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治時期對待山林的方式。

研究歷程與甘苦談
　談起研究歷程，吳明勇表示：「其中遇到的
最大困難，無非是研究領域從社會文化，跨足
到自然資源。」在學術研究上，他面對兩個不
同的領域：專業的史學研究與陌生的自然資
源。因此，他從了解森林樹木開始一步步前
進，到後來透過史料區分出森林教育、森林保
安、林業試驗等林業研究，進一步拓展自己的
研究視野。
　他說明，日治時期的臺灣林業相關研究資料
大多都來自官方圖書館，如：國家圖書館、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大學圖書館與林業試驗
所圖書館等。當時日本的森林學家、林業機構
為臺灣留下了山林現場的第一手資料與初步研
究分析，吳明勇便是蒐集這些資料並加以分類
進行更深入而詳盡的研究。
　他曾針對日本學者金平亮三、田代安定、永
山規矩雄對於當時所做的研究，了解近代臺灣
林業學術、行道樹理論、民間木材利用的紀
錄、並進行分析撰寫
論文。他形容，分
析史料後，透過
統計數據、涵蓋
地域，便能漸漸
描繪出伐木的過
程 ， 那 技 師 、 工
人與樹木共舞的輪廓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作者薩沙，出生於金陵，本人姓林，薩沙
是其學習俄文時取的俄語名。本書出版係依
作者衷心的想法：「希望每個人都有權知道
沒有經過修飾和竄改的歷史」，基此，作者
針對中共對「長征」的慶祝而出版此論著。
　在中共黨史上，「長征」具有特殊的神聖
意義，係指中共從江西瑞金縣蘇維埃地區於
民國23年10月經不起蔣介石第五次封鎖圍剿
而突圍逃竄，行2萬5千里（1萬2千多公里）
的「長征」（國民黨稱之為長程逃竄或分股
流竄），一路受中央軍（國軍）追剿及西南
各地軍閥之猜忌，最後於民國24年10月得以
成功的在陝西落腳，未被消滅。「長征」一
詞的由來，係民國24年5月時，紅軍總司令
朱德發布「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
之說而來。
　中共的官方說法，「長征」是毛澤東領導
下的創舉。其實，「長征」的總設計師是毛
澤東的死敵蔣介石。蔣介石設計的「長征」
路線，實際上就是「一石二鳥、驅虎吞狼」
的大戰略，讓中共從西南逃竄，就是驅使紅
軍與西南軍閥火拼，待兩敗俱傷之後，讓國
軍兵不血刃，取得西南各省（特別是四川
省）的控制權，以作為國府抗日的大後方。
　西元2006年中共「長征」70週年紀念（因
民國25年底西安事變後停止剿共），7月
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探討主題就
是「紅軍長征勝利的回顧與思考」，中共總
書記胡錦濤在會上要求全黨牢記歷史，繼承
和發揚「長征精神」。同年8月，更由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一部42萬多字的著作，
名為《大長征》，內容自然是吹噓共軍的英
勇、毛澤東的英明領導等。
　本書的內容，除「序」之外，從「長征」
的成因：5次大圍剿開始論述，共計14單
元，最後以「長征」的意義作為結語。每一
單元均生動地描繪中央軍部署各地、軍閥的
態度及紅軍的動態。蔣介石之計畫幾近完
成，紅軍在「長征」過程中幾乎損失殆盡，
而西南諸省也盡為中央所控制，所差者僅只
一步，即紅軍在大渡河得以突圍逃脫，死裏
逃生，最後再藉西安事變站穩腳跟，終得在
日後轉敗為勝。本書所述內容當是以大量的
歷史資料為據，去詳述「長征」的每一步和
每一戰役，無可辯駁地推翻過去的若干歷史
謊言。讀者閱讀此書後，自當有所定奪。 

