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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風東漸──女性主義的歷史分析*

周琇環**

本館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00�年�月1�日國史館第一六四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女性主義運動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

個重大里程碑，這個運動將人類生而平

等的理想推向極致，破除了人類自設的

性別藩籬，其對生命的關懷，是超越國

籍與文化的，並提供世界各國作為其文

化發展的借鏡。

所謂女性主義，也就是男女平等主

義，其關心的主體是婦女，其主要主張

是男女平權。西方的女性主義於1��0年

發源於法國，�0年代開展於美國，�0年

代成為全球意識的一環。而臺灣的女性

主義亦於�0年代以降，受西方思潮影響

發達起來，是西風東漸下的產物。

本文以歷史分期的分析方法，針對

法、英、美三國女性主義發展歷程，主

要代表思想與人物，概要論述女性主義

的興起、進展，以及臺灣女性主義在歐

美影響下蓬勃成長的情況。綜觀女性主

義，萌芽自啟蒙思想，隨後發展成爭取

參政權的婦女運動與自性別中解放出來

的婦女解放運動，最近二、三十年來且

已成為重新詮釋人類文化、反對父權體

系機制、陣容龐大的政治勢力，與波瀾

壯闊的新興思潮，其對世界文化的影響

實不容小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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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史學發展──以入臺第一代史學工作者為中心的探討*

林正慧**

*  �00�年�月�0日國史館第一六五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中國史學傳統移植臺灣的研究，多

以傅斯年為中心，以中研院史語所及臺

大歷史系的史學內容為主。本文嘗試從

戰後初期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在臺灣的流

布，進一步觀察當時隨國府遷臺的歷史學

者來臺後對當時的臺灣史學有何影響，藉

以補充戰後初期臺灣史學的部分面貌。本

文所謂第一代史學工作者，係指來臺之前

已學有所成，各有專精，抵臺後能從事史

學研究，或擔任史學傳承工作者。戰後臺

灣史學的發展係自中國大陸接軌而來，由

於現實局勢的演變，匯集了多方菁英來

臺，在大專院校方面先是散布於臺大、師

大、東海、文化，研究單位則是史語所、

近史所、民族所，其中如臺大與史語所，

師大與近史所在研究人員與師資上有互相

交流的情形。藉由入臺第一代史學工作者

在各院校系所或研究單位的流布，可看出

戰後中國史學傳統如何移植臺灣，以及如

何在臺灣傳衍以至於今。此外，值得注意

的是，在學校或研究機構以外的史學工作

者，多與執政當局關係匪淺，是以戰後臺

灣的歷史研究，很難擺脫黨政的影響。

就本文的討論可知，戰後入臺第

一代史學工作者的史學特色有四，即史

料史學之風、從集眾到分科、濃厚的民

族主義情結、以中國史為主，臺灣史為

支，及同情執政當局之立場等。由於此

批學者在大陸時期多已具聲望，來臺後

繼續研究工作，因此造就了一段學術史

上的黃金時代。除了致力於史學研究與

教學樹人外，此批學者對於戰後臺灣學

術機關、典藏單位及教育體制之規劃，

皆有相當貢獻。綜而言之，伴隨著入臺

第一代史學工作者在臺灣的流布，其中

國史移植之內涵，是學術網絡的移植，

是政治立場的移植，是史學方法的移

植，也是漢文化中心及民族主義等史觀

的移植。若就接納者角色的臺灣史學而

言，面對新勢力強勢地壓陣，新舊交接

之際，其原有史學內容有斷裂，如原有

之日本史學、南洋史學；有延續，如考

古人類學；當然也有磨合，如中國史、

臺灣史之地位爭持。經過此一課題的討

論，呈現的，或許也只是那個動亂時代

的小小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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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法師與《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弘傳實踐

──藏傳佛教在臺發展之個案研究*

周美華**

* �00�年�月��日國史館第一六六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隨著1���年臺灣政治的解嚴，藏

