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研究世界大會  12 國逾 500 學者搶報名  

連海報也搶手被偷  

〔記者湯佳玲／台北報導〕台灣內涵儼然成為值得研究的課題！第一屆

台灣研究世界大會週四將在中研院登場，各國學者反應熱烈。大會秘書長、

中研院社會所所長蕭新煌透露，大會海報設計世界各國稱呼「台灣」的文

字，非常有特色，德國學者抱怨張貼在牆上的海報不翼而飛，請大會補寄，

墨西哥學者更來函詢問下一屆何時舉辦。  

蕭新煌說，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邀請來自美、加、英、法等十二國

學者，發表一百零二篇論文，原本兩百五十個名額來了五百多人報名，一

下子就爆滿，中研院將來要有台灣研究的集結能力和發言權，很適合成為

舉辦台灣研究的平台。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指出，華人世界裡，只有台灣還保存中華文化的傳統，

且台灣成為唯一歷經民主過程的地方，學術上已逐漸脫離中國脈絡下的台

灣，漸受重視。  

大會召集人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表示，一九九五年後北美與日本的台灣

研究學會陸續成立，英國倫敦亞非學院一九九九年成立「台灣研究中心」，

二○○四年成立「歐洲台灣研究學會」，德國杜賓根大學二○○八年成立「歐

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法國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也開

始開設台語課程。  

王汎森說，台灣研究在「漢學」或「中國研究」之外，展現出其獨立的

學術位置，值得形成一個群聚互相觀摩，趁機做一個總盤點，檢視台灣研

究的成果，「也該看看別人怎麼看台灣」。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apr/24/today-life12.htm?Slots=Life 

 

台灣研究世界大會 26 日登場 

（中央社記者林思宇台北 23 日電）首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將在 26 日登

場，中央研究院今天表示，這是世界第 1 次大規模、跨學科的「台灣研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apr/24/today-life12.htm?Slots=Life


究」國際學術會議，希望加強「台灣研究」的國際網絡和能見度。  

 

中研院的人文社會科學各所長期以來都有各自的有關「台灣」的研究，

也都有各自的研究資源和人脈。台灣的各個大學院校，有不少教授從事

有關台灣社會各個面向的研究。  

 

台灣以外，世界各地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在「台灣研究」方面日漸成熟。

「北美臺灣研究學會」、「日本臺灣研究學會」、英國的倫敦亞非學院

「臺灣研究中心」、「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等相繼成立。  

 

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表示，台灣研究逐漸展現其獨立的學術位置，有鑒

於此，決定對台灣研究做 1 次的總盤點，創辦「臺灣研究世界大會」  

(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 WCTS)，預計有 11 個國家學者參加。  

 

中研院長翁啟惠表示，「台灣研究」意義重大，過去都有在研究，但太

分散，這次會議是整合各個面向，希望能增加台灣研究的深度和能見度。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長蕭新煌表示，大會的目的是要匯聚國內外專家學

者於中研院，分享台灣研究的發現與成果，交換意見，拓展未來學術合

作的機會，並期待此次大會不但能促進全球「台灣研究」的風氣，強化

未來「台灣研究」的國際網絡與能見度，和規劃持續舉辦各屆世界大會。  

 



蕭新煌說，與會的外籍學者包括旅居海外的台籍人士，還有不少外籍的

台灣女婿、台灣媳婦，而且這些學者多是台灣通，是台灣常客，對台灣

熟門熟路。  

http://www.cna.com.tw/News/aEDU/201204230246.aspx 

 

 

首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 26 日登場 

  

 時間：2012/4/23 20:49 

撰稿‧編輯：劉品希   新聞引據： 中央社 
 

  

  首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WCTS)」將在

26 日登場，中央研究院今天(23 日)表示，這是世界第一次大規模、跨學科的「台

灣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希望加強「台灣研究」的國際網絡和能見度。 

 

  中研院表示，中研院的人文社會科學各所長期以來都有各自有關「台灣」

的研究，而台灣以外，世界各地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在「台灣研究」方面也日

漸成熟，「北美台灣研究學會」、「日本台灣研究學會」、英國倫敦亞非學院

的「台灣研究中心」、「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等相繼成立。 

 

  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表示，台灣研究逐漸展現其獨立的學術位置，有鑒於

此，決定對台灣研究做一次總盤點，創辦「台灣研究世界大會」，預計有 11 個

國家學者參加。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表示，「台灣研究」意義重大，過去都有在研究、但太

分散，這次會議是整合各個面向，希望能增加台灣研究的深度和能見度。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蕭新煌表示，大會的目的是要匯聚國內外專家學

者於中研院，分享台灣研究的發現與成果、交換意見，拓展未來學術合作的機

會，並期待此次大會不但能促進全球「台灣研究」的風氣，更能強化未來「台

灣研究」的國際網絡與能見度，及規劃持續舉辦各屆世界大會。 

 

http://www.cna.com.tw/News/aEDU/201204230246.aspx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 studies to open 

Thursday 

2012/04/23 23:04:01 

Taipei, April 23 (CN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related research will 

open on Thursday at Academia Sinica, the nation's top research institution, where 

scholars across disciplinary lines will share their findings.  

 

The 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 is aimed at facilitating exchanges among 

academics doing research on Taiwan, which will lay the groundwork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and raise the profile of Taiwan-related studies, said Hsiao 

Hsin-huang, director of Academia Sinica's Institute of Sociology.  

 

Taiwan studies progra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roughout Taiwan, said 

Academia Sinica Vice President Wang Fan-sen, with research fellows at the 

institute researching topic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college 

professors dedicated to studying various facets of Taiwanese society.  

