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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新建
工程招標說明會與籌建諮詢會
108年第1次會議

一、新建工程案招標說明會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新

建工程」案招標說明會分別在108年8月9日於臺南

市家樂福新營店及8月12日於本館簡報室舉辦，此

項國家重要建設案共計有16家施工團隊熱烈參與。

本館特別重視本項工程招標說明會，2場次分

別由吳副館長英美率員出席臺南場進行致詞，並由

曾館長淑賢壓軸為臺北場進行致詞；設計單位張清

華建築師進行建築設計案件簡介，並於臺南場進行

基地實地場勘，以及於臺北場之模型導覽；專案管

理單位針對後續進度期程及招標方式進一步說明。

曾館長致詞時表示，國家圖書館除提供讀者

服務外，更肩負法定送存典藏、漢學交流平臺、古

籍善本及特藏資源保存等重責大任。本項建設案除

了興建南部分館，更包含興建國家聯合典藏中心，

將有效解決國圖本身空間不足的問題，其中高層高

效倉儲書架可提供1,300萬冊藏書空間，自動倉儲

系統(ASRS) 可提供200萬冊藏書空間；此外，亦包

含特藏文獻庫等其他特殊空間。本案工程複雜度有

別於過往案例，興建完成後勢必吸引許多訪客並成

為文化新地標，期能透過願意接受挑戰的工程界前

輩能協力將建築師的設計概念予以落實執行；另請

施工團隊能信任專案管理單位、設計單位及國圖團

隊，因為建築空間及傢俱設備需求已非常明確，後

續工期應不致於延宕。

吳副館長致詞時表示，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未

來有別於總館，將採不分齡的讀者服務，其中很多

設施設備規劃為一般圖書館所沒有，而高層高效倉

儲書架更是絕一僅有。目前新建工程案細部設計已

完成，並已進行公開閱覽，期望透過工程先進共同

努力創造標竿地標，並提高臺灣能見度。

新建工程案除前述2場招標說明會，並順利完

成公開閱覽及成立評選委員會及蒐集相關意見進行

招標文件修正，已於8月23日上網公告，竭誠歡迎

國內施工團隊參與投標共同為國家打造世界級文化

地標。（秘書室張秀蓮、許協勝）

新建工程案招標說明會（臺南場）（108年8月9日）

 

新建工程案招標說明會（臺北場）（108年8月12日）

二、籌建諮詢會108年第1次會議

教育部為推動本項建設案，於107年3月邀集政

府代表，以及圖書資訊、公共工程及建築設計、行

政管理、景觀規劃及節能規劃等領域專家學者15人

組成籌建諮詢會，以進行籌建時期之相關政策方向

及營運管理策略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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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第1次會議10月9日於本館召開，由黃司

長月麗代理召集人主持，會中由本館、專案管理單

位及設計單位等進行專案報告，委員除針對工程經

費期程、空間規劃設計及營運使用管理等進行討論

及交換意見外，並針對讀者餐廳及屋頂太陽能光電

板之招商策略、與在地相關政府機關(構)共同單位

辦理先導服務與宣導工作方案、開館系列活動初步

規劃工作內容等各項議題提出寶貴建議，將做為執

行本案的參考。（秘書室張秀蓮、許協勝）

籌建諮詢會108年第1次會議（108年10月9日）

充實南部分館兒少文學史料
從《中華兒童叢書》開展

兒童透過閱讀滋養成長經驗，教師藉由故事

內容為學童創造許多科學、社會、語言、藝術及其

他領域的學習機會，此也正是108年新課綱提出的

「核心素養」概念，以培養「自主行動」、「溝通

互動」、「社會參與」的「終身學習者」為目標；

同時本館南部分館將成立「臺灣兒童及青少年文學

史料中心」，主要提供研究、教學與創作所需之圖

書文獻資源，此即融入新課綱各領域教材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為充實該中心館藏，本館已戮力向各方

廣徵90年前出版之兒童讀物。

本館啟動早期兒童讀物徵集之際，首要從臺灣

具指標性的兒童讀物展開，即是臺灣省教育廳於民

國54年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推動「兒童讀物出

版計畫」所出版之《中華兒童叢書》，其依內容難

易分低、中、高年級，也依性質分文學、科學、健

康、藝術等，惟此官方出版提供全國國小學童閱讀

的兒童課外讀物，於民國91年精省後教育部宣布裁

撤編輯小組而結束出版，前後38年共計出版981冊

圖書（含7冊簡介），可謂對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

上相當重要的一套著作，本館現典藏該叢書有957

冊，感謝蘆洲國小、卑南國小、國立臺東大學與臺

北市立圖書館等機關學校共襄盛舉之贈與，目前

館闕為24冊，除已函請各縣市教育局（處）協助徵

集，同時歡迎各界愛書人提供相關捐贈資訊，共同

為完整保存本土兒童讀物而努力。（館藏發展及書

目管理組周倩如）

研究從問題開始
108年青年學者養成營

本館為全國高中職生量身訂做的「青年學者

養成營」活動，以競賽和實作方式，由學者專家傳

授資料蒐集、研究設計與論文寫作的知識與技巧，

引領青年學子進入學術研究殿堂，迄今已邁入第五

屆。

本活動於本（108）年7月1日至26日分別於臺

北、臺中及高雄三地辦理，計有269人報名參加，

依場地大小錄取105位學員。活動訊息發佈後，獲

得老師、家長與同學的關注，參與的學員就讀學校

遍布全國，基隆、臺北、桃園、新竹、臺中、嘉

義、彰化、雲林、臺南、高雄、屏東、宜蘭及花

蓮，甚至有上海臺商子女學校學生專程回國報名參

加。

本營隊活動課程內容包括專家學者學思歷程分

享、認識圖書館、圖書資訊利用指導、研究方法與

充實南部分館兒少文學史料從《中華兒童叢書》開展／研究從問題開始108年青年學者養成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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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RDA中文編目實務課程」圓滿完成

論文寫作、問卷設計與分析，課程邀請館外知名學

者擔任講座，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徐國能教授、

臺灣大學羅思嘉教授、中興大學祁立峰及宋慧筠教

授、成功大學蘇偉貞及蒙志成教授，本館陳致宏、

張瀚云及城菁汝3位博士，以及王宏德、邱昭閔及

吳亭佑3位助理編輯授課，以競賽和實作的方式，

講授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的知識與技能，問卷設

計、發送與分析，藉由獨立思考與團隊合作，上臺

發表研究成果，讓學員親自體驗學術文獻產出的過

程。不論問卷設計、投影片技巧、題目設定與表達

能力等，學員們都有令人驚豔的優異表現。

本館曾淑賢館長在臺北場始業式中勉勵學員把

握為期5天的營隊活動，除了進一步認識本館外，

更要能善用圖書館的各項資源，將營隊所學之學術

研究技能與態度應用到將來人生的不同階段。在當

今強調「合作」的時代，曾館長更勉勵學員能藉由

營隊與不同背景的同學互相交流，透過分享學習經

驗與合作研究的過程，激發研究與思考的火花，今

日的營隊研究夥伴將能成為未來工作或研究上的好

朋友。

分析三梯次參與學員前後測學習卷，平均值

由3.25成長為4.41，許多學員皆表示收穫滿滿，紛

紛表示希望能再度報名參加。（知識服務組劉瑤

琪）

曾淑賢館長與臺北場學員結訓大合照（108年7月5日）

 

