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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中文摘要 

 

關鍵字詞：文藝大眾化  藝術大眾化  張文環  劉捷  楊逵  吳新榮  《臺灣文學》

賴明弘  王詩琅  左翼文學運動  1930年代 

 

「文藝大眾化」為 1930年代臺灣文藝界最常用以敘述、判斷文學文藝現象，甚至做為

願景被提出之關鍵詞。其傳入臺灣的過程與被論議之脈絡的變遷，都與日本內地文壇對於

「藝術大眾化」之論爭密切相關。從同樣從事普羅文學運動之劉捷與楊逵，針對「文藝大

眾化」議題發生範圍遍及多種報刊雜誌的大型論之事件，可見此議題做為受馬克斯主義影

響程度、層面不一的臺灣知識分子，在自我定位（普羅或讀者大眾／知識份子自我）、對於

台灣之「文藝」的定義與認知、實行手段與對於台灣現實面之掌握等之相異處。這樣的相

異固然可咎因於文藝相關人士背景與立場之差異，但同時亦呈露了臺灣文藝界對於主要來

自日本引介之馬克斯主義與左翼文藝思潮，在理解與實行層面上的相對脆弱性。 

「藝術大眾化」對於日本普羅文學陣營而言或許是在普羅文學陣營內部，為確立陣營

本身之基礎而生之理念論爭；對臺灣文藝界而言，卻具有與教化社會、提升文化等生死問

題息息相關的現實考量。在發現臺灣文藝界如欲推行「文藝大眾化」，將面對「文藝」尚未

成熟，而「大眾」亦未形成之致命障礙時，知識份子轉而藉由「書寫」等實際文藝行為，

追尋涵括治療、記憶、重新定位自我等治療的可能。以在東京留學期曾參與左翼文學運動

甚至入獄的吳新榮與張文環為例，進行其從留學期到回返臺灣之際的精神軌跡探討，將可

發現在留學期對於內地左翼文藝理論亦步亦趨的二人，返台後卻脫離左翼運動的轉變，其

契機並不是實際的政治壓力，而是其個人內部，以及左翼運動本身的偏狹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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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前言 

活躍於 1930年代之知識份子，在日本近代史中被界定為誕生於工業化時代中，面對資

本主義與軍國主義無限膨脹擴張，為社會帶來貧富差異加遽而生勞動階層之不公悲慘境

遇；同時「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在憲法容認範圍內轉換形式與方針，使象徵文明開放兼容

並陳的「大正教養主義」與「大正民主現象」，以及象徵對於民意輿論壓迫基準之「治安維

持法」成立，因而使此一時代包含了極光明與極黑暗的現象、能量交混，而知識份子則在

其中各自以同中有異的方式，藉由馬克斯主義的翻譯傳入──學習領悟──實行或排拒完

成自我確立。對於馬克斯主義奉行者而言，共產黨與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為日本國內的

階級問題帶來解決的曙光，使絕大多數出身中上階級的左翼知識份子「布爾喬亞的良心苛

責」得到慰解；另一方面馬克斯主義在解釋歷史進程與社會發展層面所具備的有效性，以

及其做為「科學」本身所具備之「西洋」文化氣息，同樣魅惑了亟欲定義、解釋甚至變革

眼前世界的知識青年。在馬克斯主義狂捲的時代，知識青年「發現」或者「想像」其為定

義甚至改變眼前由「大眾」組成的世界之唯一可能性；而在普羅文化運動組織中，共產黨

代言人的理論家提供了以「藝術」做為變革手段的具體方式。但做為自我表出形式的「藝

術」，如何成為具備改變世界能量的政治性工具？「藝術」與「大眾」、「藝術大眾化」問題

因而是探討 30年代及戰前左翼文學運動中知識份子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勾勒「藝術」生成

過程的絕佳議題。 

 