 

A number of research institutes devoted to Taiwan have also sprung up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the Centre of 

Taiwan Studies under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 Wang 

added.  

 

Because of the growing presence of such programs, the institution decided to 

bring together members of the Taiwan studies community and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to give them more depth, Wang 

said.  

 

About 170 researchers from 11 countries a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ference, which will run through April 28.  

 

(By Lin Szu-yu and Scully Hs 

 

http://focustaiwan.tw/Show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aEDU&ID=2012042

30044 

http://focustaiwan.tw/Show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aEDU&ID=201204230044
http://focustaiwan.tw/Show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aEDU&ID=201204230044


 

 

研究台灣 全球 700 名學者齊聚 

 

 

【聯合晚報╱記者林進修/台北報導】 2012.04.26 03:33 pm 
 

  

想了解台灣，就從研究台灣開始。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今天起在中央研究院舉

行 3 天，超過 700 名來自全球的學者專家齊聚一堂，這 3 天只有一個共同話題：

台灣。中研院長翁啟惠表示，華人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目前只有台灣仍保有中華

文化傳統，台灣經驗未來也許可當成中國大陸、香港的發展模式。 

翁啟惠表示，過去有關台灣的研究太少、也太分散，無法發揮該有的影響力。台灣

受到日本統治 50 年、中華民國在台灣建立政權、美國文化衝擊等影響，形塑成一

個獨特的文化，如果能將這些珍貴經驗整理出來分享給全世界，將是一件好事。 

大會秘書長、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蕭新煌表示，不僅美國、加拿大、日本、韓

國及馬來西亞定期舉辦研究該國的研討會，就連婆羅州也積極推動屬於自己的研

究，我們再不奮起直追，就會來不及。 

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指出，近 20 年來，國內的台灣研究方興未艾，舉辦第 1 屆台

灣研究世界大會，除了分享台灣研究成果並交換意見，「我們也很好奇，別人到底

是怎麼看待我們的。」 

這次大會，共有 26 個專題場次、102 篇論文，來自加拿大、法國、瑞典、澳洲、

紐西蘭、日本、新加坡等地的 40 幾個外國學者中，也不乏台灣媳婦或台灣女婿，

他們中文流利，會場充滿濃濃台灣味。 

【2012/04/26 聯合晚報 

http://www.udn.com/2012/4/26/NEWS/NATIONAL/NAT5/7053751.shtml 

 

臺灣研究大會 全球學者畢集 

http://www.udn.com/2012/4/26/NEWS/NATIONAL/NAT5/7053751.shtml


2012-04-26  16:11:07 

  

（中央社記者林思宇台北 26 日電）中央研究院所主辦的「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

大會」今天登場，是大規模、跨學科的世界性台灣研究國際學術會議，為期 3

天，有數百名學者與會，其中不少台灣媳婦、台灣女婿。 

 

「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上午舉行開幕式，中研院長翁啟惠親自主持，估

計來自全球的與會學者專家超過 700 人。 

 

近 20 年來，台灣研究在國內正值方興未艾，而國際上有關台灣的專門研究，自

1995 年「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ATSA）成立以推動對台灣研究迄今，日本、

英國、德國也相繼成立相關的研究機構。 

 

有鑒於台灣研究在國際上的發展日漸成熟，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邀社會所長蕭

新煌擔任大會秘書長，發動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組下 11 個所、處和中心的研究

資源和人脈，聯合台灣各大學及上述各國台灣研究學術社群，舉辦「臺灣研究

世界大會」。 

 

中研院表示，與會學者來自多個國家，包括加拿大、法國、瑞典、澳洲、紐西

蘭、日本、新加坡及中國等，總共有 170 多名學者發表文章。藉此將國內外專

家學者聚於一堂，分享台灣研究的發現與成果並交換意見，期待拓展未來學術

合作的機會。 



 

翁啟惠表示，會議意義相當重大，台灣相關研究都有在進行，只是比較分散，

沒有整體會議來看台灣各層面問題，華人世界只有台灣還保存中華文化的傳

統，也是真正比較民主的地方。 

 

王汎森說，這次算個「總盤點」，希望未來每隔幾年都可以盤點台灣研究的成

果，同時也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台灣研究我們不做，那誰做？」 

 

蕭新煌表示，與會者中有不少是台灣媳婦和台灣女婿，很多都是長期推動台灣

研究，希望藉由這次活動告訴他們，他們不會孤軍奮戰，中研院會扛起責任；

有趣的是，這次報名超過預期，還有外國學者跟大會再要一份海報，因為被偷

走了。1010426 

http://www.cna.com.tw/Views/Page/Search/hyDetailws.aspx?qid=201204260189&

q=%E4%B8%AD%E7%A0%94%E9%99%A2 

 

 

灣研究大會今登場 全球學者齊聚 

  

 時間：2012/4/26 16:21 

撰稿‧編輯：劉品希   新聞引據： 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Views/Page/Search/hyDetailws.aspx?qid=201204260189&q=%E4%B8%AD%E7%A0%94%E9%99%A2
http://www.cna.com.tw/Views/Page/Search/hyDetailws.aspx?qid=201204260189&q=%E4%B8%AD%E7%A0%94%E9%99%A2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 (王照坤 攝) 

 

  中央研究院主辦的「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今天(26 日)登場，為期 3

天，是大規模、跨學科的世界性台灣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有數百名學者與會，

其中有不少台灣媳婦、台灣女婿。 

 

  「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上午舉行開幕式，中研院長翁啟惠親自主持，

來自全球的與會學者專家估計超過 700 人。中研院表示，與會學者來自多個國

家，包括加拿大、法國、瑞典、澳洲、紐西蘭、日本、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等，

總共有 170 多名學者發表文章，分享台灣研究的發現與成果並交換意見，期待

拓展未來學術合作的機會。 

 