臺中場學員結訓合影秀出結訓證書及獎項牌（108年7月12日）

 

吳英美副館長與高雄場學員結訓大合照（108年7月26日）

108 年「RDA中文編目實務課程」
圓滿完成

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為因應網路環境而產生的新編目規

則，以IFLA所研訂之FRBR及FRAD概念為基礎與

框架，適用於各類型資源的著錄，目的是增進數位

環境中書目的檢索、巡覽功能，以及書目資料的可

即性與互通性，自2010年6月正式問世，現今已取

代AACR2，成為新的國際編目規範。

面對新的國際規範，除須對規範內容與學理

基礎建立深厚的底蘊之外，如何兼顧「在地化」與

「國際化」，研擬既可與國際接軌，又能兼容本地

圖書資料特性的著錄政策，成為各國圖書館資訊組

織工作需要面對的課題，這對非拉丁語系國家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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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工作影響尤深，日本圖書館學會甚至以RDA來

修訂「日本目錄規則」（NCR），於2018年底正

式發布，做為未來和漢圖書資料編目的新規範。

本館亦從2012年開始著手研究RDA，成立工作小

組研擬配套措施，進行館員知能訓練，於2013年開

始，依循RDA編目規範進行西文圖書資料編目，

至2018年7月中文圖書資料採用RDA規範進行編

目。每一段歷程都由實務編目人員與專家學者共同

合作、反覆研究，也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與實作經

驗。因此，本（2019）年8月30日特舉行「RDA中

文編目實務課程」，邀請輔仁大學陳淑燕講師，與

本館牛惠曼編輯，多面向探討RDA編目規則重要

理論概念及原則，並結合常見館藏資源之編目實務

議題討論，協助國內圖書館書目與國際編目標準順

利接軌。

本次課程規劃了「RDA著錄原則與圖書編

目」、「RDA書目關係與非書資料編目」兩大單

元，除了對規則與理論重點做歸納整理，協助與會

同道逐步學習RDA中文編目欄位著錄原則、書目

關係的著錄方法、採用RDA規則後與中國編目規

則的顯著差異，以及MARC 21因應上述改變對欄

位所進行的調整等。除此之外，課程中也安排圖書

館常見典藏資源的編目實例（圖書、錄音資源、錄

影資源、電子資源等），協助與會者進一步學習各

類型RDA書目的實際樣態與著錄方法。由於RDA

規則賦予圖書館相當大的實務彈性，各圖書館可依

各自的讀者與資訊服務需求決定著錄政策，本次課

程主要目的除了推廣RDA重要的書目概念，也希

望讓各圖書館編目人員瞭解採用RDA之後書目結

構的重要改變，做為擬訂書目編製、抄錄或是檢核

工作相關政策的基礎。

本次課程共有173位同道參與，學員們除了表

示對RDA實作課程的需求，希望能多有接觸與學

習的機會之外，也期待未來相關課程能增加學習時

數。本館除了期望能以研習課程，分享相關經驗之

外，也希望藉此瞭解各圖書館領域的編目實務需

求，於未來規劃更適切的課程內容與同道交流。

（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馬千惠）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陳淑燕講師講述「RDA著錄原則與圖書
編目」（108年8月30日）

 

本館牛惠曼編輯講述「RDA書目關係與非書資料編目」（108
年8月30日）

108年NBINet合作編目研習活動
紀要

本館一年一度的NBINet合作編目研習活動，

今年已於9月20日假本館一樓簡報室舉行。過去

NBINet合作館採用RDA編目僅止於西文圖書，但

現階段已開始有大型合作館將觸角延伸至中文圖書

資源。由於大館的中文書目紀錄為各館主要抄錄編

108年NBINet合作編目研習活動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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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遠距學園推出圖書館員暑期充電課程

目來源，在大館的影響下，一般合作館可能效仿

跟進，為此，本次研習課程規劃以RDA編目為主

軸。

本次研習會課程安排有「RDA編目實務經驗

分享」及「中文圖書RDA編目」。前者由本館馬

千惠專員講授，她從西文圖書編目的角度出發，分

享抄錄編目時如何判斷取捨及應注意事項。後者由

牛惠曼編輯講授，課程內容包括RDA編目的基本

概念、實例及本館的作法等。兩位講師毫不藏私地

傾囊相授，幫助受訓學員瞭解並掌握RDA編目的

要領。由於課程規劃相當具實用性，報名踴躍，參

加的學員共計107人。

為瞭解學員對研習課程的滿意度及需求，本

次活動也援例實施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學員

對本次研習會課程滿意度高達98.9%。本館日後將

持續了解合作館需求，規劃合作編目研習課程的內

容，以協助同道汲取合作編目相關之專業知能，進

而提升NBINet聯合目錄整體品質。（書目資訊中

心鄭惠珍）

馬千惠專員講授RDA編目實務經驗分享（108年9月20日）

牛惠曼編輯講授中文圖書RDA編目（108年9月20日）

國圖遠距學園推出圖書館員
暑期充電課程

本館為增進各類型圖書館館員之專業知能，推

動「圖書館從業人員暑期數位學習推廣計畫」，遠

距學園數位學習平臺特別開設「公共圖書館管理基

礎訓練」、「閱讀素養融入教學」及「桃李春風一

杯酒系列課程」等精選系列課程，並結合推廣活動

以鼓勵圖書館館員進修選讀。學員於本（108）年

8月底前，選讀並完成本次推廣之課程10小時以上

者，除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或教師研習

時數）外，亦可參加活動精選好書的抽獎。

本次規劃之課程吸引眾多學員選讀，共計有近

百位學員完成本次活動指定選讀範圍及時數，符合

抽獎資格。本次抽獎活動已抽出35位幸運兒，中獎

名單亦已公告於本館最新消息及遠距學園平臺。為

延續遠距學園數位學習平臺課程之推廣效益，本館

已推出「秋季數位學習推廣課程」（https://cu.ncl.

edu.tw/mooc/explorer.php），未來亦將接續規劃冬

季精選推廣課程，讓本館遠距學園伴您走過四季，

學習永不止息。（圖書館事業發展組杜依倩）

 



