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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國科會社會學門邀集台大、政大、東海、中山等大學社會系
系主任，隨召集人蔡明璋教授出訪澳洲三個大學與一個研究
機構。
中文關鍵詞： 雪梨大學、墨爾本大學、澳洲國立大學澳洲社會科學院
英文摘要：
英文關鍵詞：

國科會澳洲訪問報告
國立政治大學社會系劉雅靈
11 月 12 日
星期一
雪梨大學訪問
我們抵澳的第二天，與雪梨大學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系的教授約定上午十點見
面，由坎培拉臺灣駐澳洲代表處科技組的黃玉蘭秘書陪同，準時抵達雪梨大學。
我們與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系教授先在會議室旁的房間飲上午茶(morning tea)，相
互交換名片，之後才進入會議室坐定。當初我們提出邀求會見該系的教授多到
齊，另外還多出幾位教授。
Robert van Krieken 教授是系主任，專長是法律研究，他首先致歡迎詞。然後
蔡明璋代表國科會說明來訪目的，欲與澳洲大學進行學術合作與交流。此次國科
會不僅支持四個臺灣大學的社會系主任訪問澳洲，國科會並計畫支持台灣學生到
澳洲就讀博士學位、博士後研究與臺灣學者到澳洲做交流、研究與訪問。國科會
鼓勵台灣學者與澳洲學者發展研究團隊，進行學術合作交流，並提供研究經費。
國科會也會支持澳洲學者到台灣的大學進行研究與教學。
台灣學者先行自我介紹，台大社會系主任柯志哲首先介紹他個人的專長領
域，包括經濟社會學與勞力市場，又做國民年金與勞動政策研究，探討雇用關係
的演變從永久全職轉向短暫雇用。此外台大社會系的老師研究專長分佈在社會理
論、國際移民、文化研究、政治社會學、都市社會學等領域。台大社會系教授與
其他大學相同，多接受美國大學訓練，少有從澳洲拿學位者。
Krieken 詢問為何美國大學對台灣吸引力如此之大？我們的觀點在於國民政
府遷臺後，長期接受美國軍事保護，並受美國文化影響深，因此當要出國深造，
接受高等教育，絕大多數前往美國，少有其他國家。蔡明璋補充，近年來台灣學
生去英國與歐陸留學的人數增加許多，到澳洲留學的人數也相對增加，但人數不
算多，我們一行五人中只有中山大學社會系主任王宏仁畢業於澳洲國立大學
(ANU)。
Krieken 補充，澳洲學生就讀博士，多半接受政府的補助，台灣學生情況呢？
台灣學生多半自費，政府的補助不算多。
接下來劉正介紹東海大學社會系，系上有東亞研究中心，包括中國研究在
內。王宏仁介紹中山大學社會系，系上老師研究興趣分佈在東南亞移民研究、女
性主義研究，他本人做越南台商研究。更重要的是，王宏仁明年將接台灣社會學
會會長職務。
接下來我簡單介紹系上老師的研究專長，並強調政大的兩個亞太研究的英語
授課，歡迎澳洲學者申請。
接著是澳洲學者的自我介紹，Krieken 首先介紹社會系原先是社會工作系，
強調社會政策研究，但在 1991 年改為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系。Krieken 本人是法律
專長背景，系上教授研究興趣分佈在移民研究、都會發展、家庭、歷史社會學、

人權議題的研究。
Salvatore Babones 專長在量化方法、世界體系與發展、社會運動等領域。對
社會福利與社會問題也感興趣。他是美國人，畢業於 Johns Hopkins 大學。他進
一步建議台澳雙方應該做原住民的研究，包括澳洲與台灣原住民，並建議應做世
界體系邊陲國家的研究。
David Bary 專長在都市社會學、組織、中國研究等，他會說流利中文，可惜
會後並未多交談。。
Jyu‐Jin Hwang 是韓裔學者，做東亞國家的社會政策的比較研究，包括台灣、
日本與南韓。
Sheleyah A. Courty 她是人類學系教授，專長在印度研究。
Michael Humphry 專長是政治社會學、國際政治、伊斯蘭社會學(sociology of
Islam)、恐怖主義社會學、衝突與暴力轉型、民主化議題等。