  翁啟惠表示，會議意義相當重大，台灣相關研究都有在進行，只是比較分

散，沒有整體會議來看台灣各層面問題，華人世界只有台灣還保存中華文化的

傳統，也是真正比較民主的地方。 

 

  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說，這次算是一次「總盤點」，希望未來每隔幾年都

可以盤點台灣研究的成果，同時也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中研院社會所長蕭新煌表示，與會者中有不少是台灣媳婦和台灣女婿，很

多人長期在推動台灣研究，希望藉由這次活動告訴他們，他們不會孤軍奮戰，

中研院會扛起責任。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52286&id=3&id2=1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52286&id=3&id2=1


Academia Sinica opens Taiwan forum 

Staff writer, with CAN Fri, Apr 27, 2012 -  

Academia Sinica, the nation’s top research institute, yesterday launched its first world 

congress on Taiwan studies with the primary goal of establishing links among people 

engaged in Taiwan studies globally. 

More than 700 people are attending the three-day congress, discussing topics such as 

Taiwanese art, literature, religion, sociology, economy, politic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institute said it hoped the congress, the biggest of its kind ever held in the world, 

would serve as a framework for shar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aiwan 

studies. 

It is also aimed at develop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global networks 

and giving greater exposure to Taiwan studies, the institute said. 

“This world congress can really serve as a new beginning for Taiwan studies 

academically, intellectu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and for future careers in Taiwan studies in 

many years to come,” Congress secretary-general Michael Hsiao (蕭新煌)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Hsiao, director of the sociology institute at Academia Sinica, said there had been 

burgeoning interest in Taiwan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many centers for Taiwan stud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Academics and experts from Japan, Europe, the US, Canada, Australia, Singapore,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scheduled to present papers at the congress. 

Masahiro Wakabayashi, a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professor from Japan’s 

Waseda University, will present a speech on Sunday on the writings of Yeh Jung-chung 

(葉榮鐘), a Taiwanese activist in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Taiwan before World 

War II.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12/04/27/200353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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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 opens in Taipei 

 Publication Date：04/26/2012 

 Source： Taiwan Today 

 By  June Tsai 

The 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 kicked off April 26 in Taipei City, with scholars from 

11 countries slated to deliver more than 100 papers at the three-day event. 

According to organizer Academia Sinica, the conference is the largest ever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lated to Taiwan. Topics ranging from arts, history and linguistics to politics, 

aboriginal cultur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will be presented in 26 sessions. 

“Taiwan studies are gaining an independent academic position, as the country has 

progressed from a colony to a democratized country while also incorpo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 its unique development,” said Wang Fan-sen, the institute’s vic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chairman. 

The congress is expected to facilitate worldwide networks and enhanced visibility for 

Taiwan studies, he said. 

Since the 1990s, a number of programs and institutes dedicated to Taiwan stud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cluding the Center of Taiwan Studies at London-based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 in 

Tubingen, Germany, along with many academic associations in Japan and North America. 

The congress brings together the result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offers an overview of 

their findings, Wang said. “This is also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ation to see how others view 

Taiwan,” he added. 

On the first day, Academician Liu Tsui-jung, a historian, spok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wan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Masahiro Wakabayashi,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at Japan’s Waseda University, will address the writing 

activities of poet and political activist Yeh Jung-chung (1900-1978) in a talk April 27 

focusing on Yeh’s influential 1971 publication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 

Movement.” (THN) 

http://www.taiwantoday.tw/ct.asp?xItem=189782&ctNode=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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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2012/04/26 15:18:17 

Taipei, April 26 

(CNA) Academia 

Sinica, Taiwan's 

top research 

institute, on 

Thursday 

launched its first 

world congress 

on Taiwan 

studies with the 

primary goal of 

establishing links 

among people 

engaged in Taiwan studies globally.  

 

Over 700 people are attending the three-day congress, discussing 

topics such as Taiwanese art, literature, religion, sociology, economy, 

political scienc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indigenous studies.  

 

The institute said it hopes the congress, the biggest of its kind ever held 

in the world, will serve as a framework for shar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aiwan studies.  

 

It is also aimed at develop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global networks and giving greater visibility to Taiwan studies, the 

institute said.  

 

"This world congress can really serve as a new beginning for Taiwan 

studies academically, intellectu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and for future 

careers in Taiwan studies in many years to come," said Hsiao 

Hsin-huang,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ongres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Hsiao, director of the sociology institute at the Academia Sinica, said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interest in Taiwan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eeing that many centers for Taiwan 

stud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Japa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Singapore,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present papers at 

the congress, which will run until April 28.  

 

At Thursday's conference, Liu Ts'ui-jung, chairwoman of the congress 

and an academician at the institute, gave a keynote speech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studies in China.  

 

Masahiro Wakabayashi, a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professor 

from Japan's Waseda University, will present a speech April 27 on the 

writings of Yeh Jung-chun, a Taiwanese activist in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Taiwan before World War II.  

 

Other topics to be presented include studies on Formosa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Taiw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Taiwan's political institution, 

changing natural environment, law and society, prehistoric cult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youth growth,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d 

film and culture.  