蔣介石指揮的長征
導讀  羅運治 歷史系榮譽教授

校友動態
◎鐵將縱橫 香港元朗區議員麥業成連任成功
　本校東語系（今日文系）校友麥業成，為
第28屆金鷹獎校友。麥業成於香港元朗區深
耕24年，由1991年開始當選元朗區議員，一
直致力爭取民主，改善民生，捍衛人權、
法治，從不間斷。直到現在經過多次選戰的
洗禮，依然屹立不倒，在2015年11月舉行的
香港區議員選舉中，亦擊敗其他對手，再度
連任成功。此外，麥業成多年來協力籌辦臺
灣觀選團，關心留臺升學的香港僑生留學狀
況，同時為臺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榮譽
會長。（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研究緣起
　「臺灣有近70%是山林，於日治時期起才有
踏查研究、系統化砍伐的活動，而學界第一
篇與山林史相關研究論文，於2000年後才出
現！」本校歷史學系副教授吳明勇專攻臺灣林
業史，樂於面對挑戰的他，選擇一頭栽進這項
罕有學者研究的史學領域。
　吳明勇首先說明，原先他鑽研臺灣軍事史
學，但因史料難以取得、大多嚴密保管於國防
系統，加上臺灣正值解嚴時期，史學研究漸漸
脫離政治的干擾，讓臺灣史學研究領域隨之擴
大，逐漸拓展到各面向的領域。那個時候，山
林史、林業史是較少人觸及的，許多相關研
究者也多屬於植物學系、森林學系學者，少有
歷史學者專攻此領域。在當時博士論文的指導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吳文星教授
的鼓勵下，毅然決然投入研究，從一開始的
摸索，到後來找出專攻方向，耕耘於林學試
驗、臺灣山林知識上的歷史頗有心得，便持續
到現在。

 研究領域

　吳明勇自2000年起投入臺灣林業史研究，目
前為臺灣僅有專攻林業史研究學者，尤其專精
於日治時期的林業試驗與伐木制度，研究的素
材多來自日治時期相關機構流傳下來的紀錄。
　他說明，臺灣是一個山林面積占70%的島
國、具有豐沛的森林資源，在日治時期才開始
被現代化國家所統治。日本政府為利用臺灣的
自然資源，對島內的山林付出財力、人力與
時間，是臺灣島上第一個做全面性調查的政
權，並以近代科學、準確的知識來制定合理政
策、用先進學術方式統計與調查臺灣山林。
　吳明勇的研究，包括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於
臺灣山林的砍伐開採、林學試驗、森林教育的
歷史、林業政策等。他認為：「我眼中的森
林，有一種神秘與隱晦的氛圍。即使殖民者權
力再大也必須正視大自然、親自去踏查。」
　他分析，臺灣山林孕育出很多天然資源，這
些資源對統治者而言可帶來財富，在這邏輯之
下開始進行山林探查的活動。當時政府林業機
構的研究成果，成就現今研究臺灣山林史的第
一手史料，吳明勇用「山林的知識化」來形容

　　　　　重建臺灣林學歷史

   全民英檢秘笈
實用語

1. 鮮花插在牛糞上  

    like" Beauty and the beast”