Stephen Castles 是社會學研究主任，對國際移民、教育等議題有興趣，而且
在方法上對國家移民模式與理論建構有興趣。
Nicola Piper 原籍德國，是政治社會學者，做日本研究，對勞動移民、人權
問題、亞洲問題感興趣。
Alec Pemberton 教授的研究興趣是澳洲當代社會問題，包括精神病與歷史、
貧窮、偏差與社會差異、澳洲社會政策等。
Mingzhu Qi 是大陸籍的短期訪問學者。
召集人蔡明璋除介紹他自己所做東亞國家幸福感的研究，再度強調國科會會
提供經費給澳洲學者到台灣訪問與研究。會議到 12 點結束，澳洲學者尤其對國
科會提供的 funding 非常感興趣，Krieken 提到日後他會繼續與蔡明璋保持聯絡，
似乎國科會提供的經費支助之慷慨，令澳洲學者印象深刻。
中午我們邀 Salvatore Babones 一起在雪梨大學的餐廳用餐，他曾自費到臺灣
中研院做過演講，並訪問過政大的國家發展所，對臺灣的人情與招待印象深刻，
因此提出第二天我們與當代中國中心會談後，自願帶我們社會學一行人逛雪梨
市。
澳洲社會學研究的強項與澳洲社會問題緊密相連，例如澳洲是一個移民社
會，故社會學研究中的國際移民成為顯學，此外與移民相關的社會流動、勞力市
場、公民權等研究議題也相當流行。此外，如藥物濫用、政治社會學、國際治理、
暴力社會學、健康照顧、人權問題、環境問題、福利制度、中國研究等都是重要
研究議題。
11 月 13 日星期二
早上我們在約定時間前抵達雪梨大學，該校的中國研究中心(China Studies
Center)位於大學的 Old Teacher’s College。不巧正值學期末，中心主任 Kerry Brown
與研究主任 David Goodman 都到中國訪問。會議主持人是資深的 Hans
Hendrischke 教授，簡介中心在 1918 年雪梨大學成立時就設立了。中心成員有

150 位，共計 17 個學科領域，核心領域包括 health science, social and political
group, business group 等。
中心採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作法，研究人員多半依各自研究興趣與其他機
構建立學術合作關係，中心不予干涉。中國研究中心 Hans Hendrischke 是商學院
的教授，商學院也是 Sydney 大學中最大的學院，有許多中國學生就讀。Hans 從
制度經濟學角度研究江蘇與浙江的公司企業，欲了解這些企業如何與地方政府互
動。又與經濟學者合作瞭解 market design，也研究澳洲與中國的互動關係。中心
除席的學者包括：
陳明璐博士，是大陸籍，政治學專業，主要研究政治、社會、中國女性、台
灣的 pop culture 如何影響大陸。
Beatriz Carrillo Garcia 原籍墨西哥，也是政治學家，主要研究中國 welfare
reform, local elites (與 Goodman 以及明璐合作)。
Graeme Smith 隸屬 business school，研究中國政治經濟，農村政府(村、鄉鎮、
縣)，中國在世界各地的投資(包括澳洲、非洲等地)，福清縣的移民等。
台灣方面的自我介紹：
蔡明璋：國立台北大學社會系主任，研究東亞國家關於幸福以及對進口中國
工業產品的態度與價值，包括研究台灣、南韓、日本與中國。這些國家調查的內
容包括，social capital, health, wanting conditions, waiting conditions and job。此一
計畫得到國科會的支持。
劉正：德州大學 Austin 校區畢業，專長在社會流動、階層、教育社會學等。
目前研究台灣教育體制中的補習班，並延伸到中國。並介紹東海大學社會系，成
立於 1956 年，目前約 500 個大學部學生，50 個博士生，14 位教授，分佈在社會
理論、文化研究、階層、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系在 1987 年成立東亞研究中心，