研究目的 

臺灣新文學發展過程與日本近代文學息息相關，尤其是在文藝言說、文壇現象層面上，

更呈現比創作面明顯的與日本近代文學對話頡頏的複合混聲現象。臺灣文藝評論第一手研

究資料在日本與國內相繼出版，僅雜誌所刊載之文藝評論即高達四、五冊；在文學作品整

理出版研究已具相當規模之際，釐清臺灣文藝評論的生成與系譜不但有助於解讀同時代創

作，更對文學史的全面建構，甚至對如何定位臺灣文學的特質亦影響重大。文藝理論篇章

繁複，發表者亦眾，難以僅就時間進程即疏通理路。本研究擬以在臺灣新文學發展與形構

過程中具有關鍵意義的 30年代為時間範圍，關注在各類文藝評論篇章中頻繁且大量出現之

「文藝大眾化」議題。因「文藝」是如何為社會主義思想所重視之「大眾」接納並影響之，

此一標語反映出 30年代臺灣社會在世界思潮下的同步意義，「文藝大眾化」幾可視之為研

究 30年代臺灣文學之關鍵字。 

如前所述，在日本近代文學中，「藝術大眾化」議題極為重要，分別在 1928年與 1933、

34年分別在日本社會主義文學陣營內部引起大型論爭，二次之間亦為文學者間討論不休之

議題；臺灣 1930年代文藝評論中對於「文藝大眾化」之熱情雖如一，然論者主張各異，其

中觀點多有延續甚至重複模仿日本社會主義文學論者而來之。整理探討臺灣文藝評論中「文

藝大眾化」言說之脈絡，與日本「藝術大眾化」論爭之論點加以對照比較異同與其原因，

將可助於釐清臺灣文學形成過程與日本近代文學之關係、突顯臺灣文學本身特質，更可勾

勒臺灣知識青年與文藝作家之精神形成史，以及自其之手創成之臺灣新文學的基本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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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將 1930年代臺灣文藝評論與日本普羅文學運動之主要文藝論述，以相似論

點的出現時間差、以及其論述脈絡的同異、臺灣方面論者之背景差異等加以探究解析。分

析對象為已復刻出版之相關臺灣文學文藝評論集。唯在日本近代文學史與左翼文學運動史

方面，以強調文學史中思想背景的加藤周一《日本文學史序說 上下》點出觀看重點，藉由

山田清三郎《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史 上下》提供實際運動從事者之回顧視點，以栗原幸夫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中對重要文藝理論家的分析方式等為基礎，構築本研究

之思考框架。另以目前日本對於 1930年代文藝思想狀況之最新研究成果－林淑美《昭和イ

デオロギー 思想としての文学》提供在既有之日本文學史之外的嶄新視點與可用之資料。 

 

