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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之中華民族觀—兼論與中華民國之關係1 

于蕙清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林鳳女庒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孫中山先生革命時，主張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本文

研究孫中山之民族主義產生的背景，以及他構思的中華民族的意義。本文亦將討

論孫中山對中華民國的觀念，尤其著重於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本文

認為，孫中山以提倡民族主義建構中華民族，所有民族成員均成為中華民國的國

民。其次，孫中山主張主權在民，賦權所有的國民，以建造新興的主權國家。最

後，孫中山將感性的中華民族與理性的中華民國結合，以團結民族並鞏固國家。 

 
關鍵詞：孫中山、中華民族、民族、民族主義 

 
 
 
 
 
 
 
 
 
 
 
 
 
 
 
 

                                                 
1 本文原發表在《2011 年歷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高雄市正修科大，2011 年 5 月 26 日。經評 
  論人李銘義教授之指正，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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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un Yat-sen’s Idea about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ly H.C. Yu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eng-Shiu University 

Feng-Chuang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eng-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Dr. Sun Yat-sen propos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sm,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and the principle of welfare. This paper would 

explore the contexts which inspired Dr. Sun’s principle of national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he conceived. This paper would also discuss Dr. Sun’s idea about 

the Republic of China（R.O.C.）, and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R.O.C.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r. Sun disseminated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sm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ach one was also a citizen of the 

R.O.C. Next, Dr. Sun advocated popular sovereignty to empower all citizens, and found 

an emerging sovereign nation. Finally, Dr. Sun combined the sensational Chinese nation 

and a reasonable R.O.C to unite the n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state. 

 

Keywords: Dr. Sun Yat-sen,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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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的海洋歷史與媽祖信仰文化 

李貴榮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教授 

蔡鴻江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副教授 

摘 要 

邇來，高雄市政規劃，朝向以“海洋之都＂為城市定調，以“國際觀光港市＂

為施政主軸方向之一，已行之有年。市府目前持續推動高雄國際觀光港市旅遊線，

逐步形塑“愛河塞納河化、內港大愛河化、旗津夏威夷化＂為目標，迄今已見端

倪。其中，由於旗津是高雄城市之發祥地，其地理景觀獨特，人文歷史深厚，旅

遊資源豐富，正成為高雄市府積極打造的重要旅遊休閒據點。 

在旗津的歷史記憶裏是屬於海洋的，其歷史文化也是海洋的。環顧世界歷史，

許多文明與經濟中心，大都是以港口為中心；換言之，港口即是政經中心。高雄

之發展從旗津開啟其端緒，旗津在高雄開發史上曾有過一段光榮的歲月。如今正

可抓緊旗津半島地理與歷史之特殊而形塑成與海洋緊密連結的特色，包括海港風

情、媽祖信仰文化等，此皆呈現深厚人文與文化底蘊。本文擬從地理、歷史、人

文角度切入，於旗津之海洋歷史與媽祖信仰文化等兩面向略予以著墨，旨在凸顯

四百年前移民於小島上從立足乃至發展之過程，以及媽祖信仰成為島上居民最大

精神支柱，為海洋文化特徵之一，在高雄開發史上具有一定意義。由於筆者學植

荒蕪，疏漏難免，尚祈學者專家不吝指正。 

 

關鍵字：旗津、海洋、媽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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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論孔子的生命情調及其救世的可能 

金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摘 要 

孔子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淑世是其理想，

教育是其志業。孔子生在春秋晚期，他是中國思想史上有最高領導地位的人，中

國文化理想之建立，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他所創的儒家哲學，從自覺的

「修己安人」到經世致用的「內聖外王」。其於教育志業，在於「學不厭而教不倦」。

孔子以一介布衣，而後世學者宗之，甚至影響全人類，可謂至聖矣。「天不生仲尼，

萬古如長夜」誠齋斯言！本文分為四段，首段緒言，略言孔子生平事功及人格品

德。次段略論孔子的生命情調，分為核心思想、人文精神、藝術精神及宗教精神

等四部分。三段論從孔子的生命情調透顯人文關懷的現代意義。四段為結語。 

關鍵字：生命情調、內聖外王、人文精神、自覺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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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論白先勇的文學觀 

