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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長

一九九六年秋天我剛到科大的時候，就知道我們有一個「中華研究文學碩士」的課程，由院方 1111 

直接辦理。等我進一步了解課程的內涵之後，才發覺實際上並沒有發揮本院科際整合的優勢，只是把名 聲
額分給人文學部及社會科學部，和兩個學部本身的文學碩士課程並無二致。這當然不是一個理想的安 監

排。 E

Ii 我對這個課程有兩個希望：第一、課程的設計應該適應本港學生的需要，有的人在社會上已經 長
工作了若平年，有意回校充實自己﹔有的學生剛踏出校門，希望多聽一點課以便求職，或者作為一個跳 籃
板，以便追求更高的學位。這個課干野草該滿足這兩種學生的需要。第二、應有自己的特色，注重科際研 rn 
究，和兩個學部個別提供的課程有所不同。 I: 

這兩個希望經過魏昂德、洪長泰兩位副院長的努力之後，才有了實現的可能 。 前後參加工作的 !l: 
t 人員有張洪年、蘇耀昌、陳國球、？判自力、黃敏浩和朱天六位先生，結合他們的智慧和熱誠，為這個課 It 
i:: 程設計7嶄新的內容。同時也把「中華研究」改為 「中國研究」，把焦點集中在「中國」一現階段的香 長
Iii 港最需要了解的祖國。希望我們的學生都能立根於香港，以中國為中心，同時也能面向世界。 11: 

現在第一期通訊要出版了，我藉此機會謝謝上述八位先生的貢獻﹔也希望經由這刊固通訊讓修 1: 
t 讀這個課程的同學有斗固交換經驗、互通信息的園地。 !: 

丁邦新院長 1111 

From the Dean: fl: 

[ When I joined HKUST in Fall 1996, I noticed that there was an M.A. program in Chinese Studies m 
f administered directly by the School. I studied the design of the program, and soon realized that it did E 
j: not reflect the strength of the faculty 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the School. The program was fr 
ffi= essentially very similar to the M.A. programs offered by the Division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 

Science, and its student quota was simply shared by the two Divisions. This was ce巾inly not an ideal ;: 
arrangement. m 

11 I would like the program to fulfill a twofold mission: First, its design should se叫hen叫s of two I! 
~1: kinds of students: (1) Students who have been working to「 some years and would like to return to lj: 
@ school for further education. (2) Students who have just completed their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nd m 
f would like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ir knowledge to enhance their job prospec峙， or to use this E 
i program as the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 later. Second, the program should focus on its E: 
f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interdisciplinary training and redefine its course offerings. It 
﹔ 川gh the e行O叫S of P「ofesso「s A咖W Wal的 and C叫ai Hung respective 
[ Associate Dean and the current Associate Dean for Postgraduate Affairs, my expectations are (f 

beginning to materialize. A committee and a task to「ce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cluding Professo「S rn 
i: Samuel H.N. Cheung and Alvin So, and Ors., Leonard K.K. Cha『1, Barry V. Sautma爪 Simon M. H. (;: 
]: Wong, and Tim T. Zhu, to work on the project. With wisdom and enthusiasm the team has designed 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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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gram that offers China-related courses in histo內， literatu悶， philosophy, religion, anthropology,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he program has recently been renamed M. A. in China 
Studie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China, the country that deserves intimate understanding especially by 
Hong Kong students and scholars. I hope our students will take root in Hong Kong, focus on China, 
and face the world. 

As we launch the Newsletter,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faculty for their efforts in restructuring the M. A. 
program and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first issue of the Newsletter. I certainly hope that the Newsletter 
will become a forum where students can excharige ideas, share experiences, and voice suggestions. 