 

(By Christie Chen 

http://focustaiwan.tw/Show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aEDU&ID=201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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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台灣世界研究大會開幕 

 

【聯合報╱記者陳幸萱／即時報導】 2012.04.27 12:20 am 
 

  

中研院主辦「第一屆台灣世界研究大會」，廣邀國際上各領域的「台灣研究」專家

學者，今天起舉行為期三天的國際會議，議題涵蓋文學、藝術、歷史、宗教、經濟、

社會、政治、法律、考古、環境變遷、語言及原住民研究等。 

北美台灣研究學會、日本台灣研究學會、英國倫敦亞非學院台灣研究中心、歐洲台

http://focustaiwan.tw/Show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aEDU&ID=201204260016
http://focustaiwan.tw/Show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aEDU&ID=201204260016


灣研究學會等學術單位皆受邀參加，並請到中研院院士劉翠溶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政

治經濟學術院教授若林正丈做專題演講。 

大會總計共邀請國內外學者計 170 餘人，發表論文 102 篇，其中國外學者來自美

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瑞典、澳洲、紐西蘭、日本、新加坡、中國等

11 個國家。 

 

 

全文網址: 第一屆台灣世界研究大會開幕 | 生活 | 即時新聞 | 聯合新聞

網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9/7055485.shtml#ixzz1tEaj9gqp  

Power By udn.com  

 

 

 

中研院：大屯火山若噴發 不致危及全台北 

 

【聯合報╱記者陳幸萱、蔡永彬／台北報導】 2012.04.27 03:41 am 
 

  

中央研究院地球所研究員陳中華昨天表示，大屯火山群現在就像「睡著的活動火

山」，有可能噴發，目前處於休眠狀態。 

中研院主辦第一屆台灣世界研究大會，陳中華研究沉積在台北地區的火山灰，發現

大屯火山在過去兩萬年間，共噴發四次，最近一次約在六千年前，符合國際上活火

山定義。 

他表示，用死火山、活火山界定火山容易誤會火山的特性，以「活動」、「不活動」

區分較精確。活火山有噴發可能，但不代表有立即噴發的危險，應加強監測，為「減

災」做準備。 

陳中華說，以目前火山的岩漿活動狀況及過去紀錄來看，大屯火山就算噴發，影響

範圍應也不會擴及整個台北市。 

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林正洪表示，火山分成活火山、死火山、休眠火山。

活火山代表一萬年內噴發過或底下有岩漿等活動；死火山則不再有岩漿或熱力活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9/7055485.shtml#ixzz1tEaj9gqp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9/7055485.shtml#ixzz1tEaj9gqp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9/7055485.shtml#ixzz1tEaj9gqp


動，休眠火山是沉寂很久，但還有可能噴發。 

他表示，大屯火山學界多認為是「休眠的活火山」。國科會等單位成立大屯火山觀

測站，添加傾斜儀，如果有地殼隆起產生變化，都能偵測到。 

 

 

全文網址: 中研院：大屯火山若噴發 不致危及全台北 | 生活新聞 | 生活天氣 | 聯合新聞

網 http://udn.com/NEWS/LIFE/LIF1/7055625.shtml#ixzz1tEYylerV  

Power By udn.com  

 

 

澳洲學者指台灣一直是由殖民政權統治 

 

【聯合晚報╱記者林進修／即時報導】 2012.04.27 12:10 pm 
 

  

台灣地位為何，眾說紛紜。澳洲歷史學者家博(J.BruceJacobs)今天在第一屆台灣研

究世界大會中發表論文指出，除了 1945 年至 1949 年國共內戰期間，曾有大陸的

漢人政權統治過台灣外，數百年來台灣一直處於殖民統治下，以前國民黨強調台灣

歷史和大陸歷史分不開的說法，既無根據，更是「幻想」。 

 

 

全文網址: 澳洲學者指台灣一直是由殖民政權統治 | 要聞 | 即時新聞 | 聯合新聞

網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1/7056051.shtml#ixzz1tEUeSULa  

Power By udn.com  

 

 

澳洲學者家博：台灣應跳出統獨 

 

（中央社記者林思宇台北 27 日電）澳大利亞墨爾本蒙納士大學亞洲語

言與研究講座教授家博（Bruce Jacobs）今天表示，台灣歷史上先後有 6

個殖民地政權，要談台灣未來，應跳出統獨，先做到真正去殖民地化。 

http://udn.com/NEWS/LIFE/LIF1/7055625.shtml#ixzz1tEYylerV
http://udn.com/NEWS/LIFE/LIF1/7055625.shtml#ixzz1tEYylerV
http://udn.com/NEWS/LIFE/LIF1/7055625.shtml#ixzz1tEYylerV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1/7056051.shtml#ixzz1tEUeSULa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1/7056051.shtml#ixzz1tEUeSULa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1/7056051.shtml#ixzz1tEUeSULa


 

中央研究院所主辦的「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昨天起舉行一連 3 天

的學術研討會議，家博出席今天探討「族群、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的

場次。  

 

研究台灣歷史超過 40 年的家博會前受訪表示，台灣歷史上先後有 6 個

殖民地政權，包括荷蘭、西班牙、明鄭、清廷、日本與兩蔣政權，從故

總統蔣經國到前總統李登輝的政權轉移，是台灣歷史走出殖民地化的過

程。  

 

談到台灣的未來，家博說，希望能夠跳出統獨，真正去殖民地化。1010427 

http://www.cna.com.tw/News/aALL/201204270066.aspx 

 

 

見證變遷 家博愛台灣 40 年 

加入中央社粉絲團 

列印本頁 

17:45:10 

（中央社記者林思宇台北 26 日電）愛台灣，連手機都用 HTC！澳籍學

者家博 1965 年首次踏上台灣土地，也踏出對台灣感情，學會講流利台

語，結交許多台灣朋友。儘管曾被列入黑名單，但在他眼中，台灣是第

2 個故鄉。  

http://www.cna.com.tw/News/aALL/201204270066.aspx
http://www.cna.com.tw/News/aEDU/201204260245.aspx