陳立驤1 
高苑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本文旨在對當代知名作家白先勇的文學觀作一析論，以：一者，呈現他對文學

本身及其相關問題的看法；二者，做為學術界研究其人其學的參考。 

全文共分五小節完成：一為「前言」；二為「白先勇的『文學本體觀』」；三為

「白先勇的『文學創作觀』」；四為「白先勇的『文學批評觀』」；五為「結論」。 

  本文的結論主要是： 

白先勇雖然是以文學（小說）創作知名，而並非一位專業的文學理論家或批

評家，但他卻是有整套成型之文學觀的。而且他這樣的文學觀，基本上又可分成

相關的三部分： 

在「文學本體觀」方面，他認為：文學有其獨立的地位與價值，而非其他學

科的註腳或工具；而且，文學所表現的永恆人性，是遠比其社會與時代意義更有

價值的；同時，文學作品的形式技巧，也比其內容題材重要。 

在「文學創作觀」方面，他主張：不僅作家平素應有良好的訓練與涵養，同

時在實際創作時，也應注意語文駕馭、觀點運用、人物出場及場景安排等形式技

巧上的掌握。 

而在「文學批評觀」方面，則他提出了：作品的形式技巧是否成功地表達出

其內容題材；作家在作品中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是否成熟、廣袤，以及作家對人性

的了解是否深刻等三項批評標準。 
 

關鍵詞：白先勇、文學觀、文學本體觀、文學創作觀、文學批評觀 
 

                                                 
1  陳立驤，高苑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中華民國華夏語文學會常務理事，南台灣大學校院 

通識教育策略聯盟理事與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理事。曾於兩岸各大學─南京大學、河南大 
學、元智大學、湘潭大學、遼寧師範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浙江工貿職業技 
術學院與重慶信息技術職業學院等講學或演講。學術專長為中國哲學、通識教育與戰後台灣小說 
等；學術著作有：《孟子性善說研究》、《宋明儒學新論》兩本專書，以及儒、道、釋、通識教育、 
台灣文學、中國文學、文字學與書評等單篇論文六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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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糖業與地方家族的崛起－以大寮地區張簡家族為例 

陳育民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講師 

鄭弼洲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科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摘 要 

    大寮地區因地形阻隔以及下淡水溪氾濫緣故，開發較附近地區為晚。但先民

篳路襤褸，與自然環境搏鬥求生存，運用智慧及時勢在此地繁衍生息。隨著張簡

氏族人大量移居此地，以及台灣糖業的發展，大寮地區逐漸開發成新移民的樂土，

張簡氏族人也因從事製糖業，而改善家計。 

由明鄭、清領到日治，張簡家族始終能掌握時代脈動與配合政府政策謀求家

族最大利益，並為後代子孫留下寶貴的經驗，足供後世研究者書於史冊。拙文僅

以大寮地區新興製糖廠的設置與張簡家族為例，探討日治時期製糖業與地方家族

的合作，並以兩位代表人物作為此研究的中心論述。 
 

關鍵詞：糖間、張簡家族、新興製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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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gar Industry and the Rising of 

the Local Family – the case of Chang Chien Family in  

Daliau Township 
Yuh-Min Chen 

Lecture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oyin University 
Bi-Zhou Z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oyin University 

Abstract 
Because of topographic barrier and the flooding of Xia-Danshui River, the 

development of Daliau Township was slower than neighbor regions. Despite the harsh 

surroundings, however, the ancestors worked hard and diligently to struggle to survive. 