32   國家圖書館館訊 108 年第 4 期（民國 108 年 11 月）

【
館
務
簡
訊
】 「當代印度系列講座Contemporary 

India: Talk Series」隆重登場

本館與印度台北協會合作舉辦「當代印度系列

講座 Contemporary India: Talk Series」講座活動，

於108年7月21日週日下午在本館國際會議廳辦理首

場講座，邀請到曾造訪印度11次的外貿協會黃志芳

董事長蒞臨主講「驚艷印度：騰飛崛起的不思議國

度」，民眾參加踴躍，現場座無虛席。並於演講開

始前，特別安排由德馨和劉麗麗舞蹈團帶來二段寶

萊塢舞蹈表演，在充滿印度風情的氛圍裡揭開活動

序幕。

本館曾淑賢館長於開場致詞時表示，國家圖

書館每年皆與各國駐臺辦事處合作舉辦各類展演活

動，希望藉由本館的場域並結合各項館藏資源，讓

民眾能認識體驗各國的文化與風情。本系列講座內

容將涵蓋各面向之主題，如印度社會的多樣性、宗

教文化、旅遊、電影、舞蹈、音樂及戲劇等，以藉

此向臺灣民眾介紹當代印度多元文化和社會的多樣

性及活力。而印度台北協會史達仁會長則表示，印

度就像一座館藏多元豐富的大圖書館，等待著民眾

探訪，因此十分有幸本次能夠有機會與國圖一同合

作，希望引領民眾一同深刻了解與認識各面向的當

代印度。

黃志芳董事長於本演講中與大家分享他對於

印度各種層次與面向的認知，以及其造訪多次印度

各地所體驗到的人文風情。此外，黃董事長也提出

了多項相關重要數據，展現了當代印度在經濟、科

技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崛起與能量。黃董事長最後

以「Incredible India Amazing Taiwan, Best Partners in 

the 21st Century」作為結語，希望在印度的這場騰

飛崛起的盛宴中，臺灣不會缺席！

演講結束後，與會民眾紛紛把握這難能可貴的

機會與黃董事長請益及交流，黃董事長亦針對現場

「當代印度系列講座Contemporary India: Talk Series」隆重登場

國圖遠距學園秋季數位學習推廣課程頁面。網址：https://cu.ncl.edu.tw/mooc/explor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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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正名25週年紀念回顧特展」及開幕記者會

提問，一一給予真誠且適切的回應。此外，印度台

北協會於會後準備了印度特色茶點，讓與會民眾不

僅渡過了一段知性的週日午後時光，也讓味蕾感受

到了一場印度盛宴。（圖書館事業發展組杜依倩）

 

曾淑賢館長（後排右三）與黃志芳董事長（後排中）及史達仁
會長（後排左三）合影（108年7月21日）

 
「原住民族正名25週年紀念回顧
特展」及開幕記者會

本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08年7月23日至8月

11日合辦「108年原住民族正名25週年回顧展」。7

月23日上午11時於1樓展覽廳舉辦開幕記者會，邀

請泰雅族女歌手雲力思及2位年輕族人用原住民的

古調及傳統樂曲為開幕記者會揭開序幕，並邀請原

住民運動領導者之一，長老教會石明雄牧師致詞。

石明雄牧師於致詞中講述吳鳳鄉改名阿里山鄉的歷

史緣由，並說原住民族運動不是靜止的運動，是一

個不斷革新與前進的運動，臺灣每一個在推動原住

民族運動的人，都只有一個信念就是讓原住民的未

來更好，讓祖孫們以我們為榮並繼續推動讓臺灣成

為更美麗、可愛、生生不息的地方。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出席特

展開幕式時，向參加記者會來賓及民眾介紹原住民

歷經10年才爭取到正名成功的歷程，並於記者會後

一同參觀展覽內容與圖像。本次展覽共規劃6個展

區，以時間軸闡述原住民正名的歷程；此外，特展

內容還有許多特殊畫面與佈置，例如有複製1994年

在凱達格蘭大道時用的布條、當時推動正名運動參

與人士的照片等。希望透過這次的特展讓更多人了

解正名運動的過程。

本館曾淑賢館長致詞表示，本館非常榮幸和原

住民族委員會共同辦理「原住民族正名25週年紀念

回顧特展」，圖書館角色除了蒐集各種資料作完整

的典藏，最重要是希望能透過這些資料被利用、透

過知識的流傳讓民眾對於各種主題及知識有更多的

認識。本館網站建置有創意的數位教育，將原住民

族相關議題探討，透過大學教授的主講發送到全國

中小學，這些資料也完整保存在網站上，使用率也

非常高，例如本館出版的《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

灣原住民圖像》電子書，除了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可線上瀏覽外，在華航飛機上也可點選閱覽。此次

展覽的內容，希望也可納入本館「臺灣記憶」系統

（https://tm.ncl.edu.tw/index），讓展覽無遠弗屆，

提供全世界有興趣的朋友研究、講座與教學之用。

（秘書室張秀蓮）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左1）、曾淑賢館長（左2）及與會來
賓一同參觀展覽（108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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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傳播的未來該何去何從？」Elaine L. Westbrooks 館長蒞臨國圖演講
／國圖與臺東縣政府及波蘭臺北辦事處合作辦理波蘭兒童人權特展

「學術傳播的未來該何去何從？」
Elaine L. Westbrooks 館長蒞臨國
圖演講

 108年7月30日（星期二）上午，本館十分

榮幸邀請到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圖書館Elaine 

L. Westbrooks館長蒞臨本館主講「學術傳播的

未來：朝向開放的基礎建設」（The Futur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Moving Towards an Open 

Infrastructure）。在面對學術出版品訂閱費用日漸

高漲的趨勢下，以及圖書館的年度經費日益縮減的

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個得以永續發展的學術傳播環

境及未來，是現今各學術單位皆重視的議題。故本

次專題演講有多位國內大學圖資系所教授、圖書館

館長，以及圖資領域同道皆蒞臨參與，現場座無虛

席。

本次專題演講及交流由本館曾淑賢館長親自主

持。Westbrooks館長首先與聽眾分享了相關數據以

呈現學術傳播被少數大型學術出版商壟斷之現況，

以及經費分配比重日漸不均等困境，並提出對應之

學術資源發展策略及原則。Westbrooks館長認為，

若要創建可永續發展的學術傳播未來，除了要持續

與校內教職員及研究者倡導學術資源開放近用的理

念及重要性，更應深度了解師生實際所需的學術資

源為何，並針對目前使用現況與使用者行為進行探

勘及分析，以能掌握核心資源並作為後續購置學術

資源的考量依據。此外，對於學術資源的態度，應

由重視擁有權轉而以取用權為重。運用以上策略，

各大學單位未來將可由出版商手中重新取回學術傳

播的掌控權。畢竟，學術應該回歸開放自由，知識

的創造與傳播應是無償的。

演講結束後，多位圖資系所教授與同道皆紛紛

把握這難能可貴的機會，向Westbrooks館長請益，

Westbrooks館長皆一一給予實務經驗的意見回饋，

同時亦交流臺灣經驗與現況，使得本場專題演講更

加別具意義。（圖書館事業發展組杜依倩）

Westbrooks館長（左五）與曾淑賢館長（右五）、多位圖資系
所教授及館員於會後留影（108年7月30日）

國圖與臺東縣政府及波蘭臺北辦事處
合作辦理波蘭兒童人權特展

為推廣兒童權利及倡導相關理念，本館、臺東

縣政府與及波蘭臺北辦事處，共同策辦「波蘭兒童

人權展」，並於9月5日在臺東縣文化處圖書館1樓

熱鬧開展，開幕儀式於上午9時展開，包括臺東縣

饒慶鈴縣長、本館曾淑賢館長、波蘭臺北辦事處文

化組高琳雅組長、臺東縣政府文化處鍾青柏處長等

貴賓參與開幕。

開幕儀式由小提琴演奏波蘭圓舞曲揭開序幕，

饒慶鈴縣長於致詞中感謝國家圖書館及波蘭臺北辦

事處的協助，將這深具意涵的展覽移到臺東，展現

臺東對於捍衛兒童權利持續耕耘以及重視相關的議

題。

曾館長表示本次本館很榮幸有機會延伸合作觸

角，將今年6月於本館展出之「波蘭兒童人權展」

相關展覽內容巡迴至臺東展出，讓此深具意涵的展

覽內容與欲傳達的理念，有效拓展其影響層面，亦

讓臺東的朋友們也能一同領略「波蘭兒童人權之

父」柯札克畢生推展之兒童人權理念與精神。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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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橡園虛擬實境（VR）影片體驗暨TRA@40：臺美恆久夥伴影像展