（取自「美女與野獸」；Beauty是人名，所以

大寫）

2. 挑撥離間　sow discords

   （sow 播種； discord 不和）

3. 一時衝動　out of a sudden urge

  （urge 衝動）

4. 引狼入室　set the fox to keep the geese

（鵝的單數  goose、鵝的複數 geese ； 變化

同牙齒  tooth-teeth、腳 foot-feet）

5. 開卷有益　Reading is always beneficial.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我們常在韓劇或偶像劇中看到男主角把女主
角推到牆邊強吻，看似很浪漫，但其實當中隱
含了許多性別議題與權力的不對等。大家有沒
有想過，女主角若不願意的話，整件事情其實
一點都不浪漫，甚至是一種傷害。當然，依
照劇情男、女主角是互相喜歡的，但現實生
活中真的被一個不喜歡的人強吻怎麼辦？再
者，就算是男、女朋友關係，若是其中一方不
願意，又該怎麼辦？所以在戀愛關係中，充斥
著傳統價值觀及性別不平等的觀念。
　你也許會問，在關係中不平等又怎麼樣？若
兩個人的關係在一個不對等的狀態下，其中有
一方的姿態是高的，就像國王一樣常常發出命
令指使別人，而另一方就像僕人一樣盲目的服
從，試問這樣的關係如何長久維繫？一段健康
的愛情關係是兩人一起成長、進步，往共同的
夢想邁進。關係的不對等，很容易就落入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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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拚命的配合對方，儘管自己是多不願意、充
滿了情緒，甚至委曲求全的討好對方，這樣的
關係，被控制的對象就像附屬品一樣，長時間
如此會失去了自我。更極端的例子，就像約會
暴力，限制對方跟家人、朋友聯絡，隨時隨地
打電話確認行蹤，甚至跟朋友外出都需要經過
同意。大家可能把這樣的行為解讀成關心，但
請想想這種行為背後的動機是什麼？比較像是
不信任對方，害怕關係破壞、變質而演變出來
的控制手段。如果雙方對這樣的相處方式很習
慣，甚至不認為有什麼不妥，就不會構成所謂
的約會暴力，但你真的願意在愛情關係中成為
那個被控制、操縱、威脅的那個人嗎？你願意
與這樣的關係共處一生嗎？其實許多媒體都在
傳遞著一個訊息─男性比女性的權力大，男性
擁有控制女性的權力。這當中一部份是男性在
身體上的優勢，另一部份是傳統價值觀對男性
的刻板印象，賦予了男性控制的權力，不過隨
著時代的演變，女性控制男性也是可能的，邀
請大家思考「在關係中的你們，誰擁有的權力
較大？」
　怎樣才是一段健康的愛情關係？其中有些關
鍵可以透過自我覺察來進行，特別是情緒的部
份，你和另一半在一起的時候，尤其當發生衝
突時，誰會主動道歉或和好？用什麼方式和
好？兩個人之間能夠分享彼此真實的感受嗎？
研究結果顯示，伴侶間發生衝突時，女性使用
語言攻擊較多，男性則常使用身體或性的攻擊
與侵害。因此，檢視自己在愛情關係中，是否
常會口出惡言致使對方受傷？以及兩人通常是
如何面對、處理衝突的？藉由這般的省思與修
煉，得以讓彼此的關係品質更上一層樓喔！

（beneficial 有益的）

6. 開場白　preliminary remarks

（Preliminary 初始的；remarks 評語）

7. 樂極生悲

Pleasure has a sting in his tail.  （sting 剌）

8. 向… 求婚　Propose to …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1. 那個開場白讓人印象深刻。

     The                          was quite             .

2. 你不要引狼入室。

    Don't             the             to keep the            .

3. 我們永遠不要挑撥離，要做和平的使者。

    Never                        . Always be            .

4. 我們兩人就像鮮花插在牛糞上。

    We are  like"                                                ". 

5. 你是一時衝動而向她求婚的嗎？

     Did you            to her out of a                        ?

6. 真是樂極生悲！

               has a             in his           !

三、答案

1. preliminary remarks; impressive

2. set; fox; geese

3. sow discords; peace-makers

4. Beauty and the beast

5. propose; sudden urge

6. Pleasure; sting; tail

研究著作目錄
˙2013,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場
史料蒐集(1896-1921) 

˙2012,殖民地林學的舵手－金平亮三與近
代臺灣林業學術的發展,臺灣學研究 13，頁65-92,
˙2011,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阿里山作業所建立之
歷史考察（1910～1915）－以官制、分課規程與
人事結構為中心,人文研究期刊 9，頁81-134,
˙2011淡水史料文獻蒐集
˙2009,從植物園到愛林日：近代臺灣植樹制度與
愛林思想之建立,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
民與近代化論文集,頁215-238,
˙2009,殖民與殖林：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中央
研究所林業部的研究事業 (1921~1939),臺灣文獻
=Taiwan Wen Hsien 60(2)，頁45-90,
˙2009,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之
成立及其人事結構分析（1921～1939）,師大臺灣
史學報 2，頁73-113,
˙2008,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林
業試驗場之建立－以人事結構及研究事業為中心,
臺灣學研究 6，頁27-52,
˙2008,田代安定與近代臺灣行道樹理論之建立,
淡江史學 19，頁275-289,
˙2008,近代臺灣林學實驗起源地臺北「苗圃」之
建立與經營,臺北文獻直字 164，頁49-107,
更多學術研究內容，請見本 校教師歷程系統，以