Dean TING Pang-H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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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亞洲研究學會論壇隨感

許勁暉 九八年度中國研究碩士畢業生（兼讀），現職香港明報中國新聞資深記者

我很高興今年三月中旬有機會參與亞洲研究學會在美國被士頓舉行周年例會的演講論壇。在會

上，我與其餘三位美國教授分別作了二十分鐘有關新疆問題的潰講，並接受與會者的提問 。 雖然以記

者身份走訪過不少地方及人物，但以學者身份參加國際性會議還屬首次，而且同台演講者還是素有論著

的國際級學者，心情既驚且喜。最令我難忘的是散會後哈佛大學一名東亞研究的教授拉著我談了近兩小
時有關新疆的問題。我們並就應否將新疆維吾爾族人士爭取獨立定義為「分離主義活動」作了激烈的辯

論。這次辯論使我對很多問題作了重新思考。雖然我們在不少問題上依然有分歧，但我閑言「真理越辯

越明」，我們並相約以後繼續就一些學衛問題通過電子郵件交說意見。
談到我這次演講的論文，是非常敏感的，也是非常有趣的。這篇論艾的題目是‘啊。t Folio削ng

a Leader: The Uyghur Separatist Movement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主題是討論九零年以來的新疆分
離主義活動。前年以來在新疆及北京發生的一連串爆炸案傳達斗固很重要的訊息，就是新疆分離主義者

爭取噩獨的方式已經改變，而這種改變勢必對中國的穩定造成極大的威脅，殺傷力較藏獨活動更甚。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倡導以和平手法爭取藏獨活動贏取了國際間不少支持，並因
此而得到諾員爾和平獎。但亦因此而令藏獨活動定位在斗固框框中，並沒有對中國政權有太太的危害。

反之，噩獨者沒有精神領袖，沒有特定的策略，沒有一個統一的大本營。他們在國際間沒有太大的支

持。因此中團政府對他們也一籌莫展，防不勝防。所以說疆獨活動目前呈現的狀況使中國領導人深有所
慮。維持新疆地區穩定，控制疆獨活動正是中國政府不斷強調的工作，例如加強在新疆地區的軍事控

制，加強與邊境地區的合作，領導人頻鑽出訪分離主義活動重鎮．．．土耳其及哈薩克斯坦等地。

新疆分離主義活動由來已久，不過近年傾向使用恐怖活動，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中亞獨
立國的經驗可以借鑒。其二，圍內分離主義團體的活動與海外及邊境地區的關係更加緊密。自中亞獨立

國成立以來，國內外新勤于離主義者往來頻繁，活動轉越活躍。其三，新疆分離主義者認為達賴喇嘛所
倡導的和平主義多年來也藏獨活動全無起色，作為回教徒的分離主義者傾向以「聖戰」爭取獨立，即仿
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及愛爾蘭共和軍使用恐怖手段爭取獨立。一名分離主義領袖對我表示，他們根本沒
有可能與中國作正面衝突，而恐怖主義活動可能就恩准一可以迫使中國政府與他們對話的途徑 。

這篇論文的最大特色是包含有不少司見場採訪，以便使文章更具時效性及真實性。我更特別為了

這篇文章而前往新疆地區及海外新疆分離主義活動重地． ”“土耳其，現場採訪了前i&i冶犯、分離主義領

袖 、 政府官員、人權組織、中國異見人士、中國新疆專家、西藏流亡政府官員等人。我並同時走訪過不

少地方，如分離主義活動的辦公地點，並與一股市民交談，以便了解他們對分離主義活動的7解及看
法 。 最令敵當忘的是在土耳其訪問一些分離主義領袖時破視為「中國間諜」’令人啼笑皆非，幾經辛苦

才接受訪問及參觀。另外，我作為記者身份，亦有機會接觸到新疆的高級官員及中央主管少數民族的官
員，並當面向他們提問新疆問題，例如新疆自治區書記王樂泉。

總之，撰寫這篇文章不單是我一次學術上的訓練，亦令我眼界大闊，並帶給我一次在國際論壇

上發言的機會，實屬難能可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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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nrlar of Events. School of Humanities Anrl Social Sdence. HKTJST 

壓酌”3．、5.. !: 

Date Time Venue Speaker Name 
3 May 1999 12 noon Room3362 Allen CHUN ．．扭曲＼ Culture to Power (an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Back):’IbeMany “Faces"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ka. Miaozi {face), Guanxi 
Taipei ( connectedness} and Renqing 

︱﹛rao凹的”