結果與討論 

一、 「藝術大眾化」藉由留日知識青年與在台日人青年傳入臺灣，於 30年代以「文

藝大眾化」面貌成為臺灣文藝界人士的重要共識。從「藝術」到「文藝」，反映

的是 30年代臺灣尚未如日本般對於藝術表現的形式，已成熟到可分化為文學、

音樂、繪畫、戲劇等領域。故以偏向書面文字表現的「文藝」一語代之，臺灣與

日本藝術／娛樂形式的時間差，亦造成臺灣難以實行「文藝大眾化」的原因。 

二、 同樣從事普羅文學運動之劉捷與楊逵，針對「文藝大眾化」議題發生範圍遍及多

種報刊雜誌的大型論之事件，可見此議題做為受馬克斯主義影響程度、層面不一

的臺灣知識分子，在自我定位（普羅或讀者大眾／知識份子自我）、對於台灣之

「文藝」的定義與認知、實行手段與對於台灣現實面之掌握等之相異處。這樣的

相異固然可咎因於文藝相關人士背景與立場之差異，但同時亦呈露了臺灣文藝界

對於主要來自日本引介之馬克斯主義與左翼文藝思潮，在理解與實行層面上的相

對脆弱性。 

三、 臺灣文藝活動從事者（包含作家、理論家、文藝媒體人或其預備軍等），在遭逢

時間、性質未必一致的人生階段轉折後，對於曾經投身過的左翼革命運動‧文學

運動多展現出絕口不提甚至彷如完全遺忘、似乎未曾經歷過的逃避閃躲態度。當

然因為畏懼臺灣總督府可能加諸其身的迫害，故對於己身所從事過的反政府活動

經歷甚至在內地的入獄經歷噤口不言為想當然爾之理由，但此並無法解釋如張文

環、吳新榮歸台後在臺灣文藝界反而大放光芒，甚至在 40年代擔任皇民奉公會

或地方青年團職務的事實。同時，出現於 30 年代後期臺灣小說中，以施淑為首

的研究者皆注意到的「大都留學日本或從日本歸來，對日本懷有濃厚的鄉愁，不

能適應臺灣農村與市鎮生活，厭惡傳統也厭惡資產階級的功利氣味，在自己心裡

築起愛情的、藝術的、知識的城堡」的「頹廢」知識份子形象1，其作者多具備於

留學過程中參與左翼運動的經歷。左翼運動挫折後轉向探討「愛情」「藝術」「知

識」等個人主義式主題的寫作模式，其間隱然涵蓋著臺灣知識青年在對於馬克斯

主義之理解，以及對日本左翼文藝理論與活動方式之間特殊的認知與實行問題。 

                                                
1 施淑，〈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出版社，1997年，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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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1 本計畫在執行期間，因 30年代臺灣文藝理論之牽涉層面過多，除了論者對於馬克

斯主義的理解度與解釋之有效性差異外，與日本文學界間的師承來源不同亦成為

立場主張相異的原因。臺灣更有日本內地所無之固有語言存廢問題，此部分幸見

中研院台史所陳培豐教授已發表多篇論文足以補個人力有未逮之處。而計畫助理

鄒易儒將就 30年代左翼思潮並陳中，非主流的無政府主義者王詩琅之活動歷程與

文藝成就撰寫碩士論文。 

2 臺灣文藝界人士與日本內地文壇間的關係，除了文藝理論的引介蹈用之外，更見

日本左翼文學作家對臺灣題材的使用書寫，以及臺灣作家在日本文藝理論的影響

下，藉由文學獎徵文機制，以進入中央文壇的嘗試。前者將由計畫助理林蔚儒撰

寫中的碩士論文，釐清日本左翼文學作家伊藤永之介的臺灣書寫意義。而後者則

已在出國研習中收集必要資料，本人將就張文環〈父親的臉〉於 1935年獲《中央

公論》徵文佳作時之日本文壇文學獎機制與審查標準之意義，探討臺灣作家如何

有意識的配合內地文壇需求而寫作的傾向，以及比較當時獲獎之作大鹿卓〈野蠻

人〉亦以臺灣為題材書寫的意義。 

3 引介「文藝大眾化」理論進入臺灣的知識青年之中，以《臺灣文學》為基地的在

台日人青年扮演了重要角色，未來除將撰寫僅存四期於世的《臺灣文學》相關論

文外，更因發現了在台日本人於 30年代開始在臺灣文藝界嶄露頭角，終成為建構

40年代臺灣文壇主力的現象；故已就 30年代後期到 40年代之文藝發展為論述重

心提出研究計畫，目前已獲通過為 97年度之國科會專案計畫「日治時期臺灣文學

理論之發展研究¡ 從改革理念之一環到藝術創作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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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赴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96-2411-H-002-082 

計畫名稱 1930 年代臺灣文藝評論之分析研究----以「文藝大眾化」言說之形成與實踐
為中心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姓名：張文薰   機關：臺大臺文所   職稱：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2008年 4 月 16日～19日 

國外研究機構 東京大學(Tokyo University)、國立國會圖書館（National Diet Library） 

 

工作記要： 

一、日程表 

天次 工作項目 

第一天（4/16） 1.搭乘 JL642 班機前往東京 

2.下午前往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收集影印研究所需資料 

第二天（4/17） 1.上午於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收集影印研究所需資料 

2.午後前往國會圖書館收集影印東京大學圖書館內所缺失之戰前雜

誌資料 

第三天（4/18） 1.上午於國會圖書館收集影印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最新研究成果 