 

澳大利亞墨爾本蒙納士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講座教授，同時也是台灣研

究室主任家博，現年 68 歲，留著落腮鬍，正統的白人臉孔，但說著一

口流利的中文，如果用台語問候，他也很自然的以台語回答。  

 

21 歲大學畢業時，當時中國大陸進行文革，家博為了想要更了解中國而

到台灣。他先到國語教學中心念中文，在教授的協助下，進了台灣大學

歷史研究所，研究生每月可領新台幣 400 元，加上他教英文所賺的錢

1200 元，收入比當時的公務員還多，生活過得很舒服。  

 

家博的博士論文做的是台灣地方政治研究，1971 年再度來台灣，落腳在

嘉義太保的楊家，進行了一年半的田野調查，和楊家的下一代感情很

好，就像兄弟一樣，家博也成為楊家的一員。他每次回到台灣，都一定

會回嘉義，楊家的兄弟姊妹也都會回來，大家一起團圓。  

 

家博形容嘉義太保是「我在台灣的故鄉」。常跟他回嘉義的韓裔妻子，

不會說中文，卻會說台語「多蝦」（多謝）、「呷霸」（吃飽）。  

 

不幸的是，家博牽連上與林義雄血案有關，列入黑名單中，接著變成到

「灰名單」中。就這樣，家博有 12 年時間都不能回台灣，他說，當時

很想念台灣的「家人」，但怕他們受害，所以不敢和楊家聯絡。  

 



台灣歷經民主化過程，家博又想再度回台灣看看，1992 年終於獲准再度

踏上台灣土地，但是總是有人「保護」。家博不忘回嘉義看「家人」，

當時還有 5 部車、多名警察跟著他回嘉義，村民開玩笑說，「晚上都不

必鎖門了！」  

 

研究台灣 40 年，家博從坐公車、鐵路到搭乘高鐵，體驗了台灣社會變

遷外，也體驗了台灣民主化過程；總統大選期間，家博特地來台灣，跑

透透看選舉。  

 

問到是否會搖旗吶喊？家博搖頭說，他知道誰當選之後對台灣比較好，

但是不能夠公開表態，這才是學者，人家給的旗子就收好放入包包中。 

 

世界上研究中國的學者很多，但研究台灣的不多，家博的研究很受重

視。家博認為，台灣是中等國家，同時也是個獨立的國家，台灣的民主

非常可貴，要破壞並不容易。  

 

談到對台灣的印象，家博說，不管什麼人，都很歡迎你；最近幾年每年

來台灣 3、4 次，台灣食物什麼都喜歡吃，例如「番薯粥」，但可不能

每天都吃，而台灣找得到各地的食物，非常國際化。1010426 

 

http://www.cna.com.tw/News/aEDU/20120426024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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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見證變遷 家博愛台灣 40 年 

http://www.cdnews.com.tw 2012-04-26 18:35:55 

王鵬捷/整理  

 

 愛台灣，連手機都用 HTC！澳籍學者家博

1965 年首次踏上台灣土地，也踏出對台灣感

情，學會講流利台語，結交許多台灣朋友。儘

管曾被列入黑名單，但在他眼中，台灣是第 2

個故鄉。  

 

 中央社 26 日報導，澳大利亞墨爾本蒙納士

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講座教授，同時也是台灣

研究室主任家博，現年 68 歲，留著落腮鬍，

正統的白人臉孔，但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如

果用台語問候，他也很自然的以台語回答。  

 

 21歲大學畢業時，當時中國大陸進行文革，家博為了想要更了解中國而到台灣。

他先到國語教學中心念中文，在教授的協助下，進了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每月可領新台幣 400元，加上他教英文所賺的錢 1200元，收入比當時的公務員還多，

生活過得很舒服。  

 

 家博的博士論文做的是台灣地方政治研究，1971年再度來台灣，落腳在嘉義太保

的楊家，進行了一年半的田野調查，和楊家的下一代感情很好，就像兄弟一樣，家

博也成為楊家的一員。他每次回到台灣，都一定會回嘉義，楊家的兄弟姊妹也都會

回來，大家一起團圓。  

 

 家博形容嘉義太保是「我在台灣的故鄉」。常跟他回嘉義的韓裔妻子，不會說中

文，卻會說台語「多蝦」（多謝）、「呷霸」（吃飽）。  

 

 不幸的是，家博牽連上與林義雄血案有關，列入黑名單中，接著變成到「灰名單」

中。就這樣，家博有 12 年時間都不能回台灣，他說，當時很想念台灣的「家人」，

但怕他們受害，所以不敢和楊家聯絡。  

 

 台灣歷經民主化過程，家博又想再度回台灣看看，1992年終於獲准再度踏上台灣

 

愛台灣，連手機都用 HTC！澳籍學者家博

（左），1965 年首次踏上台灣土地，也踏出

對台灣感情，學會講流利台語，結交許多台灣

朋友，台灣是他的第 2 個故鄉。 

http://www.cdnews.com.tw/


土地，但是總是有人「保護」。家博不忘回嘉義看「家人」，當時還有 5 部車、多

名警察跟著他回嘉義，村民開玩笑說，「晚上都不必鎖門了！」  

 

 研究台灣 40年，家博從坐公車、鐵路到搭乘高鐵，體驗了台灣社會變遷外，也體

驗了台灣民主化過程；總統大選期間，家博特地來台灣，跑透透看選舉。  

 

 問到是否會搖旗吶喊？家博搖頭說，他知道誰當選之後對台灣比較好，但是不能

夠公開表態，這才是學者，人家給的旗子就收好放入包包中。  

 