鼓勵圖書館藉由展覽的機會，可規劃波蘭文化或相

關活動，讓兒童及民眾能透過圖書館以及網路搜

尋，對於此議題有更深入地理解。

本展覽內容以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

扎克理念為主軸，呈現其有生之年為兒童所做之貢

獻，以及波蘭在兒權上落實之成果，展覽從9月5日

至29日，於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圖書館一樓入口處展

出，10月15日至30日於卑南國小接著展覽。（國際

合作組繁運豐）

開幕儀式貴賓與參與兒童合影（108年9月5日）

雙橡園虛擬實境（VR）影片體驗
暨TRA@40：臺美恆久夥伴影像展

配合「臺灣關係法」（TRA）40週年活動，並

結合新科技潮流，外交部首次拍攝深具意涵的雙

橡園主題虛擬實境（VR）影片。本館及外交部共

同策畫舉辦「雙橡園虛擬實境（VR）影片體驗暨

TRA@40：臺美恆久夥伴影像展」，展期為108年9

月10日至10月27日。

該VR影片由外交部駐美國代表處同仁擔任主

持人，透過對雙橡園及近代史實的介紹，凸顯歷久

彌堅的臺美關係發展進程。為擴大本次展覽的效

益及豐富性，特別設置體驗區，透過專業的VR設

備，提供觀展民眾體驗更逼真的高畫質虛擬實境影

片。此外，本次展覽也由外交部與美國在臺協會合

作舉辦的「臺灣關係法」立法40週年影像展中，精

選若干影像展出，透過影像的一併展現，讓民眾深

入瞭解臺美40年來歷久彌堅的情誼。

雙橡園不僅是連結中華民國與美國過去、當下

及未來的指標性建築物，更具有獨特的政治外交及

歷史文化意涵。建於1888年的雙橡園位於華盛頓的

西北區，佔地18.24英畝，是華府市區最大的私人

宅院，面積幾與白宮相當。原是「國家地理學會」

創辦人赫巴德所蓋的夏日別墅，並以屋前兩棵美麗

的橡樹而命名。中華民國政府在1937年向赫氏家族

承租雙橡園作為駐美大使官舍十年之後，於1947年

向赫氏家族購入。除各方貴賓外，多位美國總統級

名人，諸如艾森豪、尼克森、福特與小布希在擔任

總統前，均曾造訪雙橡園。1986年2月，此一歷史

名園更正式被美國內政部冊列為國家古蹟，印證其

歷史與文化的重要意涵，以及經歷見證雙邊關係演

進、產權維護、園區整修及列為國家古蹟等重要歷

史時刻。（國際合作組許琇媛）

雙橡園虛擬實境（VR）影片體驗暨TRA@40：臺美恆久夥伴
影像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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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亞百年手稿展／「國際自學力論壇」及「走近星雲大師自學之道講座」

 張秀亞百年手稿展

今（108）年9月16日為張秀亞百年誕辰，因

此本館擇於9月3日至29日在閱覽大廳辦理「張秀亞

百年手稿展」來紀念這位才情洋溢、深刻蘊藉的作

家。展件包括散文、詩作、書信、評論、照片以及

早期的出版如《三色堇》、《尋夢草》、《牧羊

女》、《七弦琴》等30餘件。

張秀亞（1919-2001）是臺灣最重要的作家之

一，北平輔仁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畢業，輔仁大學歷

史學碩士。來臺後曾於輔仁大學、靜宜英專等多所

大學任教，並擔任過國大代表。張秀亞文藝創作起

步很早，英文根底深厚，非常欣賞英國作家吳爾芙

和法國作家莫里亞克的寫作，所以在她早期的作品

中也讀得出那種時空交錯的風格和細膩鋪陳心理的

筆調。就文學創作來說，張秀亞認為寫作要從大處

著眼、小處著手，小題材經過智慧的解釋和巧妙的

描繪，就能寫出人性的本質和宇宙的真實。她自己

說過「自生活的最細微處，反映出那顛撲不破的真

理」，這是一沙一世界的宗教情懷。她早期的作

品，經常表現一種個人的思想夢幻和悲喜心境，風

格空靈飄逸，文字間帶著一種煙水迷濛的韻味，非

常吸引讀者，所以瘂弦向她約稿，總希望她寫「水

濛濛的那種」。中年之後寫作風格逐漸貼近現實，

更注重真實生活所帶來的啟發。70年代後的作品趨

於樸素自然，晚年則回顧創作的足跡，筆觸含蓄雋

永，意味深長，表現出對人生深厚的感悟。（特藏

文獻組杜立中）

「張秀亞百年手稿展」於本館一樓閱覽大廳展出

「國際自學力論壇」及
「走近星雲大師自學之道講座」

一、國際自學力論壇

今（108）年8月17日本館與財團法人臺北市

王雲五基金會及佛光大學跨域自學力中心合作辦理

「國際自學力論壇」，以紀念王雲五先生勇猛精

進、堅苦自學的精神。王雲五先生一生提倡自動自

發的研究精神，他說：「教育之目的，在養成學生

自動研究之能力與興趣者，較灌輸知識於學生遠為

重要。」王雲五先生是自學成功的典範，鼓舞了許

多青年學子。自學是基於求知好奇心理，主動發覺

問題，安排學習方法，規劃學習流程，自訂學習目

標，並確實完成學習計畫，以解決心中疑惑或學習

特定技能。論壇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城邦媒

體集團執行長何飛鵬、佛光大學董事長慈惠法師、

佛光大學林文瑛教授及佛光大學林明昌教授幾位自

學能力極為出色的學者專家與聽眾分享自學的經驗

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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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廣活動／新書發表會

 