2.午後前往神保町書街尋購相關參考書籍 

第四天（4/19） 1.於綜合大型書店尋購研究教學相關新刊書誌 

2.搭乘 JL647 班機返國 

二、工作收穫 

本次出國研習因在學期中，故僅能利用教學空檔日。主要目的在於調查 1930 年代於日

本內地文藝雜誌嶄露頭角之臺灣作家，其之所以能夠以尚未成熟的語言與技巧，卻能得到

中央一流文藝雜誌青睞，其所依憑之文藝創作理論與文學雜誌與獎項之運作機制。主要調

查對象為戰前日本最具權威性之文藝綜合雜誌《中央公論》，由於國內所藏之《中央公論》

散佈各地且並不齊全，為釐清於《中央公論》所發展之文藝理論在 30 年代初至 1935 年左

翼文學運動崩潰之際的變化，以及伴隨此一文壇勢力消長而生之文學獎授予範圍、審查標

準、審查員身份、得獎作品作家之特色等內地文學現象問題，故有直接閱讀《中央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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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號資料之必要。 

在經過此次調查後，已影印 1933～1935 年間《中央公論》等重要雜誌之文學獎項頒佈前後

資料，以及重要得獎篇章內容，分析後與臺灣作家在 30 年代中期的「內地文壇」憧憬發言，

以及創作傾向之變化相互參照，可知 30 年代中期日本文壇在左翼文學運動被極力壓制的人

心惶惶中，藉由殖民地題材豐富「寫實」面向創作的企圖，而臺灣作家正是在內地文壇的

殖民地需求之下，以本土性色彩的強調，試圖打入中央文壇。此部分將以比較大鹿卓〈野

蠻人〉與張文環〈父親的要求〉之形式發展為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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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96-2411-H-002-082 

計畫名稱 1930 年代臺灣文藝評論之分析研究----以「文藝大眾化」言說之形成與實踐
為中心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姓名：張文薰   機關：臺大臺文所   職稱：助理教授 

會議時間地點 2008年 5 月 30日～6月 2日 

會議名稱 日本臺灣學會設立 10 週年紀念學術大會 

發表論文題目 列席，參與討論 
 
一、參加會議經過 

 
日本臺灣學會為全日本最大且最具權威性之臺灣研究學術組織，本人自 1998 年設

立之際即為其會員。歸國任教之後未曾參與，今年適值其設立十週年學術大會，除規

模擴大廣邀各地各領域之研究者前來參與，大會十年報告與由各領域學者所製作之學

門總述，更具有為日本之臺灣研究從事歷史性回顧與前瞻之意義。除了聽取這些極具

學門史意義的報告外，因計畫於明年（2009 年），亦即是日本臺灣學會邁向新階段十

年的開始，提出群組論文發表計畫，本次參與會議即為準備提出計畫而來。 
日程表 

天次 工作項目 

第一天（5/30） 1.搭乘 JL642 班機前往東京 

第二天（5/31） 

會議第一天 

1.參與日本臺灣學會十週年記念大會座談與學門報告「臺灣研究的十

年軌跡，今後的十年」 

2. 日本臺灣學會十週年記念大會，李遠哲博士演講 

第三天（6/1） 

會議第二天 

1.參與日本臺灣學會十週年記念學術大會文學部門與「自由論題報告」 

第四天（6/2） 1. 搭乘 JL647 班機返國 

 
二、與會心得 

 
1. 在第一天的記念座談中，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學、歷史五學門之中生代學者，分別

整理回顧其學門之臺灣研究十年軌跡，文學部門由琉球大學星名宏修教授擔任。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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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述及臺灣文學在日本臺灣研究學界中，無論在出版復刻研究資料、發表研究成果皆為

翹楚。文學領域受惠於其他領域之研究成果甚多，尤其是與歷史部門之間產生許多對話

空間。李遠哲博士的演講全以流暢日文進行，述及在日治時期所度過的童年時光，其家

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以及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問題皆饒富深意。 

