係，並推廣 TRCCS 資源利用率，展開與合作單位辦理漢學講座、主題

展覽等學術活動，或是邀請合作單位派員來臺參加國圖辦理的國際圖書館專

業館員研習班，擔任講座或學員，增加與國內同道及研究人員的互動。經 7

年努力，至 107 年底，已在歐洲、亞洲、美洲、澳洲等國家地區設置 31 個

TRCCS，合作設置的單位皆為世界著名的漢學研究機構或是重要的圖書館，

如日本東京大學、英國牛津大學、澳洲國立大學、義大利威尼斯大學、韓國

首爾大學、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等，合作單位都非常重視這個合作計畫，

肯定這個服務各國研究人員的努力。國圖為提供各合作單位即時掌握各項活

動 資 訊 及 使 用 相 關 資 源 ， 建 立 TRCCS 專 屬 網 站

（https://trccs.ncl.edu.tw/trccsc/trccsnewweb），此網站可查詢國圖提供給每個

TRCCS 的資源以及辦理的各項學術交流活動。 

 

  

https://trccs.ncl.edu.tw/trccsc/trccsnew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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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赴英國牛津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行程 

 

時間 行程及活動內容 

11/24  

 (六) 

上午 09:30 CI69 搭機至英國牛津 (47D) 

Terminal 1 

下午 15:30 抵達英國倫敦蓋威特機場 

LONDON GATWICK SOUTH TERMINAL 

11/25 

 (日) 

  全日 參觀牛津大學圖書館總館博德利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 

11/26 

 (一) 

上午 參觀牛津郡公共圖書館（Oxfordshire County Library） 

下午 *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場地︰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re） 

13:00-13:05 播放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宣傳影片 

13:05-13:10 主持人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Rana Mitter 教授開

幕致詞及介紹講者 

13:10-14:00 胡曉真教授演講  

14:00-14:15 Q&A 

14:15-15:00 會後座談 

15:00-15:30 參觀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及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15:30-19:00 前往機場 

*21:15 CI70 搭機返臺 (48D) 

11/27 

 (二) 

下午 18:20 抵達臺北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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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灣漢學講座」宣傳海報和社群媒體報導 

 

  

於牛津大學辦理的「臺灣漢學講座」

海報 

胡曉真教授演講英文摘要 

 

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 FB 宣傳臺灣漢學講座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