國際自學力論壇與會學者專家合影（108年8月17日）

二、走近星雲大師自學之道講座

9月28日本館與臺灣商務印書館及佛光山香海

文化合作辦理「走近星雲大師自學之道講座」以提

倡星雲大師一生弘法自學之精神。講座邀請佛光山

慧知法師、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人間佛緣：走

近星雲大師》作者紀碩鳴以及商務印書館總編輯李

進文4位與談人，就「分享星雲大師自學經驗」、

「談與星雲大師結緣及影響」、「我所認識的星雲

大師」3個子題分別發表談話及感想。高齡93歲的

星雲大師一生不曾進過正規學校，但他不僅創立佛

光山弘法事業，還興辦教育、創建美術館、成立公

益信託教育基金，更為文千萬言、開創一筆字，成

就非凡。商務印書館出版之《自學之道》以及香海

文化之《人間佛緣：走近星雲大師》，都集結了星

雲大師各個生活領域的自學經驗和不同的佛緣，包

括佛法修行、寫作、編輯、演講以及管理等各個面

向，為讀者提供最好的學習榜樣。（特藏文獻組杜

立中）

走近星雲大師自學之道講座與談人合影（108年9月28日）

 閱讀推廣活動／新書發表會

本館一向以「推動全國閱讀風氣、促進民眾

養成良好閱讀習慣，並具備良好閱讀能力」為策略

方向，經常運用跨界跨域的合作方式，結合相關機

構、文教團體、民間企業、駐臺外交單位或出版社

辦理各式閱讀推廣活動及新書發表會。本期特精選

108年9月份2個場次之閱讀推廣或新書發表會活動

概況與讀者分享。

一、�「繪本與哲學」新書發表講座紀實

（9月18日下午2：00）

本館與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9月

18日舉辦「繪本與哲學」新書發表講座，邀請毛毛

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創辦人楊茂秀教授主講，分享長

期以來從事兒童哲學教育豐富精彩的經驗與見解。

楊教授介紹五部哲學繪本中的五位哲學家思

想，包括約翰．杜威的知識是改善人生的工具，教

育的目標是讓學生從自己的經驗中學習；盧梭的回

歸自然，人生而自由卻被社會的枷鎖所束縛；蘇格

拉底的認識自己，未經檢視的生活不值得過；叔本

華的同情心是所有道德的根本；西蒙波娃的性別是

社會化的結果，不能因為男性做不到就斷言女性也

做不到。

孩子是天生的哲學家，楊教授勉勵家長和老

師保有赤子之心和孩子擁有一樣的視界，鼓勵並理

解孩子，引導孩子哲學自我的感知，覺察自己的情

緒及行為是和他人息息相關，因練習藝術而養成社

會責任及公民意識，達到一○八年課綱的核心理念

「自發、互動、共好」。

楊教授在講座中進行了兩種有趣的活動，一是

以問句進行對話，二是以火星語進行對話，強調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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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溫馨親子日活動　歡欣鼓舞熱烈展開

習本身應該就是一種創造一種藝術。家長和老師應

多和孩子討論，多傾聽孩子的聲音，成為心胸開闊

的大人才能引領孩子，活化孩子的哲學家本質，並

從孩子處學習，日常生活即充滿哲學。（國際標準

書號中心陳小萍）

楊茂秀教授幽默生動的演講風采（108年9月18日）

二、�楊麗花傳記《楊麗花的忠孝節義》新

書發表會（9月28日下午3：00）

臺灣歌仔戲最具代表性的經典人物，就是有

「國寶級歌仔戲皇帝」封號的楊麗花，身兼演員及

歌仔戲戲曲製作人，戲迷橫跨海內外華人，是串

起臺灣人生活記憶的重要存在。在睽違16年後於9

月再度重返電視螢光幕前，同時出版新書《楊麗花

的忠孝節義》。此本傳記由楊麗花口述、媒體人林

美璱採訪撰寫，封面由漫畫大師鄭問之子鄭植羽繪

製。

本館與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辦理

的《楊麗花的忠孝節義》新書發表會於9月28日

（六）下午展開。楊麗花時隔多年再次現身與民眾

歡聚一堂，場外滂沱大雨卻澆不熄場內民眾的熱

情，楊麗花進場時引起大家的歡呼及如雷掌聲，整

場活動充滿歡樂及溫馨氣氛，宛如一場粉絲見面

會。活動以主持人方芳與楊麗花、陳亞蘭的訪談方

式進行，楊麗花心心念念的都是歌仔戲的傳承，並

想將人生經歷與年輕人分享。陳亞蘭則表示楊阿姨

的一生即是教材，自小從父母身上學到忠孝節義並

以身作則，讓劇團團員能朝著她的方向學習。

適逢發表會當天就是教師節，劇團成員特別準

備了蛋糕並行跪拜禮以表達對楊團長的感恩。現場

民眾老中青三代齊聚，打破大家對沒有年輕人喜歡

歌仔戲的刻板印象，發表會最後在媒體聯訪的熱烈

氣氛中結束。（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曾維絢）

發表會合影，左起為聯經陳芝宇總經理、陳亞蘭小姐、林美璱
小姐、楊麗花團長、鄭植羽先生、曾淑賢館長、陳逸華主編、
胡金倫總編輯。（108年9月28日）

國圖溫馨親子日活動
歡欣鼓舞熱烈展開

迎接暑假的來臨，本館於108年8月12日利用休

館日舉辦員工親子日活動，讓同仁們藉此機會帶著

孩子到館，了解同仁的工作環境與工作性質，體驗

平時的工作日常。本次活動以熱鬧音樂揭開序幕，

並特別邀請氣球達人和孩子們打成一片，本館曾淑

賢館長親臨現場致詞，歡迎所有前來的同仁及眷屬

共襄盛舉，期盼透過親子日的舉辦，更能增進同仁

親子間的感情。

當日活動內容精心設計，依照成員的年齡層，

在閱覽大廳舉行遊戲活動，包括為7歲以下的孩童

設計「摺紙飛機與講解飛機的原理」，由本館漢學

交流組黃組長帶領小朋友摺紙飛機，小朋友學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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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悅遠來：近期重要外賓參訪

了飛機飛行原理，並且玩得不亦樂乎、享受其中

樂趣。超過8歲的小朋友則進行「水動力火箭車遊

戲」，現場氣氛熱鬧輕鬆歡樂，歡笑聲不斷。分組

活動結束後，帶著孩子們到各單位參觀，拜會了本

館各路英雄。曾館長巧扮蝴蝶仙子，賜予孩子們智

慧，並鼓勵小朋友擁有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

最後，為了感謝同仁及眷屬熱情參與，由本館

曾淑賢館長一一致贈紀念品給前來所有參加的孩子

們，並一同留影合照。辦理此活動的目的，不僅在

為員工營造一個與子女交流的機會，讓眷屬認識同

仁平日工作環境，並透過此次寓教於樂的活動，創

造了親子間共同的歡樂回憶。（人事室溫淑鈞）

活動結束後同仁及眷屬與曾淑賢館長開心合影（108年8月12日）

近悅遠來：近期重要外賓參訪

本館一向重視國際交流，不僅與各國駐臺代表

處保持良善之互動關係，亦常有國外或大陸圖書館

界同道來館參訪。108年7至9月，計有8團36人來館

拜會或參觀。

本期間有多位貴賓蒞館交流：7月16日，美國

印第安納大學東亞圖書館劉雯玲女士來館拜會曾

館長，不僅針對雙方圖書館之館藏資源及相關發

展政策議題進行交流，並針對古籍徵集與編目等

相關面向進行實務經驗分享，為雙方開啟未來有

關「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計畫之合作契機。7月30

日，本館邀請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圖書

館Elaine L. Westbrooks館長蒞館進行「學術傳播的

未來：朝向開放的基礎建設」專題演講，分享如何

建立可永續發展的學術傳播未來。於演講前拜會本

館曾館長，雙方針對資源、館務營運及相關服務進

行交流，並探詢未來如「中文古籍聯合目錄」之

合作計畫。8月16日，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

表Martin Podstavek來館拜會曾館長，洽談該國國家

美術館之歷代精選兒童插畫家作品原件展覽及相關

展演活動之合作事宜，企盼未來雙方有更多面向之

合作與交流機會。9月20日，德國海德堡大學CATS

圖書館館長雷哈諾先生（Mr. Hanno Lecher）來館

討論合作事宜，雙方針對「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及

「中文古籍聯合目錄」等相關潛在合作事項，充分

交換意見。9月24日，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陳

六使圖書館庄璐瑜館長一行3人來館參訪，安排參

觀數位資源中心及介紹本館各項服務設施，同時體

驗正展出的雙橡園虛擬實境（VR）體驗展，由於

該館與本館一直維持良好之國際交換關係，庄館長

此行特別帶來近40冊中西文圖書贈送本館典藏。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東亞圖書館劉雯玲女士來館拜會曾淑賢館長
（108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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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悅遠來：近期重要外賓參訪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圖書館Elaine L. Westbrooks館
長來訪（108年7月30日）