除社會系外，尚有其他系老師加入，並與北大、清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做台灣企業史的研究。
王宏仁：教育部補助中山大學，支助外籍學者與交換生到中山大學，期限至少長
達 6 個月。中山大學成立社會系僅有 5 年，系裡教授的研究專長在移民、性別、
福利體系、性行為(sexuality)、企業責任、性別勞動等。系上教授積極參與社會
運動，如環境保護運動。
劉雅靈：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專長在政治社會學、發展、後社會主義國家轉
型、中國研究等。目前的研究在探索地區層級過去三十年的經濟轉型路徑，從制
度途徑出發，研究聚焦於三個重要變項：地方政府被動或主動特性、地方商會的
外向連結或內向特色、地方企業獨立或依賴性的企業精神。這些是形塑不同地方
經濟轉型路徑的重要變項。此外她對鄉鎮層級的財政政治有興趣，她認為中國行
政制度是一種準計畫行政體制，如同過去的計畫經濟，中國準計畫行政體制使地
方草根幹部從掠奪者轉型為債務背負者。這篇有關中國準計畫行政體制的論文已
出版在今年的 Modern China 上。此外，她也對中國城市發展有興趣，尤其近年
城中村的發展。

柯志哲：介紹台大社會系，成立於 1960 年，系上教授的研究興趣分佈在醫
療社會學、移民、社會運動、福利體系、工作與勞力市場。柯志哲個人的專程領
域在經濟社會學、階層、量化方法、人力資源管理。研究興趣表現在短期勞動工
人、勞力市場彈性、工人福利、解雇工人及其衝擊、國民年金 pension system。
蔡明璋：代表 NSC 發言，NSC 鼓勵外籍學者申請到台灣研究、參與研討會、
田野調查、講學的短期居留，NSC 並補助往返機票與住宿。NSC 補助台灣學者出
國開會、研究的短期居留。NSC 並補助台灣研究生出國開會、國際合作研究，並
支持國外的博士後研究。
近中午 11:30am，Salvatore 到中國研究中心來接我們，帶我們逛 Sydney 大
學的校園，走進校園的塗鴉區(graffiti area)，簽下名字。印象最深刻的是校園的
court yard，四周都是中世紀建築，建築外觀為黃色十分美觀，又有歷史感。我
們其中一棟的二樓，居然有 stain glass。學校又有博物館，這是頗為難得的。走
出校園的外圍，又看到一棟歷史建築，顯然澳洲人認為一個校園有歷史建築是極
為驕傲的事情。
Salvatore 帶我們進入市區，他認為我們要坐車，可是我們建議走路，這樣可
看得較多與仔細。他帶我們去逛中國的園林建築，這園林建築完全是江南建築風
格，可見受大陸影響過深。接下來我們走向雪梨港口，這港口建得滿漂亮的，商
店很多，雪梨物價昂貴，真不知澳洲的經濟是如何維持的。Salvatore 認為澳洲只
靠礦砂與農產品就能維持這麼高的經濟水準與收入，澳洲人如何辦到？我們找了
一家 café，坐下來喝飲料與咖啡，然後 Salvatore 討論發展問題，我覺得他的論
點頗有問題，他只從統計數據瞭解結構問題，並不實地了解一國的內在問題，這
是行不通的，而且對數據的解釋很可笑，因為他認為一國的經濟表現並不受到政
策的影響。宏仁與他辯論，我也不時插進幾句話，談了一個多小時，沒有結論。
後來繼續看幾個高級的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s)，一家 mall 裡有一棵巨大的聖誕
樹。這些 malls 看起來都很高級，與美國的 Mall 有點像，但又不完全像。最後
Salvatore 帶我們去 David Johns 百貨公司，這是雪梨最高級的百貨公司。但此時
蔡明璋發現他的西裝掉在碼頭的咖啡館，沒帶在身邊。此時 Salvatore 替他回去
拿，我們繼續走回旅館。不久 Salvatore 已抵達，他不僅帶回蔡明璋的西裝，還
買了一個中國式的 fortune cookies，大家都抽了一個，取出其中的謎題，大家都
認為一定會再見到 Salvatore，不論明年在紐約或台北。我們相當感激他幫了這麼
多的忙。
Salvatore 是美國人，是 Johns Hopkins 大學的博士，原在 Pittsburg 大學任教，