2. 第二天的學術大會因為是十週年記念而擴大規模舉辦，僅文學部門即有兩個會場，文學

相關之自由論題報告亦有兩個，共十位研究者發表論文。其中數位研究者為尚留學中之

博士生，對於臺灣近年來之研究成果顯然掌握不足，無論議題、方法、論點等皆與國內

既有之研究成果重複甚多，且見落後。在場之日本學者因而向筆者提議，可於明年之大

會報告論文。現已與中研院台史所、清大台文所、中正台文所之學者取得共識並提出以

殖民地文學形成之力學構造為主題之企畫案，若能順利通過審查，當能在日本臺灣學會

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在日本學界介紹臺灣近年來突飛猛進、成果已遠遠超越過往之臺灣

文學研究成果。 

3. 日本臺灣學會學術大會與其學報《日本臺灣學會報》，為日本國內臺灣研究之最權威組

織與學術雜誌。臺灣研究在解嚴前被視為禁忌，故研究成果大半產生於日本。然而近十

年來臺灣研究在國內已累積豐厚成果、研究者且能不斷提出新穎而有效之研究方法。反

之日本國內研究者卻因為語言障礙或資訊交流遲緩，對臺灣之臺灣研究仍存有資料掌握

與方法視點上之疑慮，甚至影響留學生之學習研究成效。為使國內之研究成果能在國際

上具備能見度，以及促進國外對於臺灣研究之重視，擁有外語能力與研究能量之學者出

國發表論文當為必要，甚至參與討論、提出問題亦具有「在場」意義。日本臺灣學會因

其研究對象本就為臺灣，為使學術研究成果不因語言差異而生時差，正研擬打破報告語

言或發表論文需為日文的常規。國內臺灣文學研究單位甚多，研究者亦眾，實應多方爭

取參與日本或歐美之重要學術組織，以及發表研究成果之機會。 

 

 



赴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96-2411-H-002-082 

計畫名稱 1930 年代臺灣文藝評論之分析研究----以「文藝大眾化」言說之形成與實踐
為中心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姓名：張文薰   機關：臺大臺文所   職稱：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2008年 4 月 16日～19日 

國外研究機構 東京大學(Tokyo University)、國立國會圖書館（National Diet Library） 

 

工作記要： 

一、日程表 

天次 工作項目 

第一天（4/16） 1.搭乘 JL642 班機前往東京 

2.下午前往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收集影印研究所需資料 

第二天（4/17） 1.上午於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收集影印研究所需資料 

2.午後前往國會圖書館收集影印東京大學圖書館內所缺失之戰前雜

誌資料 

第三天（4/18） 1.上午於國會圖書館收集影印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最新研究成果 

2.午後前往神保町書街尋購相關參考書籍 

第四天（4/19） 1.於綜合大型書店尋購研究教學相關新刊書誌 

2.搭乘 JL647 班機返國 

二、工作收穫 

本次出國研習因在學期中，故僅能利用教學空檔日。主要目的在於調查 1930 年代於日本內地

文藝雜誌嶄露頭角之臺灣作家，其之所以能夠以尚未成熟的語言與技巧，卻能得到中央一流

文藝雜誌青睞，其所依憑之文藝創作理論與文學雜誌與獎項之運作機制。主要調查對象為戰

前日本最具權威性之文藝綜合雜誌《中央公論》，由於國內所藏之《中央公論》散佈各地且並

不齊全，為釐清於《中央公論》所發展之文藝理論在 30 年代初至 1935 年左翼文學運動崩潰

之際的變化，以及伴隨此一文壇勢力消長而生之文學獎授予範圍、審查標準、審查員身份、

得獎作品作家之特色等內地文學現象問題，故有直接閱讀《中央公論》連號資料之必要。 



在經過此次調查後，已影印 1933～1935 年間《中央公論》等重要雜誌之文學獎項頒佈前後資

料，以及重要得獎篇章內容，分析後與臺灣作家在 30 年代中期的「內地文壇」憧憬發言，以

及創作傾向之變化相互參照，可知 30 年代中期日本文壇在左翼文學運動被極力壓制的人心惶

惶中，藉由殖民地題材豐富「寫實」面向創作的企圖，而臺灣作家正是在內地文壇的殖民地

需求之下，以本土性色彩的強調，試圖打入中央文壇。此部分將以比較大鹿卓〈野蠻人〉與

張文環〈父親的要求〉之形式發展為論文發表。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96-2411-H-002-082 