「吳明勇」 查詢。 （網
址：教師歷程系統
http://teacher.tku.
edu.tw/）

文、攝影／盧逸峰

智慧財產權Q and A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1.（2）小聰明以日文創作完成「智慧都市
WALKING」旅遊書，小華想將它翻譯成中
文加以出版，是否需要取得小聰明同意？
(1)需要，因為翻譯屬於改作原著作的行
為，所以要經過原著作人的同意。
(2)不需要。
2.（2）我想在自己的部落格裡，提供其他
網站的網址連結，單純的超連結會不會侵害
著作權？
（1）一定不會，因為並沒有轉貼內容。
（2）原則上不會，但如果明知道連結的網
頁是有關軟體密碼破解、電影和音樂免錢
聽、免錢看等侵害著作權的網站，這樣就會
有侵害著作權的風險。

答案：1.（1）2.（2）

彷彿躍於眼前。
　除了書面資料上的研究，吳明勇更曾實地踏
查，循著史料上的途徑至新北烏來、屏東滿州
等地的開墾遺跡，更進一步探究山林開墾的情
形與風貌。在研究中，吳明勇窺見日本政府除
了森林踏查、砍伐木材之外，更教育民眾文明
知識，如：養成民眾要用愛護植物的思維去面
對花草樹木、訂定「愛林日」來教化民眾、在
林業歷史中有針對「行道樹」的統計研究。他
認為，以上的種種作為，代表政府重視自然生

態與美感，如：日治時期政府啟蒙「人與山林
的關係」的思維，在群眾之中形塑出另一層的
民生文化。
　他發現不同當政者對於山林的態度也不一
樣。日本政府於1912年至1945年間，3大林場
共砍伐2萬公頃的森林；國民政府卻於1964年
後，10年間密集砍伐林木，每1年就砍伐1萬公
頃的森林！他感慨地說：「經歷600萬年孕育
的臺灣山林，在幾十年內大量消失，從史料中
更看見『統治者的慾望』。」

　綜觀吳明勇的研究歷程，包括林業學研究沿
革、植樹制度、愛林思想、行道樹理論、臺灣
林業史趨勢與現況研究、歷代林業試驗單位分
析、阿里山作業所歷史考察等，成果多元且
斐然。他認為，這一路上研究辛苦之處有兩
層，首先是匯集來的史料都是日文，得需要有
語文基礎，才能加以翻譯成能運用之資料；得
到資料後，又需要科學領域知識來進一步了解
詞彙的意義進行分析。他強調，「對於學術研
究的關鍵無他，就是要耐心地對待史料。」

　
　　小檔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文學博士
　經歷
    　本校歷史系副教授、教育部國民小學
　社會科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委員、教育
　部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頻道社會領域教
　學影片製作委員、新北市政府文獻委員
　會委員、淡水文化基金會董事、東吳大
　學歷史學系兼任副教授

研究
聚焦

　吳明勇
鑽研臺灣林業史

研究成果
　投入「臺灣林業史」研究10餘年至今，吳明
勇說明，歷史學家的研究，在於為史料揭開
神秘面紗。他進行林業史研究之後，發現山
林、樹木的歷史，不只是侷限於森林中，也
結合現代城市的建設、公民教育、生活習慣
等，隨著時代轉變，民眾與植物的相處方式也
有了轉變。
　吳明勇曾受邀至林業試驗所帶領「臺灣林業
史」系列講座，其中包括臺灣島史、臺灣山林
變遷史、臺灣樹木書寫及其林學思想、山林行
蹤與植物調查、近代臺灣植樹制度與愛林思想