後來到澳洲雪梨大學任教。他認為澳洲是天堂，氣候又好，生活品質高，並認為
澳洲的社會福利與醫療保險均好，不像美國窮人沒有健保。
11 月 14 日星期三 訪問墨爾本大學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上午我們先去參觀 Old Melbourne Goal 監獄，建於 19th 世紀(1841 年)，是地方出
名的歷史古蹟。監獄裡牢房面積狹窄，有淘金的華工、菲律賓人，歐洲各國移民，

有的在英國只犯了偷竊罪，就被送到這裡，有的連英語都不會說，也沒有翻譯，
就被吊死，實在沒有人權。在一戰期間，這座監獄充當逃兵犯人使用。關過澳洲
士兵、美國軍人與德國士兵與軍官。
下午我們前往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的 Law Building，會見 Asian Law Center
的教授：Sarah Biddulph 與 Sean Cooney。兩位教授堅持用中文與我們交談，這令
我極為訝異。因為與美國中國研究的教授交談，他們絕不使用中文討好我們。
他們先各自介紹所做研究，然後希望聽聽我們的研究興趣。
Sarah Biddulph 先簡單介紹亞洲法律中心，中心主任做印尼研究，除研究伊
斯蘭法律外，中心尚研究越南、日本、印度、馬來西亞、新加坡等國家的勞動法、
公司法、國際法等。Sarah 的專長在行政法，因要瞭解法律制訂的社會脈絡，會
做社會調查的經驗研究，強調法律的控制力，法律如何執行等，這與中國的公安
體系有直接關係。她也對青少年犯罪、吸毒、治安等議題有興趣。近年對人民的
社會經濟權益有興趣，例如牽涉到人民住房的拆遷、醫療糾紛、農民工議題有興
趣。
Sean Cooney 教授對勞動法演變的研究有興趣，這是法律演化觀點，也對比
較中國、台灣、印度、菲律賓、馬來西亞的勞動法有興趣。他並介紹亞洲法律研
究中心其他研究人員的研究興趣。
他們提出是否有可能讓澳洲大學學生主修雙學位?目前墨大正與中國的北
大、清華等學校協商，如何使兩校的學生取得雙學位。
在我們的自我介紹中，他們兩位對柯志哲個人的研究很感興趣，尤其志哲正
在做的 non‐standard employment 感興趣，這是亞洲比較研究的主題之一，中國
也正在開始。他們對我個人的研究也很有興趣，尤其我提出的概念 semi‐planned
administration，這和他們的想法一致。總而言之，他們很有意願到台灣訪問，已
經準備隨時接受邀請。尤其他們中文流利，Sarah 的中文有上海腔調，並稱自己
是積極份子，不斷積極爭取所有一切研究合作與互訪機會。
代表處的黃玉蘭秘書，對我們相當照顧，而且英文很棒，大家都稱讚她。
11 月 15 日 星期四
今日早餐後，我們一行人與駐澳辦事處科技組的黃玉蘭小姐，到 U of
Melbourne 大學的社會與政治學院訪問社會學教授，在大樓門口墨大國際交流中
心主任 Ken 來接待，把我們送進大樓。學院共出席四位教授：社會學背景的
Associate Professor Jens Zinn，原籍德國，專長在社會風險與不確定性。Professor
Garry Robins，具心理學背景，專長在網絡分析方法，12 月要到台灣來開會，參
加瑞梅的國際網絡工作坊。另一位是人類學家 Associate Professor Hans A. Baer，
做環境與氣候變遷研究，是反美的美國人，也是激進的左派份子，著作關於澳洲
的氣候政治(climate politics)與氣候社會運動。最後是 Research Associate professor
Gary N. Marks，做量化與應用經濟研究。他們對我們國科會提供的研究經費有興
趣。

他們先自我介紹，以 Power point 呈現，然後輪到台灣這邊自我介紹。有一
位 Dr. Dan Woodman 無法出席，但做了 power point，也提供著作給大家參考。
這些學者似乎 Hans Bare 對宏仁較感興趣。
中午午餐時，Gary Marks 與我們坐在一起，我問他為何澳洲農產品價格昂
貴，並且高於美國？他回答不知。但他告知澳洲教授年薪高於 15 萬美金，這高
於美國教授年薪。他認為澳洲薪水高，是物價昂貴原因。