 世界上研究中國的學者很多，但研究台灣的不多，家博的研究很受重視。家博認

為，台灣是中等國家，同時也是個獨立的國家，台灣的民主非常可貴，要破壞並不

容易。  

 

 談到對台灣的印象，家博說，不管什麼人，都很歡迎你；最近幾年每年來台灣 3、

4 次，台灣食物什麼都喜歡吃，例如「番薯粥」，但可不能每天都吃，而台灣找得

到各地的食物，非常國際化。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21&docid=101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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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學者家博：台灣跳脫統獨 方能去殖民化 

 2012-04-27 14:23 

  

 新聞速報 

  

 【中廣新聞／繆宇綸】 

    由中研院所主辦的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今天繼續進行第二天的議程，

與台灣關係密切的澳洲學者「家博」以「台灣的殖民統治經驗與族群認同」為題，

在會中發表論文。「家博」認為，台灣從 1624 年荷蘭占領開始，經歷六階段的殖

民統治，直到李登輝繼承總統才走出殖民統治，他認為面對未來，台灣應該跳脫統

獨，才能真正「去殖民化」。 

     

    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27 號在中研院舉行第二天的會議，一早先由日本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若林正丈)發表專題演講，隨後分三個場地，展開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21&docid=101890385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21&docid=101890385


一整天共八場的論文發表活動。 

    在發表的論文裡，較受到外界注目的，是澳洲墨爾本「蒙納許大學」教授家博發

表的「台灣的殖民統治經驗與族群認同」。家博和台灣關係密切，早年和黨外人士

交好，1980 年發生林宅血案，「大鬍子」家博一度被警方認為涉案，雖然沒有證據

可以證明，但家博也因此列名黑名單，有 12 年的時間無法入境台灣。 

    家博在論文裡表示，從 1624 年荷蘭占領台灣開始，台灣經歷荷蘭、西班牙、明

鄭、滿清、日本，以及國民黨政權的殖民，家博稱為「外來政權統治」；他並認為

這樣的殖民統治，其本質是種族主義，為確保統治地位，會採取「分而治之」方式，

藉以穩固統治，例如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日本人會利用客家人管理鐵路，並在警界

扮演重要角色，國民黨執政時亦復如此。 

    家博把 1988 年故總統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承職位稱為「政權移轉」，認為是

台灣走出殖民統治的關鍵，他認為台灣應該跳脫統獨問題，才能真正去殖民化。 

 

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50206974/132012042700937.html 

 

研院：大屯火山若噴發 不致危及全台北 

  

 時間：2012/4/27 08:55 

撰稿‧編輯：曾美惠   新聞引據：聯合報 
 

  

  中央研究院地球所研究員陳中華 26 日表示，大屯火山群現在就像「睡著的

活動火山」，有可能噴發，目前處於休眠狀態。  

 

  中研院主辦第一屆台灣世界研究大會，陳中華研究沉積在台北地區的火山

灰，發現大屯火山在過去 2 萬年間，共噴發 4 次，最近 1 次約在 6 千年前，符

合國際上活火山定義。  

 

  他表示，用死火山、活火山界定火山容易誤會火山的特性，以「活動」、

「不活動」區分較精確。活火山有噴發可能，但不代表有立即噴發的危險，應

加強監測，為「減災」做準備。  

 

  陳中華說，以目前火山的岩漿活動狀況及過去紀錄來看，大屯火山就算噴

發，影響範圍應該也不會擴及整個台北市。  

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50206974/132012042700937.html


 

  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林正洪表示，火山分成活火山、死火山、休

眠火山。活火山代表 1 萬年內噴發過或底下有岩漿等活動；死火山則不再有岩

漿或熱力活動，休眠火山是沉寂很久，但還有可能噴發。  

 

  他表示，大屯火山學界多認為是「休眠的活火山」。國科會等單位成立大

屯火山觀測站，添加傾斜儀，如果有地殼隆起產生變化，都能偵測到 

 

 

首屆 台灣研究 世界大會舉行 匯聚全球 700 名學者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財匯資訊，摘自：中國新聞網) 2012-04-27 16:32:02       

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 26 日起在台灣“中研院”舉行 3 天，超過 700 名來自

全球的學者專家參加。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表示，過去有關台灣的研究太少、也太分散，無法發揮該有

的影響力。台灣受到日本統治 50 年、受美國文化沖擊等影響，形塑成一個獨特的文

化，如果能將這些珍貴經驗整理出來分享給全世界，將是一件好事。 

“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指出，近 20 年來，島內的“台灣研究”方興未艾，舉辦第

1 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除了分享研究成果并交換意見，“我們也很好奇，別

人到底是怎么看待我們的。” 

這次大會共有 26 個專題場次、102 篇論文，來自加拿大、法國、瑞典、澳大利亞、

新西蘭、日本、新加坡等地的 4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中，也不乏“台灣媳婦”或

“台灣女婿”，他們中文流利，會場充滿台灣味。 

 

 

家博：台灣跳脫統獨 方能去殖民化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中廣新聞網) 2012-04-27  15:34 

由中研院所主辦的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今天繼續進行第二天的議程，與

台灣關係密切的澳洲學者「家博」以「台灣的殖民統治經驗與族群認同」為題，在

會中發表論文。「家博」認為，台灣從 1624 年荷蘭占領開始，經歷六階段的殖民統

治，直到李登輝繼承總統才走出殖民統治，他認為面對未來，台灣應該跳脫統獨，

才能真正「去殖民化」。（繆宇綸報導） 



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27 號在中研院舉行第二天的會議，一早先由日本早

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若林正丈)發表專題演講，隨後分三個場地，展開一

整天共八場的論文發表活動。 

在發表的論文裡，較受到外界注目的，是澳洲墨爾本「蒙納許大學」教授家博發表

的「台灣的殖民統治經驗與族群認同」。家博和台灣關係密切，早年和黨外人士交

好，1980 年發生林宅血案，「大鬍子」家博一度被警方認為涉案，雖然沒有證據可

以證明，但家博也因此列名黑名單，有 12 年的時間無法入境台灣。家博在論文裡表

示，從 1624 年荷蘭占領台灣開始，台灣經歷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清、日本，以