7 May 1999 12 noon Ro個13362 Professor Kao-Lee LIAW 叮'b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McMallter Universitv Intema!Mis::r咽。n”

lOMay 1999 12 noon Room 3362 Prof，臼S叮 Jing Wang 叮'be State Question in Chinese 
Duke Universitv Popular Cultural Studies" 

12May 1999 12 noon 如何13362 Dr. Eddy LEE W位-choi "Internet an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14May 1999 4:30 p.m. LTE Professor Stephen Owen "Nationalizing 曲e Past: 
1間1es Bcy到1t Conant Glob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University 訟。fess肘， Traditional Culture” 
De par旭1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釘sitv. U.S.A. 

15 May 1999 9;OOam. LTC .迪生博士（管港科技大學 I 屁鐵香港歷史、文化與社

人文學到n 、張兆和博士 會J 田野考察活動之三：傳說

（香港斜拉大學人文憑部〉 社會生活.. 大澳社區
17 May 1999 T.B.C. Room 3362 Lisa HOFFMAN ''Beα沼吐且g a Professional i且

U-C, Berkeley 'Sc也ialist' Chi且a﹔ State Policies, 
Choic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Dali翎＇ s Labor Market for 
Collc.1?e Grcidua包s”

17 May 1999 4:-00p.m. T.B.C. Prof es~;, S祖ter~e曲nOwen Title to be announced 
James ant 
U瓜versity Pr。>l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缸vard U吋vcrsitv. U.S.A. 

20May 1999 4:00p.m. Room 1401 Professor Stephen Owen "Literary Hist位ical Fab凶a誼。n :
James Brymt Conant the Creation of the Image of 
University Professor, Early Medieval Pα:tty﹒ 
Depar個e且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組d Civi且z.atio且S,

H釘V前d Univ釘sitv. U.S.A 
26May 1999 T.B.C. Room 3362 Dr.G。由danP，組AYIL 叮'he Bhopal Technological 

HJ{UST Trai:edv Revealed" 
29May 1999 10:00 a.m. LTC 鍾寶寶博士（答港浸會大學． 「認.香港歷史﹒文化與社

E史系） ． 會」購車系列之五：戰前商業

發展

5 June 1999 9;00 a.m. LTC 鐘寶貴博士（香港潰會大學 川「認揖香港監史、文化與社

人歷史系）、程笑置，博士 會」田野考察活動之四：都市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與街業發展一中西區丈物徑

7 June 1999 T .B.C. UC-Bistro Professor Ezra VOGEL “China, Jap姐姐d U.S. ' 
H釘V缸d U瓜.versity Rel位ions and the East Asian 

Crisis” 
26June 1999 10;00 a品， LTC 劃糊口（香港歷史博物館榮 「聞聽香港歷史、文化與社

91研究員） 會J 講座系列之六：三年零八
個月

18 Sept 1999 10:00 a.m. LTC 組永佳1等士（香港中文大學 「蛇!ill管事態歷史‘文化與社
社會學系） 會」捐座系列之七：戰倒台經

濟與社會

9 Oct.1999 9:00 a.tn. LTC 馬木池（華書浴科拉大學人文 「蛇ffi書海歷史、艾化與社

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會J 回野考察活動之五：二次

大澈的後的沿海社眩目西貫站

海社區的發展

23 Oct. 1999 10;00 a.m. LTC 吳俊雄博士（看港大~I社會 「臨fit香港E史、文化與社
系）＼鳥，接樹奪士〈霄港中 會」情座系列之八：普及艾化

女大事新聞及傳擋系） 與身份建構

27 Nov. 1”9 10:00 a.m. LTC 盧灣聾（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I 蛇鐵香港歷史、文化與社
罰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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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Program 

Undergraduate qualifications obtained before entering of the MA Program in Chin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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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也且

Chow Ying Zoe 
Ho Yin Yuk Manday 
Lo Ka Sau 
Lo Siu Yu Agnes 
Miu Yiu Keung 
Wong Kam Chi Dilys 
Wong Wing Yan Vivian 

Year2 

Baptist U 
OpenU 
HKUST 
CUHK 
Shenzhen U 
Baptist U 
U ofMichig個
Baptist U 
HKUST 
HK UST 
HKUST 
CUHK 
PolyU 
PolyU 