傍晚我們與傳播組同仁道別後，就前往機場，搭機到 Canberra。
11 月 16 日 星期五 拜訪澳洲社會科學院 Australian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我們今天訪問 Australian Social Sciences Academy，有兩位教授與我們會面。
其中一位相當資深，也是退休官員，並是是 ANU 的公共政策教授，名為 Andrew
Podger，他過去擔任學者與政府官員之間的掮客。另一位是 Andrew Swanson，
也是 ANU 的國際法協會會長(International Law Society)。他們兩位都對台灣有興
趣。
Podger 教授提及，中國與澳洲已經發展一個有關公共行政的長期對話會議，
由澳洲與大中國地區的學者合作，已經開過兩次工作坊，去年在廣州舉辦，今年
9 月在 ANU 舉辦。去年的議題集中在公民服務上，並於今年 6 月在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期刊上出版 special issue。今年工作坊主題是
inter‐governmental services，將會在 AJPA 上出版，或以電子書形式出版。去年的
the special issue of AJPA 已經翻譯成中文，並在網上公布。對話會議之一的主辦者
是台大政治系的蘇彩足教授，若要參與對話工作坊必須聯絡她。明年 2013 年工
作坊舉行地點，在廣州或香港尚未決定，但我們歡迎學者與政府官員一道出席。
目前澳洲得到的收穫多於中國、香港與臺灣。
Podger 教授個人的研究興趣在社會政策，包括健康與年金政策的研究。他並
附上一篇發表在今年澳門會議上的論文草稿。這篇論文要發表在期刊上，因此不
願多加流傳。我們中午前就結束會談，並在 ASSA 門口拍團體照。
中午由駐澳代表處在辦公室請吃午餐，由張大使主持(前駐英代表)，並與國
內各部會(外交部、經濟部、教育部、外貿局、國科會等)的駐外代表碰面。會後
蔡明璋報告他的東亞四國全球化調查的態度與價值，然後各部會組長發問，我們
一併回答問題。我們駐外使館的工作人員，有些頭腦相當清楚，問題頗有意義。
幫我們與大學聯絡的國科會科技組人員，英語都相當好，不僅對澳洲社會相當熟
悉，而且談判能力相當強。
11 月 19 日星期一 訪問澳洲國立大學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我們社會學研究訪問團一行 4 人，由學門召集人蔡明璋教授帶領繼續拜會
ANU，首先應邀與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主任 Prof Geremie
Barme（白傑明）餐敘，席間均以中文交流，白教授與中國交流密切，有高度興
趣與台灣建立關係，並致贈他所編輯的 Red Rising Red Eclipse, China Story

Yearbook 2012。除中心主任外，他邀請中心義大利籍的 post-doc 研究人員 Elisa
Nessosi、一位來自內蒙的大陸學者、一位澳洲 Ph.D 學生 Paul Farrelly 一道午餐。
中心副主任 Benjamin Penny 有來，但並未留下午餐，我未與他交換到名片。
Geremie 是歷史學者，研究中國文化與知識史，最近的著作如 The Forbidden
City (London: Profile Book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An Artistic Exile: a
life of Feng Zikai (1898‐197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獲得 2004 年現
代中國的大獎 Joseph Levenson Prize;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又與 Carma Hinton 嫌熟，在 2003 年共同拍攝