  我進入臺灣林業史研究、浸淫山林史料，已有10幾年光陰，臺灣是一個山林占全島面積
70％的島國，因此，對於山林研究總是存在一份醇厚的真切情感。在歷史資料中，我看
到近代政府對於自然資源開發的態度、民眾對於山林樹木的對待關係，在時代的洪流中
不斷變遷著，史料裡乍看之下是數據、地域的紀錄，但加以解析後會發現這跟當代的產
業、文化、環境都有相當程度的歷史關聯，例如在山林中，林木的砍伐事業、整編與利
用，皆會影響氣候、水文，與水土情況的變動與構造，這是在研究中值得關注的地方，
也是歷史研究的奧妙，而在林業史學家的眼中，不同的統治者對待山林的態度不盡相
同，卻都影響著土地的歷史與人民的生活。
　以一個熟悉臺灣山林的史學專家來看，我認為，近年大眾藉由觀光旅遊親近山林是不
錯的休閒，但在觀光化的驅使下，有些政策與業者將平地的美感移植到山林中，反而讓
山林失去原有的特色，這很可惜，因為山林的絕美與絕險是並存的，山林應保持一定程
度的原始面貌，才能展現其奧妙的一面。不同的山林各有獨特的風貌，不應過度開墾，
或執著栽種同類植物讓美感呆滯化，這是人類與山林拉近距離時，應自省檢討的地方。
　乍看之下，林業研究似乎離我們很遠，但如我們所熟悉的「臺北植物園」，正是臺灣
近代林業試驗的起源地，建於1896年，初稱苗圃。其後苗圃改稱為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
場、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步步變遷，戰後存續，即為今日的林
業試驗所，是臺灣近代林業研究的學術重鎮，亦是總綰臺灣近代林學知識的建立、散播
與與林業利用知識之所在。在1921年，「臺北植物園」的名稱正式出現後，更進一步提
供大眾的植物教育與遊憩空間，其功能沿用至今，是民眾進行植物與林業相關知性旅遊
的「大自然教室」。這代表了臺灣人的生活與樹木、山林關係密切，也不排斥從中學習
更多知識，這些促使我樂於將所學分享給大眾，讓大家更能認識臺灣山林文化。
　回顧我的學術研究足跡，有兩位人物別具意義，一位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的
吳文星教授，他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在這位權威學者的帶領下，奠定我在
學術研究向前邁進的基礎；另一位則是日本時代林學家金平亮三，金平博士自1909年來
臺，1928年返回日本，是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首任部長，也是日治時期第一位在臺研究臺
灣樹木，獲得東京帝國大學林學博士學位的學者，他的學術與地位深刻影響了臺灣近代
林業學術之發展，我尊譽他是「殖民地林學的舵手」。金平博士勤思紮實的學術履歷與
著述不輟的豐厚成果，為我們這些後繼的學界後輩，留下令人敬重的風範。
　林學與林政，是臺灣近代林業史的兩個軸心，我近年的研究階段，已初步重建了臺灣
近代林學研究的歷史過程，接下來的研究，我的興趣在於近代
伐木制度與伐木事業的歷史考察，重心放在此一「林政」相關
領域，雖然史料錯綜複雜，但希望能早日出版學術專書，進一
步拓深臺灣林業史的研究基礎。

　「臺灣有近70%是山林，於日治時期起才有
踏查研究、系統化砍伐的活動，2000年才開始
有山林史研究出現……」

的建立等課程。他認為，這是政府單位中對於
林業研究具有實踐性的單位，能將自己所學與
從業人員分享是很不錯的。另外，他將在淡水
社區大學開設「臺灣山林遊誌」課程，將山林
研究成果推廣出去。
　因對於臺灣林業史的豐富研究成果，吳明勇
曾獲中興大學森林系之邀約，擔任其研究所論
文口試委員，也曾以林業史學者的身分參與森
林學領域之學術活動，如阿里山林業一百年紀
念研討會等。一位人文類學者，能獲得自然科
學領域的學術活動邀約，這無異是對於研究成
果的肯定。吳明勇更把握每次跨領域交流的機
會，激盪出學術研究的新火花。

未來展望
　對於未來展望，吳明勇計畫投入「伐木制
度」的歷史研究。他說明，這項主題涉及不同
時代的環境、歷史與文化，是一項複雜且困難
的研究領域；吳明勇說：「待各項研究有成果
後，希望以專書的方式出版，讓更多人認識臺
灣的森林、林業開發的歷程。希望將我的研究
成果以傳遞知識方式回饋社會，相信這皆是每
位學術人員的夢想。」

書名：蔣介石指揮的長征
出版社：南風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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