They made a living with wisdom and following the trend. Later, it was because a 

number of Chang Chien Family settled down and the sugar industry developed here that 

Daliau Township became the so-called promised land for the immigrants. Furthermore, 

Chang Chien Family led a better life by engaging in the sugar industry. 

From Ming-Cheng to Ching Dynasty until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hang 

Chien Family made a profit by following the trend and the government policy all the 

time. They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s that were worth being written as records and 

researches.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gar 

industry and local family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ke Xin Xing Sugar Refinery 

and Chang Chien Family as example and two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s focused 

discussion. 
 

Keywords: Cane Sugar Store, Chang Chien Family, Xin Xing Sugar Ref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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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企業文化與組織溝通關係之研究 
張瑞芳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副教授 

林士奇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摘 要 

國內市場的發展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多變氣象而顯得熱鬧非凡，各個行業

想要在這詭譎多變的競爭市場脫穎而出，企業必需要有一定競爭力作後盾才能順

遂，而此競爭力必然與組織的創新機制、管理者的領導風格及公司的組織文化。

本研究針對中鋼公司探討有關企業文化及組織溝通之相互關係，以了解業者組織

架構及企業文化。本文依預擬的問卷內容，針對中鋼公司之員工作調查，共計發

放 500 份樣本問卷，總計回收 233 份有效樣本，回收率 46.6%，經過整理及系統分

析運算統計資料發現：企業文化各構面與組織溝通各構面均呈現顯著正相關；在

企業文化各構面中，「市場文化」與組織溝通之正向相關程度較低；在組織溝通

各構面中，以「溝通氣候」、「管道品質」與企業文化類型之正向相關程度較高，

而「平行溝通」、「下行溝通」則是相關程度較低。在企業文化各構面中，以派

閥文化影響組織溝通較大；其次為層級文化、創新文化；市場文化則對組織溝通

較無顯著影響。 
 

關鍵字：組織創新、企業文化、領導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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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直接民權與公民投票－以高雄市經驗為例 

陳龍騰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孫中山先生的直接民權是主張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四種充分且實行的

民權。「選舉」係人民透過所選出的人員以組成議會，從而由其代表人民參與國家

意志的形成，故通常被稱為間接民權；「罷免」、「創制」及「複決」三種制度則直

接形成決策，具有法定效力，直接約束國家機關，因此稱為直接民權。故「直接

民權」乃主權在民原則的體現，即人民以集會或總投票方式，行使罷免、創制、

複決以直接管理政事。所謂『公民投票』意指「公民」以其自身的直接「投票」

做成決定，其範圍從國家獨立、領土歸屬、憲法及法律案的創制或複決、加入國

際組織、決定國家政策到地方自治事宜，可說是包羅萬象。就法理而言，公民投

票是彌補議會代議政治缺陷的一種較直接而民主的制度；就法源而言，公民投票

可區分為國際法、憲法及地方自治法等層次。而高雄市公民投票的實踐，係在「公

民投票法」及「高雄市公民投票自治條例」的規範下，於 2008 年 11 月 15 日舉行

高雄市教師會所提出的「25 人小班公投案」，乃我國第一個舉行具合法性的地方公

投。本文希望能夠從孫中山的直接民權理念，連結此次高雄市地方公投的經驗，

以作為未來公民投票法檢討與修法的參考架構。 

關鍵詞：直接民權、公民投票、地方自治法、二十五人小班公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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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rect Democracy of Dr. Sun Yat-sen and Plebiscite 

－Take Kaohsiung City as an Example 

Long-Terng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eng-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rect democracy of Dr. Sun Yat-sen claims the full and practiced civil rights 

as election, recall,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 Election refers to a group of people voted 

by citizens to compose a council in order to represent the citizens participate in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will. Therefore, this is often regarded as indirect democracy. 