紀錄片 The morning sun。
Benjamin Penny 是 CIW 的副主任，也是歷史學者，研究中國宗教，尤其芝大
出版社出版的法輪功一書。
Dr. Elisa Nessosi 是 CIW 的 post‐doc research fellow，研究中國法律。原籍是
Italy，但畢業於倫敦大學亞非學院。
Mr. Paul Farrelly，是 CIW PhD Scholar，研究台灣與中國間的宗教創新。
午餐後我們去拜訪社會學院(School of Sociology)，與 Stewert Lockie 及 Kevin
White 教授會談，此外有兩個社會學博士生與我們會面，並有做調查研究的 Ann
教授。他們也準備了禮物與咖啡水果招待我們，我們的會談相當愉快。
Stewart Lockie 教授，專長在環境社會學、發展、sociolog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等領域。
Kevin White 教授，專長在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history of medicin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Health, privatization, market and health，並探索健康照顧體
系的政治經濟。他有一本著作(201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London Sage。已有中文翻譯，譯者是任教高雄大學的 Zhu‐shang Chen，並
由臺灣紅葉公司出版(Taiwan: Hung Yeh)。
他們建議可以合作的重點，在災後重建、健康及環境（氣候變遷）等社會學
的研究，第二他們鼓勵台灣優秀學生來澳洲攻讀博士學位。會後 Kevin 居然告知，
我和他都生於 1955 年，他生於 10 月 1 日，而我是 10 月 15 日，他希望能在台北
見面。我問了 Lockie 一個關於沒有工業的國家為何能發展得這麼好，如澳洲這樣
的問題？他的回答不是那麼具體。此外我又詢問為何澳洲農產品價格如此貴，高
於美國？他似乎也未完全回答此問題。臨走時我問 Kevin 關於健康照顧私有化的
問題，他的回答政府提供健康照顧不足，讓私人業界進入，不是件好事，如美國，
並不是因為政府的財政赤字或債務問題。
我們道別後就前往副校長辦公室，會見當代中國中心的 Jonathan Unger 與
Anita Chan 教授。他們似乎挺高興見到我們，又沒有架子。Unger 自我介紹，並
說 25 年前在 ANU 僅他一人做中國研究，目前 ANU 約有 60 位。目前該中心規模
較小，經費結拒。當我談到對城中村的研究時，Unger 提到他與博士生也在做城
中村的研究，田野地點是廣州與武漢。希望有機會我們可以交流。我提到政大社
科院明年底要辦的研討會，他們挺希望能夠被邀請，且有意願到台灣來。我們彼

此交換一些觀點，也問了幾個問題，例如關於 state capitalism 的報導，他們是否
同意？基本上 Unger 是接受的。關於台灣企業在大陸做軍事化管理，Chan 持批
判態度。我提到在大陸珠江三角洲寶成企業的地方幹部看法，以及溫州企業家在
湖州的看法，甚至無錫國企與德國 Bosch 生產 purifier 的合資企業在管理上的差
異等。有許多台澳共同有趣的題目，如城中村 urban village、產業外移 out
sourcing、縮小規模 down sizing、台商在大陸的「台灣軍事管理模式」、補習班
在香港（無法發展）cram schooling in Hong Kong 等等，都值得共同探討。會談
相當有收穫。
反思，澳洲訪問一行收穫不錯，澳洲學者較為平易近人，態度較為客氣，不
像美國學者那麼正式與驕傲，他們對雙方合作交流頗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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