僧來臺人數逐年增加，而藏傳佛教中

心，也如雨後春筍般地蓬勃發展。然

而，這些中心的成立基礎，相較於其他

宗教或教派，普遍來得脆弱些。箇中原

因，根據目前相關研究顯示，或因中心

本身的運作問題，或因上師駐臺時間過

短、語言不通，或因漢藏文化的差異等

等。針對這些問題，有人建議政府提供

協助平台，有人則認為中心本身應規劃

有制度、有次第的講學和修法課程。事

實上，不管從那個層面進行，只要有

「人」的因素介入，通常就會有問題產

生，因此，如何在「人」與「法」上取

得平衡，就顯得絕端重要了。

本文選擇日常法師（1���-�00�）

為探究對象，主要是因為法師所主持的

「福智」團體，相較於其他的藏傳佛教

中心，呈現出相當豐碩的果相。而今，

法師示寂�年，但他所成辦的一切事業

體非但不受影響，反而有蒸蒸日上的趨

勢。為什麼呢？這是本文想要分析瞭解

的，希望藉此研究，能提供藏傳佛教在

臺發展的另一個面相。

探究結果發現：法師自抉擇藏傳

格魯教派，學習《菩提道次第廣論》之

後，一心一意就是想把宗大師的教法引

進漢地，在臺灣「建立教法」，然後擴

展到世界各地去。為了凝聚「建立教

法」的共業力量，他循序漸進地依道次

引導僧俗二眾，從創立僧團、福智團

體，到開辦佛學院，招收沙彌、出家

眾；推動研討班（目前海內外班數約

1,�00班，學習人數近�萬人），開辦文

教事業（福智小學、中學、高中，各類

成長班、營隊等）、慈心等事業（里仁

商店��家、生活館、法味餐廳等），就

是希望培養一群真正能接法、弘法、護

法的人，和營造一個利於建立教法的增

上環境—十善社會。

由於「建立教法」這股強大的心力

和深遠的悲願，讓法師在成辦過程中，

締造了許多的不可能，像是把圓滿的道

次第帶給漢人、改變漢人的學佛歷程、

融合漢藏信仰、改善漢藏關係、開展有

機農業、重整教育的大方向等等。當

然，這中間涵括了「師、法、友」三者

的力量，但凝聚這三者力量的關鍵，還

在於法師那顆清淨無私的「菩提心」，

樹立「依法不依人」的典範，凡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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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廣論》教授為取捨標準，

所以才能感動弟子同心同願成辦「法

人」事業。如果來臺弘法的藏籍上師也

能抱持著在漢地「建立教法」的心，深

耕臺灣，抉擇契理契機的道次第，一步

步從「心」引導信眾弟子，並注重他們

的實踐問題，相信藏傳佛教在臺灣的發

展會有全新的風貌呈現。



���        

學
術
討
論
會
報
導

本館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九世班禪返藏之路（民國��至��年）*

葉健青**

* �00�年�月�0日國史館第一六七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從南京至西藏拉薩布達拉宮或札

什倫布寺，看似遠卻似近，看似近卻是

遠。中間橫阻了千山萬水，大自然的屏

障保障了西藏，成就了西藏獨特的文化

和宗教，但也阻隔了與外在世界的聯

繫。

班禪的返藏，除大自然的因素外，

漢藏之間久遠的恩怨情仇，兩大民族互

不信任，亦影響班禪返藏之路的順遂與

否。現實上，西藏內部執政的噶廈對於

班禪的返藏是否真心支持亦不無疑問，

且國民政府的武裝護班禪之行，對西藏

來說那更是充滿百分之百的疑慮，這代

表了軍事入藏，豈是藏政府中既得利益

者所樂見。

班禪返藏之路並不順遂，過程曲折

多變，在各方角力下，班禪生前終難如

願回藏，歷史性的返藏之路留下許多遺

憾，在遺憾中有許多值得回味的。

就中國來說，利用護送班禪回藏的

名目，希望達成統一中國的目的，把西

藏自辛亥革命脫離中國宣布獨立的情形

扭轉回來，在中央全力動員的結果，卻

不敵國際情勢的變化，終於無法如願達

成目的。

就西藏方面來看，班禪過世，總算

沒有和中國開打，勝負難料外，雙方的

戰爭必然給予侵中的日本和中共一個好

機會。

在英國方面，也避免直接介入中藏

的鬥爭，英國若出兵或外交制裁，其後

果實難逆料。

班禪的返藏引發各方的鬥爭，且

各方各不相讓，而班禪本身也希望早日

回藏，主客觀的影響下，鬥爭變戰爭實

在是無可避免，但因中日戰爭的影響暫

停，因班禪的圓寂而消彌於無形，否則

歷史必然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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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環境保護運動──以「主婦聯盟」推動垃圾減量為例*

林秋敏**

* �00�年10月�1日國史館第一六八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臺灣從1��0年代開始工業化，其