Chan Chung Hay 
Chan Kwok Leung 
Chan Lai Kwan Loretta 
Cheng Sze Mai 
Cheung Ho Tsit 
Fung Ho Yun 
Kim Yu Young 
Kwan Cheuk Fung 
Lau Y個 Yan Joyce 
Leung Ka Ming 
Leung Sze Man Phoebe 
l」己ung Tai Kee 
τ：jia Y旭 Nor Linda 
Tsui S旭 Shan

Ye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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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Program in China Studi臼 Committee
Professor Chang-tai Hung (Chair) 
Members: 

Dr. Leonard Kwok-kou Chan 
Dr. Barry Sau回詛
Dr. Simon Man-ho Wong 
Dr. Ti組Zhu

Newsletter editors: 
Dr.B紅ry Sautman 
Dr. Simon Man-ho Won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Enquiries of an academic nature can be directed to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t 血e
address below: 

MA Program油印ina Studi臼

τb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Tel叩hone No. : 2358刁791
Facsimile No. : 2358-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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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張激教授

是，
重

張i額教授在思想史的研究上成績斐然，素為學界同仁所敬重。他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

學歷史系教授多年，現已從該校退休，轉任本校人文學部教授。張教授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

士。本刊第一期率先訪問張教授，談談他的過去及來香港後的感受，希望藉此讓同學們對他有

多些認識和了解。以下便是訪問的內容，訪問日期是 1999 年 3 月，訪問者是黃敏浩助理教

授。

'.(: 
~: r \<!: 

問：張教授，您好！可否請您談談您在學術方面的經歷，及最近的研究？

張：我在 1957 年台大歷史系畢業， 1959 至 60 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歷史，偏重在思想文

化，特別是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現在，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我特別注意兩方面的問

題。第一是「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的轉型」。在這個題目之下有兩個計劃。一個是「中

國轉型時代的思想文化變遷」 ’是指 189ι－1920 年初這一階段。另一個計劃是「中國共

產主義大革命的思想背景」’借用我的一篇文章的題目，是研究 「 中國革命的思想道

路」’是指 189ι－1976 年文革結束這一階段。

另一方面是有關傳統思想的，是研究「儒家政治思想傳統」 。 這個題目之下也有兩個

計劃。第一個是「中國經世思想傳承在儒家的發展」’也就是儒家的外王思想的研討。

第二個是 「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觀和儒家思想對政治秩序的觀念問題」。這是一個較為廣

泛、長遠的計畫。’年代大概是從殷商時期到十九世紀。

以上是我在最近十多年的主要研究方向，可說是從事綜合性的、大規模的詮釋工作。

在此之前，我曾研究過梁啟超等，探討過一些中國近代思想變遷的具體問題。從 80 年代

後期開始到現在十多年，我開始從事較廣泛的工作。

問：除了這些大計劃之外，還有沒有一些您感興趣的問題？

張：還有一個我很關心的問題。這是一個很遙遠的計劃，我亦曾做過一點研究。這便是有關

「幽暗意識」的問題。大概二十年前我曾寫過有關的文章。九十年代初，我曾對這個題

目野心勃勃，但看過有關方面的文獻後，認為文獻實在太多，只好暫時擱置，然而興趣

還是很大。總的來說，我認為中國傳統對人的陰暗面不夠正視。中國人在二十世紀的體

驗使他們對人的陰暗面有體會，但正視仍未足夠 。 我希望能透過「幽暗意識」作一些反

思，反思中國儒家的理想主義。 這個傳統需要深入的反思。我認為當代新儒家的反思仍

不夠。我們不能只在傳統中看，只停在傳統的內部，要在傳統之外看，才能看見傳統不

能看見的問題。

問：您覺得自己的思想有否經歷過變化？

張：我在大學時代是殷海光的學生。殷海光屬於五四的傳統，那時我自稱是「五四狂生」

到美國後，因余英時、杜維明而接觸新儒家，受到影響，學到很多，開始明白傳統並非

如此簡單。那時便拋棄少年時反傳統的看法。此外，我在西方也接觸到一些學術潮流，

如韋伯、柏森恩的傳統，使我對比較文化發生興趣。另外文接觸比較宗教及基督教神

學，它們幫助我了解儒家思想內部的問題，幫助我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看中國思想內部的