計畫名稱 1930 年代臺灣文藝評論之分析研究----以「文藝大眾化」言說之形成與實踐
為中心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姓名：張文薰   機關：臺大臺文所   職稱：助理教授 

會議時間地點 2008年 5 月 30日～6月 2日 

會議名稱 日本臺灣學會設立 10 週年紀念學術大會 

發表論文題目 列席，參與討論 
 
一、參加會議經過 

 
日本臺灣學會為全日本最大且最具權威性之臺灣研究學術組織，本人自 1998 年設立

之際即為其會員。歸國任教之後未曾參與，今年適值其設立十週年學術大會，除規模擴

大廣邀各地各領域之研究者前來參與，大會十年報告與由各領域學者所製作之學門總

述，更具有為日本之臺灣研究從事歷史性回顧與前瞻之意義。除了聽取這些極具學門史

意義的報告外，因計畫於明年（2009 年），亦即是日本臺灣學會邁向新階段十年的開始，

提出群組論文發表計畫，本次參與會議即為準備提出計畫而來。 
日程表 

天次 工作項目 

第一天（5/30） 1.搭乘 JL642 班機前往東京 

第二天（5/31） 

會議第一天 

1.參與日本臺灣學會十週年記念大會座談與學門報告「臺灣研究的十

年軌跡，今後的十年」 

2. 日本臺灣學會十週年記念大會，李遠哲博士演講 

第三天（6/1） 

會議第二天 

1.參與日本臺灣學會十週年記念學術大會文學部門與「自由論題報

告」 

第四天（6/2） 1. 搭乘 JL647 班機返國 

 
二、與會心得 

 
1. 在第一天的記念座談中，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學、歷史五學門之中生代學者，分別整

理回顧其學門之臺灣研究十年軌跡，文學部門由琉球大學星名宏修教授擔任。其報告中述

及臺灣文學在日本臺灣研究學界中，無論在出版復刻研究資料、發表研究成果皆為翹楚。



文學領域受惠於其他領域之研究成果甚多，尤其是與歷史部門之間產生許多對話空間。李

遠哲博士的演講全以流暢日文進行，述及在日治時期所度過的童年時光，其家庭教育與學

校教育，以及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問題皆饒富深意。 

2. 第二天的學術大會因為是十週年記念而擴大規模舉辦，僅文學部門即有兩個會場，文學相

關之自由論題報告亦有兩個，共十位研究者發表論文。其中數位研究者為尚留學中之博士

生，對於臺灣近年來之研究成果顯然掌握不足，無論議題、方法、論點等皆與國內既有之

研究成果重複甚多，且見落後。在場之日本學者因而向筆者提議，可於明年之大會報告論

文。現已與中研院台史所、清大台文所、中正台文所之學者取得共識並提出以殖民地文學

形成之力學構造為主題之企畫案，若能順利通過審查，當能在日本臺灣學會第二個十年的

開始，在日本學界介紹臺灣近年來突飛猛進、成果已遠遠超越過往之臺灣文學研究成果。 

3. 日本臺灣學會學術大會與其學報《日本臺灣學會報》，為日本國內臺灣研究之最權威組織

與學術雜誌。臺灣研究在解嚴前被視為禁忌，故研究成果大半產生於日本。然而近十年來

臺灣研究在國內已累積豐厚成果、研究者且能不斷提出新穎而有效之研究方法。反之日本

國內研究者卻因為語言障礙或資訊交流遲緩，對臺灣之臺灣研究仍存有資料掌握與方法視

點上之疑慮，甚至影響留學生之學習研究成效。為使國內之研究成果能在國際上具備能見

度，以及促進國外對於臺灣研究之重視，擁有外語能力與研究能量之學者出國發表論文當

為必要，甚至參與討論、提出問題亦具有「在場」意義。日本臺灣學會因其研究對象本就

為臺灣，為使學術研究成果不因語言差異而生時差，正研擬打破報告語言或發表論文需為

日文的常規。國內臺灣文學研究單位甚多，研究者亦眾，實應多方爭取參與日本或歐美之

重要學術組織，以及發表研究成果之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