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Martin Podstavek拜會曾淑賢館長
（108年8月16日）

德國海德堡大學CATS圖書館館長雷哈諾先生（Hanno Lecher）
來館討論合作事宜（108年9月20日）

於團體參訪方面，7月11日，｢2019年圖書館學

與資訊科學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CLIS）與會人

員一行11人來館參訪，由國際合作組繁主任親自接

待，除瞭解本館組織運作、重要推動業務及數位化

資源與服務外，並針對本館進行館藏數位化過程

所面臨的相關問題，進行諸多交流及討論，會後

並參觀本館數位中心、善本書室以及其它服務設

施。7月25日，菲律賓參議院立法資源部館員Rafael 

Joseph del Mundo一行5人來館參訪，除瞭解本館概

況外，國際合作組繁主任親自為其介紹本館漢學研

究相關研究獎助學金資訊，亦安排參訪本館各樓層

及服務資源。9月3日，來自清華大學、南京大學、

中國法政大學、北京航空大學、河海大學等校之兩

岸民商法法律研究生一行13人來館參訪，除參觀全

館服務設施，並瞭解相關館藏資源利用。（國際合

作組許琇媛）

「2019年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國際研討會」與會人員一行11人
來館參訪（108年7月11日）

菲律賓參議院立法資源部館員一行5人來館參訪（108年7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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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陳六使圖書館庄璐瑜館長一行3人來
館參訪（108年9月24日）

 

臺灣漢學講座／寰宇漢學講座、
寰宇漢學學友講座／臺灣獎助金
學人歡迎茶會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外籍學人中秋茶會

一、臺灣漢學講座

為推廣國際學術交流，彰顯臺灣研究成

果。本館自民國100年起陸續在世界各重要大學

或研究機構圖書館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簡

稱TRCCS），並在海外舉辦「臺灣漢學講座」

（Taiwan Lectures on Chinese Studies），以推廣臺

灣及漢學研究。本年度預計舉辦8場講座，7至9月

總計舉辦2場。

（一）7月1日，邀請薛化元教授於日本東京大學演講

本館108年度第4場「臺灣漢學講座」與日本東

京大學合作。於7月1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薛化元教授，假日本東京大學駒場校區舉辦演講：

「從戒嚴到解嚴─臺灣的轉型正義及人權落實」。

這是本館與日本東京大學自105年12月10日簽訂

TRCCS合作協議後，第3次於該校辦理講座。本次

活動由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主持，東京大學總合圖

書館副館長古城佳子教授、我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黃冠超組長特蒞臨出席講座，表達雙方對於推動國

際交流與學術互動的支持。

薛教授在演講中指出，臺灣經過不斷改革與

努力，成為亞洲民主重要指標國家。但在1949年至

1987年的戒嚴，以及解嚴後取而代之的「國家安全

法」第九條，卻扼殺體制內轉型正義的可能性。整

體而言，轉型正義的實行代表臺灣對於自由民主與

人權價值的確立與肯定，也有助於我們的下一代有

能力抵抗拒絕民主與自由力量的侵害。因此，可以

說戒嚴令的解除並不等於臺灣就此完成自由化與民

主化的任務，而是另一個階段工作的開始。

本場講座出席人數相當踴躍，包括東京大學

兩校區師生，以及多所學術機構關心臺灣社會、政

治研究的學者、聽眾，踴躍出席與薛化元教授交

流，場面相當熱烈。本館漢學研究中心並於會場播

放「臺灣漢學研究資源中心」介紹影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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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化元教授於日本東京大學演講（10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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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月9日，邀請王明蓀教授於蒙古國家圖書館

演講

本年度第5場「臺灣漢學講座」，配合本館應

蒙古國家圖書館邀請，赴烏蘭巴托該館辦理「蒙古

帝國的回憶與中華文明的印記─紀念八思巴文制定

750年」展覽，於展覽開幕儀式後，邀請王明蓀教

授演講「元代蒙古對中國的統治與管理」。王明蓀

教授為國家文學博士，研究主題為宋遼金元史、中

國史學史及思想史、中國北方民族史、近古社會文

化史等領域。王教授退休後，仍持續關心並進行相

關研究

王教授於演講中介紹蒙古／元朝的統治模式，

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締造大蒙古國，其後繼者接

續擴張，到忽必烈汗統一中國，建立元朝，造成跨

歐亞的世界性大蒙古國。中國的元朝是蒙古帝國

的一個「兀魯思」，與其他汗國共同構成為大蒙古

國，元朝的皇帝兼為大蒙古國的大汗，在中國的蒙

元政權與國家性質即是如此。因此，元朝的帝王不

只具有中國的眼光來實行統治，還須思考到大蒙古

國的利益與立場，這幾乎是絕大部份中國人未曾思

及，也認為是種不可思議的想法，更是中國歷史上

從沒有過的經驗。而對蒙古人來說，統治中國的方

式也是不曾經歷過的，這樣的體制，對雙方而言皆

存在相當程度的困擾。

由於本場講座與展覽開幕儀式合併辦理，故場

面相當熱烈，除一般聽眾外，更吸引蒙古學術界50

餘名學者參與，討論熱烈。（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

流組吳柏岳）

 

王明蓀教授於蒙古國家圖書館演講（108年9月9日）

二、寰宇漢學講座、寰宇漢學學友講座

（一）7月18日，邀請傅家倩教授、耿華教授演講

7月18日下午舉辦兩場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

中心獎助訪問學人，美國埃默里大學俄羅斯及東亞

語言文化系傅家倩（Jia-Chen Fu）助理教授及俄羅

斯莫斯科市立大學耿華（Vladimir Kurdyumov）教

授分享研究成果。

第一場由美國籍傅家倩教授主講「另一種牛

奶：中國的黃豆再造」，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連玲玲副研究員擔任主持人。1980年代，國際

角力場除核能技術、太空競賽，還包括如何培育出

體魄強健、高抵抗力、天資聰敏的國民。中國營養

學家發現牛奶是中、西雙方飲食差距的關鍵。美國

發起「Milk: It Does a Body Good」運動，鼓勵人民

飲用牛乳。此情此景看在中國學者眼裡想必似曾相

識：民國時期便存在的補充性營養品豆奶，曾被視

為中國版的牛奶，提倡國民飲用。傅教授的演講討

論營養學倡議者及庶民怎樣改造黃豆和豆奶，由此

檢視營養學何以在近代中國開啟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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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連玲玲教授、傅家倩教授（108年7月18日）

第二場由俄羅斯籍耿華教授主講「臺灣及海外

大學教育的中文類型學及基礎理論」，邀請臺北市

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張淑萍助理教授擔任主持人。

耿華教授的《漢語理論語法教程》在俄羅斯受到中

文系所的廣泛使用。目前臺灣和中國大陸都紛紛將

中文教師派往海外大學和高中。耿教授指出，會研

究中文和懂得教中文不能劃上等號。華語教師要能

解釋語言的本質，涉獵中國的傳統方言與文言文，

更進一步能討論海峽兩岸的歷史、文學、影視等話

題。

左起為張淑萍教授、耿華教授（108年7月18日）

（二）7月30日，邀請饒博榮教授、冉安仁教授演講

7月30日下午舉辦兩場講座，首場為寰宇漢學

學友講座，邀請饒博榮（Steven L. Riep）副教授演

講「抗戰後臺北街路命名，政治象徵意義與文藝創

作者之反思與反應」，並邀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劉正忠副教授主持。第二場講座，邀請冉安仁