Recall,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 form direct legal decision to set measure to the 

government, hence called direct democracy. Therefore, direct democracy is the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in people, which means that people, through assembly and civil vote, 

execute recall,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 to directly regulate policy. Plebiscite means 

that citizens, through direct vote, form a decision in a diverse range of independence, 

territory, constitution, the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 of a bill, the particip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termination of policy and communalism. In terms of law 

theory, plebiscite is a system to compensate the flaw of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s for its foundation, plebiscite can be divided into various lev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ocal autonomy law. As part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Kaoshiung citizens, on the legal basis of “citizen suffrage law and 

Kaoshiung City referendum regulations on autonomy”, the referendum of the 25-person 

of KaoshiungTeacher’s Union triggered the first example of referendum on November 

15, 2008.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nect the experience of Kaohsiung local referendum 

with Sun Yat-sen's notions of direct democracy, which will be taken as the reference 

architecture of future review of and amendment to the citizen suffrage law. 

Keywords：direct democracy, plebiscite, the local autonomy law, the referendum of 

the 25-person of Kaohsiung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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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左營地區碑碣文物的利用 

鄧文龍 

文藻外語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歷史是一門有趣的學問，而探索歷史則可用許多的方法進行，其中解讀碑碣

文物就是一項重要的領域。碑碣文物是一定地域的人們在生産生活過程中所創造

的或遺留的，是過去的歲月傳下來的消息，是百年歷史與傳統的見證，具有歷史、

藝術、科學價值，有其保護的必要性。現在人們並不重視碑碣文物，隨著時代的

變化，應反思其重要性並積極的重視碑碣文物的保護，而且利用讓其展現更多元

的功能。左營地區的碑碣大部分是清朝時期所遺留下來的，充分的說明當時的社

會狀況與民間風氣。 

    認識和保存自身的歷史、語言和文化，是建構文化身分的重要內涵，也是一

個民主社會中人民願意為「自己的地方」付出的前提；而文物保存，無容置疑是

其中重要一環。本文以左營地區碑碣文物為例，碑碣有其功用，後世鑒於石材堅

硬而不朽，利於銘刻紀事，立碑以昭示垂後。本文希望此文能激起大家重視碑碣

文物的保存，利用此解說立牌或建置語音導覽系統，讓更多的人了解每方碑碣文

物的故事 ，除可以建構地方之文化亦可提供遊者更多文化的意涵。 

 

關鍵字：文物、碑碣、保存、利用、數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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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樂的傻瓜」或「苦悶的笨蛋」？－ 

記高雄縣大寮鄉文史協會的創立、轉折與展望 

鄭志敏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副教授 

呂書秀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講師 

陳育民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講師 

摘 要 

1995 年，蔡安泰老師集結了一群熱血青年，組成「大寮文史工作室」，創辦「大

寮文史通訊」。1997 年時，工作室申請成立「高雄縣大寮鄉文史協會」為立案社團，

期間還編印過＜大寮鄉知性之旅文化導覽圖＞、《大家來寫村史：大寮中興篇》等

刊物，並在《高縣文獻》第十九期，刊載大寮專題介紹，堪稱是到目前為止，介

紹大寮最完整豐富的資料。第一代的大寮文史協會，在蔡安泰老師調任台東縣任

教後，其他成員也都各奔前程，竟在步入千禧年之際，嘎然而止。從此多年以後，

直到筆者於 2008 年時，再次集結地方各界人士，成立大寮文史協會為止，大寮就

沒有為自己的存在而發聲的文史協會。如今因為高縣縣市合併的緣故，舊稱的「高

雄縣大寮鄉文史協會」，必須依據法令改為「高雄市大寮文史協會」。值此改制之

際，一個舊時代與舊體制的揮別，也正宣示一個新時代的來臨，而回顧這個命運

多舛、不被重視卻依然自力存在的大寮文史協會，或許正可給這群試圖在文化沙

漠中努力耕耘出綠洲的農夫，給點安慰的掌聲，同時也鼓舞台灣其它有類似遭遇

的地方文史協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力。 

關鍵字：大寮文史協會，蔡安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