問題。直到最近十幾年，我叉從傳統中走出來 。 我認為任何文化傳統都需要辯證地研究

一一我所謂的“dialectic of in and out”。我們必須不斷的進出傳統，才能真了解傳統。這
便是我的詮釋學 。

總之，可以說我的思想曾經三變 ：最初是五四，然後是對傳統比較有同情的了解，現
在是認為同情的了解並不夠，需要有反思性的批判。

問 ： 一般都說您是一位自由主義者 。 您現在還認同這個講法嗎？

張：我是一個低調的自由主義者。所謂低調是相對高調而言。高謂的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民主

政治乃救世良藥 。 我則持低調的看法。有一句話：叫血，s capacity 扣r justice makes l 
democrac,· possible; man’s capacity for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indispensable”。民主自由 聲

不一定能帶來吾人想要的東西，但民主自由可使地球上的悲劇減少許多 。邱吉爾也說 : 
丸………枷……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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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民主並不好，但目前並沒有比它更好的制度。它至少是安全的，至少不會導致千萬
了 人頭落地。中國文革悲劇的出現使我相信這些話。民主制度 may be dirty, but not 

~: bloody 。
§ 問：您對香港初步的印象如何？: 張：我來香港沒多久，還是在初步調節的階段。初步的印象是有一種 mixed feeling ，有好也

有壞論是叫…它膚淺…叮叮人反思
有很多問題容易觸發我們的反省。假如您願意去尋找的話，是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它襄面是 a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我來了不過七、八個月，發覺有很多令您思考

的地方。我對香港的想法在逐漸轉變中。

Ii 問：您認為在美國的教學和研究，跟在這襄有何不同？; 張：在美國很安靜，可以坐下來做學問。香港則四通八達，很熱鬧，不易安定下來。如果有
: 心的話，在香港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有很多引發問題之處。我覺得人文學部是個蠻好

f:: 的地方。它是一個綜合性的學部，並不是一個 cohere泌的學部。有人研究文學，有人研
了 究歷史，有人研究哲學，等等，表面上是個大雜擒。但我來到以後，覺得每天跟與我有
I: 共同興趣但以不同眼光看問題的人在一起，在彼此溝通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因此，比
穹 較我初來時的感覺，我覺得利勝於弊。 lt 
i: 問：您對美國和香港學生的印象如何？ [: i 張：我來兩對大學部的同學研多關上他們似乎對人文學興趣不大掛研究 : 

生，對這方面的問題興趣比較高，

且 說他們的興趣也不太大。 I: 
!: 問：您認為透過我們這個「中國研究」的碩士課程學生應學到些什麼？ 基: 張：我覺得有兩樣東西。第一是要學會掌握有關那門學科的基本材料或資訊。第二是要建立 I: 
!: 問題意識（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要讓同學們知道做學問要從問題入手（problem :i 
!: approach），此乃做學間的源頭活水。心中要有真正的問題，有問題才會有研究的興 ~: 
i 趣。 E
Ii 問：我想這真是金玉良言。最後，如果請您介紹一位您欣賞的學者及其著作給同學們，您會 長
i: 介紹誰呢？ r: 
1: 張：這說來話長。不過，就歷史研究而言，我會介紹韋伯（Max Weber）。很多人認為韋伯 ~: 
:: 是歐洲中心主義 。 不錯，他是歐洲中心主義，但他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眼光來看問題， 6: 
i: 畢竟提供了許多問題讓我們去想，其中含有寶藏。現在韋伯不太受人看重，反而是後現 1: 
:: 代的理論流行。後現代看到一些問題，但也埋葬了一些問題，代價似乎很大。我認為應 籃
;: 該重新提出、重視韋伯的學說。 I: 
i: 問：我看己差不多了。非常感謝張教授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謝謝您！ . 1: : 張：謝謝！ . 11: 

I l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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