（Aaron K. Reich）助理教授演講「成為道教之神

明：明代道封之證件『李忠道封卷』之研究」，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謝聰輝教授主持。

饒博榮教授為本中心1995年度獎助訪問學人，

現任教於美國楊百翰大學亞洲與近東語言學系。他

的演講指出；1945年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後，光

復了原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為了去除日本殖民統

治色彩的影響，中華民國政府將五十年來日本占據

統治時期的一切痕跡，如政治機關、建築、公園、

街町與馬路的名稱，陸續以中國的名字取而代之。

饒教授舉出已故詩人林燿德的〈交通問題〉為例，

此詩完成於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的前一年，詩中無

一句論及政治，實則盡為政治隱喻。又或者朱天心

撰寫，命名脫胎於川端康成的同名小說《古都》中

所討論的外省第二代身份認同問題等。

 

左起為饒博榮教授、劉正忠教授（108年7月30日）

冉安仁教授曾獲本館2018年度獎助，現任教於

美國賓州埃費城聖約瑟夫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冉安

仁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宗教與宗教藝術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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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藉由在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藏一幅約12

公尺的圖卷，描繪著明代人士李忠的「道封」儀

式，分析出明、清兩代中國地方社區能透過道封儀

式，把當地的神祇納入正式道教之神譜。本場次吸

引不少道教研究的知名學者出席參與討論，包括國

立政治大學李豐楙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系鄭燦山教授、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張超然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高振宏教授、中華淨明道教會

蔡國雄道長等。老師們除就所學提點冉教授外，也

期許他能在此研究方向上，發掘出更多創見新知。

左起為冉安仁教授、謝聰輝教授（108年7月30日）

（三）8月2日，邀請張松建教授、鐘鳴旦教授演講

8月2日下午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張松建（ZHANG Songjian）

助理教授及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分享研究成果。

第一場由新加坡籍張教授演講「臺灣現代詩對

新加坡的影響」，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劉

秀美副教授擔任主持人。張教授演講主軸為1950年

代至2000年，臺灣現代詩不斷被介紹到新加坡、馬

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深刻影響當地華文詩壇，促

進不同世代詩人的藝術成長之現象。張教授透過報

章雜誌史料的梳理和其他傳播管道的考察，以及對

一大批華文詩集的文本分析，討論新加坡詩人如何

接受臺灣現代詩的影響，進而考察這種跨國影響的

後果，期盼能推動當前的新加坡文學研究、臺灣文

學研究及華語語系文學研究。

左起為張松建教授、劉秀美教授（108年8月2日）

第二場由比利時籍鐘教授主講「禮儀之爭中的

中國聲音」，並邀請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文學

院院長陳方中教授主持。17世紀至18世紀初的中國

禮儀之爭常被視為純粹的歐洲歷史事件。從多明我

會傳教士黎玉範（Juan Bautista Morales）將中國天

主教徒敬天祭孔的行為上報教廷為伏筆。1704年教

宗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批准禁止中國禮儀

的禁令。康熙皇帝應耶穌會的要求，對「敬天、祭

孔、尊祖」等儀式做出解釋及答覆。禮儀之爭逐漸

延伸到各國修會，甚至同修會間不同教士的利益及

立場衝突，最終導致中國長期的禁教。

由於鐘教授在神學及天主教史方面的一系列

研究頗負盛名，本場演講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何漢威研究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林月惠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毓芝

副研究員等學者列席外，尚有來自天主教德來小

妹妹會（The Little Sister of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聖母聖心會的神職人員出席進行意見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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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鐘鳴旦教授、陳方中教授（108年8月2日）

（四）8月13日，邀請曠斯凡教授、張宏凱教授演講

8月13日下午舉辦兩場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

中心獎助訪問學人，德國科隆大學東亞學系曠斯凡

（Stefan Kramer）教授及英國坎特伯雷基督教會大

學張宏凱（Andrew Birtwistle）副教授分享研究成

果。兩場演講均邀請國立歷史博物館廖新田館長擔

任主持人。

第一場由德國籍曠斯凡教授主講「時空美學：

論電影及新媒體」。曠教授主要探討的課題是：中

國美學在電影和新媒體中的複製。曠教授主張吾人

定義美學（aisthesis）一詞時，應該加入時間、空

間作為背景要素，美學就是在時空中反覆對現實和

再現的理解。曠教授指出，早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

時期，中國畫家就懂得寓人文表達及人性感觸於山

水畫之中。擬態表達的運用，為山水畫和地方戲劇

的發展奠定基礎。山水畫的意義除對外界現實的

效仿，以及畫家抒情之載體之外，尚表達宇宙的

宏觀，文化的整體性。即便明末畫家石濤（1642-

1707）沒導演過電影，但山水畫呈現出的空間配置

和場景安排，使中國美學能與電影這種全球性新媒

體合作無間。

第二場由英國籍張宏凱教授主講「不健康的現

實：白景瑞電影中的現代性呈現」。白景瑞1931年

出生於遼寧營口，十八歲時以流亡學生身分來臺，

考上省立師範學院（現國立師範學院）外文系，後

轉至藝術系。50年代初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不

設防城市》（1945）、《單車失竊記》（1948）等

影片在臺上映引起熱潮，並在臺灣的報紙與影評方

面引發熱烈的討論。此時從事影劇記者及影評人的

白景瑞，受新寫實主義電影的啟發，決心赴義學習

電影。

白景瑞導演對20世紀60年代後期臺灣發生的

變化，包括臺灣與西方的發展關係，提出了批判。

《寂寞的十七歲》裡高中生苦悶的學習生涯，父母

和子女間的疏離關係。《家在臺北》中臺灣主角和

西方人之間的邂逅和愛情觀，都是1960至70年代和

西方接觸產生的課題。張教授指出，在白景瑞的電

影中，酒店、西餐廳和機場都是文化交流的國際空

間。主持人廖館長也補充，以徐復觀、劉國松為核

心，在1960年代初期針對現代藝術的政治意識型態

論爭，對當時電影風格的影響。

左起為廖新田館長、曠斯凡教授、張宏凱教授、黃文德組長
（108年8月13日）

（五）8月20日，邀請金漢雄博士、卓夢德教授演講

8月20日下午舉辦兩場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

中心獎助訪問學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

系金漢雄（Hanung Kim）博士及法國東亞文明研

究院（CRCAO）卓夢德（Maud M'BONDJO）副研

究員分享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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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由南韓籍金漢雄博士主講「那迦與龍之