所導致的汙染和破壞，到1��0年代前後

已經非常嚴重，先後發生的多氯聯苯中

毒、鎘米、綠牡蠣、三晃農藥廠汙染、

李長榮化工廠汙染等嚴重環境汙染事

件，喚起了人民的環保意識，而1���年

在蘇聯發生的車諾比核電廠爆炸的重大

意外事件，更是震驚全世界，也促使臺

灣反核聲浪大增。1���年至1���年間，

由於自力救濟運動以及反核意識興起，

反公害組織和環保團體紛紛出現，前者

如臺中縣公害防治協會、後者如新環境

雜誌社、臺灣環境保護聯盟以及臺灣綠

色和平組織等。

1���年10月，柴松林、馬以工、

張國龍等學者籌設新環境雜誌社，並於

1���年1月開始發行《新環境月刊》，報

導各地維護環境的運動，並呼籲全民關

心環境問題。次年1月，主婦聯盟依附於

新環境雜誌社下成立，成為臺灣第一個

由女性組成的環境保護團體。

主婦聯盟成立後，即對日益嚴重的

垃圾問題甚為關注，並提出垃圾分類、

資源回收、垃圾減量的呼籲，本文即以

1���到1���年之間，主婦聯盟推動垃圾

減量為主題進行研究，探討主婦聯盟與

我國垃圾處理政策的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主婦聯盟以女性

溫和堅持的態度以及打持久戰的方式，

從自己做起，進而將環保理念推展到社

區、學校、政府機關。在方法上，主婦

聯盟不斷透過會訊、出版品、演講、媒

體等傳播媒介宣傳生活環保觀念以及透

過舉辦活動、訓練營和進行社區實驗等

方式宣導垃圾減量的觀念，並以抗議政

府不當政策、參加公聽會、召開記者會

以及遊說民意代表等方式督促政府制定

環保政策，以公權力影響全體人民，並

於政策制定後監督政策執行成效。換言

之，我國廢棄物回收以及全面資源回收

政策之推動，與主婦聯盟的訴求不無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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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臺灣的閱讀流行──談上海連環圖畫的傳入*

蔡盛琦**

* �00�年11月��日國史館第一六九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戰後初期的臺灣對於圖書閱讀，先

後有兩次流行潮，一次是學習國語，另

一即是連環圖畫的閱讀。戰後初期臺灣

民眾爭相學習國語成了股潮流，據報紙

形容當時的盛況是「六百萬同胞爭學國

語的狂潮，簡直比『搶購』、『擠兌』

還熱烈」，因為學國語，連帶著國語辭

典、華語辭典、廣播教本、國語讀本成

了一股出版熱潮，只要是「關於國語的

書，只要出版就有人買，並且絕對暢

銷；教國語的人，只要敢教就有人跟著

學，並且絕對受歡迎」。但是這股學習

學國語的熱潮，突然冷卻下來；緊接著

另一股閱讀流行，上海本連環圖畫正悄

悄地開始蔓延在大街小巷。

本文即探討戰後初期連環圖畫這股

閱讀流行，對於「連環圖畫」這名詞，

現在通行使用的是「漫畫」，「漫畫」

與「連環圖畫」這兩者之間究竟是否相

同呢？本文一開始即先釐清這兩者之間

的關係；再來探討連環圖畫在戰後風靡

社會的情形。由於這時期的連環圖畫印

刷品質粗糙，過去又是常被取締的對

象，以致保存下來的絕少，因此本文僅

就圖書目錄的文獻資料來看連環圖畫及

其所表現出的文化形態；並以當時報章

社論來探討連環圖畫它的讀者有那些？

當時社會對連環圖畫的觀點為何？它流

行的原因及所帶來的社會面象為何？

本文先概述日治時期上海連環圖

畫在臺灣的情形，再進入主題，談戰後

初期因造紙與印刷問題，造成臺灣出版

困難、圖書匱乏的窘境；而出版連環圖

畫大本營的上海，因為和臺灣維持相當

程度的航運與經濟關係，於是大批的連

環圖畫開始傳入臺灣，造成一股閱讀流

行風；當時社會幾乎是不分老幼都在閱

讀連環圖畫，與此相關行業的租書攤，

則如雨後春筍般開始林立於街頭巷尾；

而小學生受此影響，陸續發生好幾起入

山學道失踪事件，為此教育廳與地方政

府對連環圖畫採取審查與取締措施。

1���年政府遷臺後，切斷了原本上海供

書的管道，才結束了上海本連環圖畫的

輸入，卻展開了臺灣連環圖畫創作的開

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