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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緣起

東亞文化與漢學中心成立於 2011 年 3 月 21 日，

成立之緣起乃基於漢學與東亞文化之間密切連結關係，

又值逢本校實行「邁向頂尖計畫」的研究型大學，特成

立本中心，匯集本校漢學研究與東亞研究的相關人才執

行「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倫常」（Confucian Ethos from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之研究計畫。

漢學（Sinology）不外有東亞漢學、歐洲漢學與美國

漢學三種研究類型，三者當然息息相關，不可分割。從

漢學內容來看，包含文化、思想、學術、禮制、法治、

宗教及出土文獻等，在國際的研究和認知而發展形成的

總體或各別之學術成果。從歷史進程而言，它先從中國

出發，擴及東亞的日本、韓國、越南以及廣大的東南亞

海外華人社區，形成具有特色的漢文化（華文化）圈，

並經由時空的交流會通，於歐洲北美等全球範圍中。

漢學與東亞具有密切的時空交錯關係，臺灣正位居

東亞之樞紐中心。在目前 21 世紀初，繼歐美發達國家

之後，亞洲區域日漸崛起，尤以東亞為最，當面對「現

代性」所帶來的各種問題，意即在經歷現代化、反傳統

的洗禮後，如何重新聯結傳統文化，並回應全球化及在

地化所面臨的諸多文化上、思想上的挑戰，本中心希冀

能扮演這樣繼承與創新的角色。

*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兼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主任。

二、中心組織與任務

（一）中心組織

本中心自 2011 年成立，由當時國際與僑教學院院

長潘朝陽教授帶領臺師大東亞學系及國文學系的師資成

立。固定成員如下： 

東亞學系︰ 張崑將教授、藤井倫明教授、王恩美副

教授、胡元玲副教授

國文學系︰ 金培懿教授、劉滄龍教授、李幸玲教授

透過以上諸成員，結合國內外其他不固定的研究者，執

行「邁向頂尖計畫」之「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倫常」研

究計畫，從 2011 年至 2017 年共執行七年的研究計畫。

本中心設下列兩組，分別掌理有關業務：

1. 研究組：執行東亞文化與漢學的多年期整合型研究計

畫。

2. 推廣組：延聘講座、特聘級學者進行主題系列演講、

舉辦儒學研習營。

（二）中心任務

本中心成立之任務，旨在整合校內人文領域之學者

與資源，有效連結東亞文化與漢學的相關學術研究，成

為一個東亞文化與漢學的學術、教學、推廣的平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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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年：跨文化的視域─儒家倫常與全球倫理。