及國民黨政權的殖民，家博稱為「外來政權統治」；他並認為這樣的殖民統治，其

本質是種族主義，為確保統治地位，會採取「分而治之」方式，藉以穩固統治，例

如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日本人會利用客家人管理鐵路，並在警界扮演重要角色，國

民黨執政時亦復如此。 

家博把 1988 年故總統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承職位稱為「政權移轉」，認為是台灣

走出殖民統治的關鍵，他認為台灣應該跳脫統獨問題，才能真正去殖民化。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20427/KFJTTIMRPUPWY.shtml?c=event 

 

 

 

學者：掌握氣候變遷 臺灣新契

機 

  

青年日報記者黃進福／臺北報導  2012/4/27 

 中央研究院昨日起一連 3 天舉辦「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其中，A1

場次探討「臺灣的自然災害與其對民生的衝擊」，3 位中研院學者分別針對

「地震與海嘯：與我們同在的自然災害」、「與氣候共舞：臺灣的新契機」、

「臺灣的火山─陽明山：活著嗎？」以研究成果提醒大家應注意對環境的危

害，並展開必要的調適措施。  

 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趙丰說，千萬年來，在歐亞與菲律賓海兩個地體板

塊相互擠壓的犄角處，形成了臺灣，這裡曾是南島民族、漢民族移民經營的

新家園，更曾經是荷、西、法等西方列強過客之所，但現在這裡是東亞繁榮

圈的一處，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同時也是地震、颱風的頻繁之地，從

17 世紀末的「康熙臺北湖」，18、19 世紀的大海嘯紀錄，到 20 世紀的幾次

大地震，臺灣住民長期和變動的自然環境共生，應該學習在自然災害中如何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20427/KFJTTIMRPUPWY.shtml?c=event


自處。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許晃雄認為，目前國內全力發展替代能源的策

略，對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功效十分有限，他以荷蘭為例，經過數不清的

政府與公民會議，荷蘭全國上下體認國土為海平面上升而淹沒，將是必然的

結果，他們選擇積極面對此一挑戰，提出「防禦氣候」的前瞻觀念，打算與

全球暖化共存，全力發展水上生活所需的科技，並展開必要的調適措施，包

括拆除部分海堤，將與海爭來的土地還給大海，以便紓解可能的洪氾。  

 許晃雄說，若是全球暖化與災害不可避免，與其投注過多精力與財力發展

替代能源，不如運用在改善水利、醫療品質、農業、居住環境等基礎建設，

大幅提高落後地區承受災害的能力，反而可以降低生命與財物損失，臺灣面

對全球暖化可能的衝擊，若能準確掌握氣候變遷帶來的契機，說不定是臺灣

脫胎換骨的機會。  

http://news.gpwb.gov.tw/news.aspx?ydn=026dTHGgTRNpmRFEgxcbfXeut3OMJo8

3bj7NmgTAG02F80pxGH5ojoEAQ1LgGLybYVLThidFzcN9Pclmvun%2F6Vce3qj7R3TP

cJmot7kS%2F5o%3D 

 

逾 700 全球專家 齊聚探討「臺灣」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昨日登場，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出席開幕儀式。總計 3 天議程，將有 26 個專題場次、發表 102 篇有關「臺灣」

的文章。（圖：中研院提供） 

青年日報記者黃進福／臺北報導  2012/4/27 

 為促進全球「臺灣」研究風氣，強化未來臺灣研究的國際網絡，中央研究院「第

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昨日登場，計有超過 700 名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專家齊

http://news.gpwb.gov.tw/news.aspx?ydn=026dTHGgTRNpmRFEgxcbfXeut3OMJo83bj7NmgTAG02F80pxGH5ojoEAQ1LgGLybYVLThidFzcN9Pclmvun%2F6Vce3qj7R3TPcJmot7kS%2F5o%3D
http://news.gpwb.gov.tw/news.aspx?ydn=026dTHGgTRNpmRFEgxcbfXeut3OMJo83bj7NmgTAG02F80pxGH5ojoEAQ1LgGLybYVLThidFzcN9Pclmvun%2F6Vce3qj7R3TPcJmot7kS%2F5o%3D
http://news.gpwb.gov.tw/news.aspx?ydn=026dTHGgTRNpmRFEgxcbfXeut3OMJo83bj7NmgTAG02F80pxGH5ojoEAQ1LgGLybYVLThidFzcN9Pclmvun%2F6Vce3qj7R3TPcJmot7kS%2F5o%3D


聚一堂，在 3 天的議程上探討「臺灣」這個共同話題。中研院院長翁啟惠表示，

華人占全球人口 1/4，目前只有臺灣仍保有中華文化傳統，未來臺灣經驗也許可

當成中國大陸、香港的發展模式。  

 國際上有關臺灣的專門研究，自 1995 年「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ATSA）成

立以推動對臺灣研究迄今，日本、英國、德國也相繼成立相關的研究機構，有鑑

於臺灣研究在國際上的發展日漸成熟，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邀社會所所長蕭新煌

擔任大會秘書長，發動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組下 11 個所、處和中心的研究資源和