間：漢藏邊界藏人祈雨儀式的歷史及宗教意涵」。

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劉國威研究員擔任

主持人。歷史上人類使用多種祈雨方式對抗乾旱這

種常見的天然災害。存在多種文化的漢藏邊界居民

們依各自的信仰體系，有不同的應對乾旱之道，時

而和諧並存時而互相競爭。作為當地最有影響力的

宗教，藏傳佛教為當地人提供了對抗天然災害的傳

統基石，無論是作為理解災害的理論工具，或作為

逃避災害的儀式工具。金博士的演講探討近代漢藏

邊界藏傳佛教在祈雨儀式中作為儀式工具的重要階

段。

左起為劉國威教授、金漢雄博士（108年8月20日）

第二場由法國籍卓夢德教授主講「儒家之哲

學與政治領域的交叉點 : 古代及當代的觀察」，邀

請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李淑珍教授擔任主

持人。卓教授嘗試觀察宋代（960-1259）儒家哲學

思想的發展及其重要性，以釐清特定哲學概念如何

影響政治詮釋，後者又如何反過來影響哲學概念的

發展。卓教授援引朱熹（1130-1200）的思想及經

驗，談儒家與佛教對立觀念的反思，君道和「忠」

的概念在政治詮釋層面的運作。

卓博士進一步以牟宗三（1909-1995）的創新

哲學，與李明輝對往昔中國為何無法建立民主制度

的看法為基礎，檢視當代新儒家對朱熹道統的批

評，在中國文化和政治的重建上所扮演的角色。卓

博士發現新儒家對於「民主和傳統文化相容」的堅

定立場，使國民黨統治階層認知到：逐步推行民主

化是不可逆的趨勢，也有助於和緩臺灣自由主義者

的激進立場。

左起為李淑珍教授、卓夢德教授（108年8月20日）

（六）9月17日，邀請蔡駿治教授演講

9月17日下午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

心獎助訪問學人，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蔡駿治

（Philip Thai）副教授分享研究成果，並邀請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林美莉副研究員擔任主持。

蔡教授講題為「新中國的沿海走私、非法市場

與共生經濟（1950-1965）」。中共取得政權後，

對走私的種種打擊措施，以及社會主義嚴格控制的

市場經濟，令人難以想像走私活動能在此環境下生

存。然而地下私經濟顯然未因新中國的成立而消

逝，反而更加地猖獗起來。其中以香港、澳門最活

躍，珠江三角洲地區為走私的樞紐地帶。舉凡白

糖、海鮮、手錶、化妝品、人造絲等都是走私的常

見物資。

據此，蔡教授指出：走私不只是官方貪汙，

也是一種面對社會和經濟變化所用的「變通辦

法」。新中國建立初期的計畫經濟與活潑的地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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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在某種程度上是共榮互利的關係。本場演講

為蔡教授去年出版著作「China's War on Smuggling: 

Law, Economic Lif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tate, 1842-196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8）之部分深化研究。蔡教授在演講尾聲，亦提

到他後續將探討的新課題：中共、中華民國、英屬

香港／澳門之間，在冷戰時期的地下經濟關係。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洪俊豪）

左起為蔡駿治教授、林美莉教授（108年9月17日）

三、�臺灣獎助金學人歡迎茶會暨研究成果

發表會

外交部於本年8月28日（星期三）上午舉辦

「臺灣獎助金」學人歡迎茶會，由政務次長徐斯儉

主持並致詞。歡迎茶會除邀請在臺受獎學人及眷

屬，也邀請學人駐點研究單位代表、相關國家駐臺

使節及代表、美國Fulbright獎學金執行長那原道博

士（Dr. Randall Nadeau）及在臺學人、地方政府代

表、本館漢學中心訪問學人等，近百人共襄盛舉。

徐次長致詞時表示，「臺灣獎助金」計畫每年

皆辦理許多學術及文化活動，希望藉此連結全球學

者，增進文化交流，讓外籍學人感受到臺灣人的熱

情、認真與勤奮等正面特質，以最誠摯溫暖的心，

歡迎所有來臺駐點研究的學人。為吸引世界各國優

秀專家學者來我各大學校院或學術機構進行駐點研

究，外交部自99年起設立「臺灣獎助金」，盼藉此

促進國內外學術合作及交流，強化全球友我意見社

群與我國的連結，增進國際間對臺灣、兩岸關係、

亞太區域及漢學研究等領域之研究風氣。本獎助金

迄今已遴選來自78國共934名學人來臺駐點研究，

有助增進臺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及發言權，推動

國際學術交流，並進一步促進我學術機構與國際接

軌。外交部樂見及歡迎未來有更多來自全球各地的

學人來臺進行研究。

茶會結束後，由本館同仁帶領學人及貴賓於中

午假本館簡報室舉辦2019年第二次外交部「臺灣獎

助金」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邀請3位訪問學人發

表，主題包括臺灣公眾外交之面向、中共對臺灣選

舉之干預手段：2008至2016以及中國「一帶一路」

倡議對臺灣和東協之影響，藉此場域相互討論激

盪，除精進國內外學術水準，亦可作為相關政策之

參考。

與會學人於外交部東廳合影（10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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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會主持人與講者合影，左起為Dr. Robert Rajczyk、Mr. 
Edward Barss、谷瑞生主任、Dr. Taewan Kim（108年8月28日）

此次成果發表會參與來賓高達百餘位。除了多

位外籍學人參加外，亦邀請到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

協調委員會、德國在台協會、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

代表處等駐臺單位派員代表以及外交部等政府機關

人員，臺大歐盟中心以及國內相關領域學者等齊來

共襄盛舉。（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吳億萱）

四、外籍學人中秋茶會

為使國際學人感受臺灣傳統節慶，促進文化

交流，本館於108年9月16日假臺北市佛光山臺北道

場舉辦「茶與樂的對話」外籍學人中秋茶會。活動

邀請本館「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與外交部

「臺灣獎助金」外籍學人共有來自25個國家約40餘

位外籍學人及眷屬參加。

本次活動由本館曾淑賢館長主持，外交部研究

設計會杜聖觀大使應邀蒞臨致詞。臺灣為多元文化

國家，宗教文化與信仰自由尤其為亞洲乃至於世界

重要標竿。館方希望在中秋節慶活動能蘊含人文精

神，感受那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意境，同時

連結臺灣非營利組織的國際交流，因此與佛光山海

外都監院院長滿謙法師帶領的團隊討論後，精心規

劃邀請佛光山人間大學古箏樂團、知名古琴家黃永

明老師、茶道專家金春枝老師團隊，與本館共同策

劃這場精緻的「茶與樂的對話」。為讓外籍學人能

理解茶與禪的意境，活動也以英語全程翻譯。

活動主軸─茶禪體驗由滿謙法師帶領，加上十

餘位茶禪行者示範，席間以演奏古琴配合演示不同

階段的茶禪體驗，包含拈花微笑─行者香花供養、

禪修靜心、泡茶行禪、茶禪一味、賞葉賞泉、賞泉

回甘、立禪謝茶等。茶禪體驗會後，由佛光山志工

導覽團隊帶領學人參觀大雄寶殿、人間衛視電視

臺、佛光緣美術館臺北館，以及聯合國非政府組織

會員國際佛光會（BLIA）等特色景點，並於晚餐

時間享用蔬食，交流相談甚歡。

此次活動使學人在學術研究之餘有機會接觸精

緻茶道文化與禪修精神，學人均給予高度肯定，同

時也對佛光山以兼具科技與人文的方式推展文化交

流印象深刻，也感謝國圖與外交部提供機會參訪此

地。期盼學人對於禪與茶道文化有更進一步了解，

也能將臺灣自由而多元的宗教、茶道、禪修介紹給

國際友人。（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吳億萱）

全體與會人員於智慧堂與滿謙法師（前排右5）合影（108年9
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