第七年： 跨文化的視域─儒家倫常的跨界發展與歷時

性轉化。

2012 年底將第一年各子計畫的研究成果，加上每

年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所彙整的相關論文，編輯成以下專

書，由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或其他出版社出版：

1.《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倫常》上下兩冊，潘朝陽主編，

2012 年。

2.《家園深情與空間離散─儒家的身心體證》，潘朝陽

主編，2013 年。

3.《天地人和諧─儒家的環境空間倫理與關懷》，潘朝

陽著，2016 年。

4.《在臺漢學家學思歷程》，潘朝陽主編，2014 年。

5.《政道與治道─儒家的政治觀》，潘朝陽主編，2016

年。

6.《氣的跨文化思考─王船山氣學與尼采哲學的對

話》，劉滄龍主編，五南出版社，2016 年。

7.《儒家道統與民主共和》，潘朝陽主編，2017 年。

8.《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張崑將主編，2017 年。

9.《幽鬼世界與儒家倫常》，金培懿主編，將出版。

（二）推動與國際儒學合作的構想與實踐

除了上述專書以外，本整合型計畫亦積極邁向東亞

各國團隊的國際儒學的合作研究，尋求聯盟的漢學學術

合作關係，期長遠實質合作，故積極與東亞國家簽訂東

亞漢學研究聯盟合作意向書，進行實質交流與合作，意

向書內容如下：

隨著 21 世紀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學術界亦邁入嶄

新的紀元，邁向跨國家、跨領域、跨文化的對話、會

通、整合的時代，「漢學」的研究本身即相當具有這樣

跨文化視野的比較特色。如所周知，漢學研究向來區分

東亞漢學、歐洲漢學、美國漢學等三大區域，各自有其

研究的特色，其中以東亞漢學本身因處在漢字文化圈

下，比近代才發展形成的歐洲漢學、美國漢學更為源遠

流長。質言之，東亞本身以往在西方勢力尚未深度影響

東亞國家以來，即有自成一格的文化傳統，舉凡東亞佛

教、東亞政治、東亞儒學、東亞禮制、東亞法治等，如

今東亞國家在經濟上的崛起，也帶動各國深耕自己本身

推廣相關的文化學術活動。

本中心初期的核心任務，是執行「跨文化視域下的

儒家倫常」計畫，從 2011 至 2017 共計七年，七年來已

經累積不少研究成果。2017 年本計畫結束，進入新的階

段，將結合內外資源，繼續推廣東亞文化與漢學的學研

究與活動。

三、目前成果

以下分三個重點，首先稍述「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

倫常」計畫成果，其次說明尋求與推動國際儒學合作的

構想與實踐，最後介紹已推動七屆的「東亞青年儒家論

壇研習營」之成果。

（一） 「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倫常」計畫成果

（2011-2017）

本計畫以「儒家倫常」為主軸，尋求「跨文化」的

比較視野，提出的緣起乃因當代是全球化的時代，是文

化、學術和思想的對話會通整合的時代，也是 21 世紀

人類在全球為一家的態勢中的新典範重建工程之時代。

就傳統時代的儒家及其倫常規範而言，長期就與世界重

要的人文思想典範如佛學、基督宗教思想乃至於伊斯蘭

等重要世界倫理發生交流互動。在空間上言，儒家倫

常，更是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主要或重要的人文倫理和

常道。現代化之後，人文思想體系的相遇或碰撞，更具

有了程度、規模、性質上的加深、加廣，儒家倫常何其

不然，更需加以注重。本整合研究計畫有每年有四至七

個子計畫不等，在區域上包括中國、東亞、南亞以及歐

陸；在思想或倫常體系上包括了儒家（儒教）、佛家（佛

教）、道家（道教）、歐哲、三教神話、禮樂之論、當代

環境倫理、當代空間思想……等。茲將七年來的計畫名

稱簡略如下：

第一年︰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倫常。

第二年︰ 跨文化的視域─儒家倫常與宗教對話。

第三年︰  跨文化的視域─儒家倫常：禮制與庶民生活。

第四年︰跨文化的視域─儒家倫常─政道與治道。

第五年： 跨文化的視域─儒家倫常與生命倫理、環境

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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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傳統，漸從西方支配到東西互為主體。故 21 世

紀的未來走向，應以東亞獨特的歷史經驗與問題意識，

拓寬西方社會科學的視野；並以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和

方法，豐富東亞學術的內涵。因此，東亞漢學研究聯盟

基於上述學術研究的新趨勢，擬組成一個跨國家、跨領

域、跨文化的學術研究團隊，進行東亞區域的漢學研

究，實質交流的合作意向如下： 

1. 研究聯盟非以個人為單位，而是彼此均有相當組織的

學術研究團隊，以進行團隊與團隊的交流。 

2. 研究聯盟每年應確實提供團隊組織的核心研究人員之

學術專長等基本資料，以作為合作交流的學術參考。 

3. 研究聯盟每年進行漢學研究的學術會議活動，並商訂

每年具有研究新意的研究主題。 

4. 研究聯盟積極接受在彼此組織單位下進行交換老師、

交換學生之交流活動。

目前已與武漢大學國學院、成均館大學儒學學院、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以及東北師大歷史文化學院簽約且有

實質的交流關係，預計未來將開拓與日本儒學研究會、

韓國朱子學會，以及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大學的

有關學院等進行合作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展開東亞多

國的漢學與文化主題的國際合作研究。

（三）推動七屆的東亞青年儒家論壇暨研習營

為了推動「儒家倫常」主題計畫，除學術研究以

外，也積極培育青年學子對跨文化的儒家倫常有所體會

與交流，故自 2011 年起即推動跨區域的「東亞青年儒家

論壇暨研習營」，目前已實施七屆，每屆也都得到喜馬

拉雅基金會的基金支持，方得順利推廣。七屆學員參加

的國度或地區，有中國、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

海外華僑，統計參加過的人數不下 500 人。研習營七屆

的主題如下：

2011 年：儒學與當代

2012 年：經典與教育

2013 年：儒學與客家庶民文化

2014 年：生命倫理與環境倫理

2015 年：儒家倫理與性情之教

2016 年：儒家與全球倫理

2017 年：生活美學與生命教育

綜上而言，臺師大這一個七年來以「儒家倫常」

為主軸的跨文化視野之研究計畫，除了在學術上，希冀

打造出「儒家倫常」之研究新趨勢及其現代意義，積極

地與東亞國家形成聯盟的團隊合作關係，期為「東亞儒

學」的研究展開新議題與新意義；此外，如東亞青年儒

學營的連續推動與實踐，注意培育青年學子對儒學倫常

的新認識與新認同，希冀為儒學的傳承注入新活力、新

活水。如是，透過學術研究與儒學營隊之實際活動，除

協助 21 世紀儒學發展的研究與推廣，也希望形成一個

跨文化對話與交流之典範模式。

四、未來展望

本中心透過整合核心成員的專業，未來將吸納更多

的研究人員加入，與東亞各國團隊的國際漢學進行合作

研究計畫，將陸續與簽約的東亞漢學研究重點學校，進

行跨文化視域的學術交流，舉辦國際學術會議，集結優

秀論文，出版系列專書。

其 次，本 中 心 的 研 究 團 隊 在 過 去 幾 年 來，透 過

跨文化視域之比較研究，涉及臺灣、中國、韓國、日

本、越南等過去高度受漢學文化傳統的國度，探索東

亞文化中的「傳 統／現 代」、「本 土／國 際」、「中 心 

（華）／邊陲（夷）」之間的互相激盪與融合，深深體

認只要不斷耕耘各國具有文化底蘊深厚的價值傳統與理

念，即可印證愈深入亞洲本土的文化，就愈能走向全球

化；而愈特殊的文化遺產，就愈能啟發當代普世化的精

神文明或價值。漢學或儒家文化正是在東亞國家中具有

文化底蘊深厚的代表文化，由此可與各國優良傳統文

化，產生共鳴、共感、共振，開發並推廣全球共同價值

理念。因此，本中心的下階段目標，除在現在基礎外，

繼續開發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之餘，結合民間基金會組

織，將為社會大眾推廣大型的學術與文化的跨域講座或

精緻的青年國際跨域營隊，以讓漢學或儒學的學術研究

成果，推廣與落實到年輕族群與底層的民間社會，展現

他在 21 世紀的社會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