人脈舉辦「臺灣研究世界大會」，昨日的開幕儀式，計有來自加拿大、法國、瑞

典等國家及臺灣，共 700 多名學者在 3 天議程、26 個專題場次、發表 102 篇有關

「臺灣」的文章，議題涵蓋文學、藝術、歷史、宗教、經濟、社會、政治與法律，

乃至於考古、環境變遷、語言和原住民研究，期待拓展未來學術合作的機會。  

 翁啟惠認為，這個會議意義相當重大，因為過去有關臺灣的研究太少、也太分

散，無法發揮該有的影響力，且臺灣受到日本統治 50 年及美國文化衝擊等影響，

形塑成一個獨特的文化，如果能將這些珍貴經驗整理出來分享給全世界，將是一

件好事。  

 蕭新煌也說，這次會議與會者中有不少是臺灣媳婦和臺灣女婿，他們中文流利，

很多都是長期推動臺灣研究，希望藉由這次活動告訴他們，他們不會孤軍奮戰，

中研院會扛起責任。  

 中研院表示，今日將進行第 2 天議程，包括邀請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

術院教授若林正丈實施專題演講，以葉榮鐘晚年的書寫活動，討論他如何在政治

環境不友善的環境下，以臺灣人的觀點「述史」之志；另外，還有「重層殖民下

的臺灣社會與藝文」等 8 個專題場次，31 篇論文發表，探討臺灣研究成果。  

http://news.gpwb.gov.tw/news.aspx?ydn=026dTHGgTRNpmRFEgxcbfXeut3OMJo8

3bj7NmgTAG02F80pxGH5ojoEAQ1LgGLybYVLThidFzcN9Pclmvun%2f6bMyJUS508C

Xv5AYobXV634%3d 

 

Academia Sinica opens Taiwan forum 

Staff writer, with 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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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a Sinica, the nation’s top research institute, yesterday launched its first world 

congress on Taiwan studies with the primary goal of establishing links among people 

engaged in Taiwan studies globally. 

More than 700 people are attending the three-day congress, discussing topics such as 

Taiwanese art, literature, religion, sociology, economy, politic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institute said it hoped the congress, the biggest of its kind ever held in the world, 

would serve as a framework for shar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aiwan 

studies. 

It is also aimed at develop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global 

networks and giving greater exposure to Taiwan studies, the institute said. 

“This world congress can really serve as a new beginning for Taiwan studies 

academically, intellectu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and for future careers in Taiwan studies 

in many years to come,” Congress secretary-general Michael Hsiao (蕭新煌)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Hsiao, director of the sociology institute at Academia Sinica, said there had been 

burgeoning interest in Taiwan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many centers for Taiwan stud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Academics and experts from Japan, Europe, the US, Canada, Australia, Singapore,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scheduled to present papers at the congress. 

Masahiro Wakabayashi, a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professor from Japan’s 

Waseda University, will present a speech on Sunday on the writings of Yeh Jung-chung 

(葉榮鐘), a Taiwanese activist in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Taiwan before World 

War II.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12/04/27/2003531401 

 

World congress on Taiwan studies kicks off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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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a Sinica, Taiwan's top research institute, launched its first world congress on 

Taiwan studies Thursday with the primary goal of establishing links among people 

engaged in Taiwan studies globally. 

Over 700 people are attending the three-day congress, discussing topics such as 

Taiwanese art, literature, religion, sociology, economy, political scienc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indigenous studies. 

The institute said it hopes the congress, the biggest of its kind ever held, will serve as a 

framework for shar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aiwan studies. 

It is also aimed at develop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global networks 

and giving greater visibility to Taiwan studies, the institute said. 

"This world congress can really serve as a new beginning for Taiwan studies 

academically, intellectu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and for future careers in Taiwan studies in 

many years to come," said Hsiao Hsin-huang,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ongres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interest in Taiwan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many centers for Taiwan stud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said Hsiao.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Japa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Singapore,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present papers at the congress, which will run 

until April 28. 

At Thursday's conference, Liu Ts'ui-jung, chairwoman of the congress and an 

academician at the institute, gave a keynote speech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studies in 

China. 

Masahiro Wakabayashi, a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professor from Japan's 

Waseda University, will present a speech April 27 on the writings of Yeh Jung-chun, a 

Taiwanese activist in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Taiwan before World War II. 

Other topics to be presented include studies on Formosa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Taiw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Taiwan's political institution, changing natural 

environment, law and society, prehistoric cult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youth 

growth,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d film and culture. 

http://www.wantchinatimes.com/news-subclass-cnt.aspx?cid=1104&MainCatID=1

http://www.wantchinatimes.com/news-subclass-cnt.aspx?cid=1104&MainCatID=11&id=20120427000046


1&id=20120427000046 

 

World congress on Taiwan studies kicks off in 

Taipei 

TAIPEI -- Academia Sinica, Taiwan's top research institute, yesterday launched its 

first world congress on Taiwan studies with the primary goal of establishing links 

among people engaged in Taiwan studies globally. 

Over 700 people are attending the three-day congress, discussing topics such as 

Taiwanese art, literature, religion, sociology, economy, political scienc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indigenous studies. 

The institute said it hopes the congress, the biggest of its kind ever held in the world, 

will serve as a framework for shar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aiwan 

studies. 

It is also aimed at develop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global 

networks and giving greater visibility to Taiwan studies, the institute said. 

“This world congress can really serve as a new beginning for Taiwan studies 

academically, intellectu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and for future careers in Taiwan 

studies in many years to come,” said Hsiao Hsin-huang,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ongres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http://www.chinapost.com.tw/taiwan/local/taipei/2012/04/27/339230/World-congr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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