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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犯研所許春金教授申請 99 年度國科
會補助人文圖書補助計畫案「以修復式正義
研究結合法與社會科學」獲核定通過。本計
畫目的在蒐集以「修復式正義」為主題且融
合法律與社會科學研究之重要著作，期於短
時間快速提升國內研究修復式正義的資源，
並鼓勵各領域學者投入累積研究成果，建立
國際知名的修復式正義研究重鎮。從臺灣刑
事司法歷史脈絡、社會發展與司法現況觀察，
國內無論學術與實務界均十分需要瞭解修復
式正義的哲學根源、理念價值、各國實務、
研究證據以及操作實務，以做為推動多元主義
司法、轉型正義與多元和諧社會的根基。因此，

■ 記一段我們的大霸尖山之旅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 陳國華老師

一直思考著該如何描述這三天三夜約
60 公里往返的「大霸尖山行」。許多的際
遇交錯堆疊出這段辛苦但卻甜美的回憶，
夥伴們的相互扶持與一同度過的快樂時光，
深印在每個人心中卻也悠悠飄出淡淡的離
情。幾乎全程雨淋的第一天漫長大鹿林道
與九九山莊登山路，考驗著大夥兒完成此
行的信心；日晴天藍的第二天，老天爺讓
我們順利抵達了中霸坪，讚嘆大霸尖山的
雄偉，並成功登上小霸頂；從過去至今，未
曾有如九九山莊最後一夜那般，莊主瓦蛋溫馨的吉他彈唱，消弭了大家疲憊的心；而回
程為了節省 2 公里路的抄截徑，更是怨聲載道，三位嚮導頓成劍靶，”燉羊頭”、”烤
山鼠”、”清蒸熊掌”呼聲絡繹不絕；還有那位「觀霧 - 大小霸一日遊」短袖短褲空手
輕裝的老外，以及咱們領隊姚主任秀中即將榮調，意謂爾後再約登山似已成絕響的心情
迴盪…，這些點滴歷程娓娓勾勒出此行輪廓，敘述著一段足供日後慢慢回味的記憶。
6 月 24 日 ( 四 )18:30 捷運古亭站 2 號出口，25 位背著大小包登山行李的隊伍出發了，
北大 13 位、嚮導 3 位，加上其他 9 位成員於 23 時抵達竹東加草農園民宿。大霸尖山
(3492m，別稱酒桶山 ) 與中央尖山、達芬尖山合稱三尖，素有「世紀奇峰」之稱，泰雅
族聖山，該族稱其 Babo Papak( 雙耳嶽，即大小霸之意 )，93 年 8 月艾莉颱風造成山區重
創，自此大霸尖山封山，直到去年 7 月才開放，但主要通道大鹿林道僅限步行。這 19 公
里的”康莊大道”，亦讓部分想一窺闊別 5 年的大霸尖山美景之登山者卻步，而不及玉山、
雪山等行程熱門。第一晚之民宿，可謂此行最舒適的享受，觀霧這裡民宿林立，尚有不
少正在興建中，可真是”熱鬧”呀 ! 看來日後的觀光前景看好，但卻有山林保育的隱憂。
25 日 4 點起床，7 點半到達「大霸尖山登山服務站」，自此步行 19k 的大鹿林道，
其因連接鹿場大山而名，路程雖長，沿路山泉、瀑布美景卻也不少，駐足其中，自有一
番感受。然而，這天可讓大夥兒吃足了苦頭，一出發就開始下雨，全程皆然，真慘 ! 花

■ 一封來自僑生的感謝信
本校社會學系畢業生 / 侯凱亮（馬來西亞僑生）
知道台灣這個地方是在我十年前在馬來西亞剛上高中時，從刊登在新加坡發行的影
視雜誌，看到一則非常漂亮的阿里山雲海旅遊廣告，才發現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同的兩個地方。在高中，我是末段班學生，每天望著麻六甲海峽，心中在思考︰人
生再這樣下去，總不是辦法，所以，頓時興起了出國留學的想法。在財力上，我無法在
自己國家內升學，而論成績，似乎也去不了去新加坡就學，因此，到台灣留學便成為我
那時「阻力最小的路」，也是我唯一的夢想。
在馬來西亞，我曾在工廠與來自東南亞各國的異族勞工一起工作和吃住，我見識了
台商和當地華商如何管理員工，也看到東南亞外勞的處境。因初出社會毫無歷練，無法
適應在夜店打工時所見到的「種種混亂」而辭職，轉而在新加坡的晶圓片工廠和來自中
國各個省份的員工共事。年少氣盛的我看不慣其他員工的工作態度，語言的磨擦導致肢
體衝突，最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認錯並接受資遣，從此失業近 1 年時間。
這期間，除了看書，也從事傢俱送貨員的工作，這樣的工作提不起我什麼興緻，也
讓我對自己的生活十分反感．就在我忍無可忍時，碰巧看到海外聯招會的公告，同時受
到曾是「旅臺生」的前輩和其台灣籍的太太的鼓勵，才帶著約 9 萬元新台幣的存款來到
台灣。到台北大學報到以前，趁短暫的暑假在林口工業區打工賺取第一個學期的註冊費，
並首次與台灣人共事。大二時看了一部有關高雄加工出口區女工的紀錄片《她們的故
事》，才發現自己的工作經歷和她們完全相同，同時，我在系上課程學習有關「資本論」
「階層」、「家庭與教育」等知識時，才意識到自己就是所謂「勞工階層」。
這是我成為勞工的過程，也是我排斥成為勞工的原因，並且在這基礎上發展出以「生
存」為核心的價值觀，讓自己的一切行為都圍繞著它打轉，所作所為無一不是為了突破
「勞工生涯」的禁錮。現在來看，我確實錯了，從與你們的互動，以及學習知識的過程，
也包括在台灣留學的種種經歷和際遇，我才發現在「生存」之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價值，
生命中仍有許多值得追求的事物。
被恐懼蒙蔽雙眼而將自己擺在錯誤的位置非是我所願，當初的我祗能從有限的格局
中作出選擇，即使是在台灣半工半讀也一樣。除了成為勞工，家庭背景和生活環境也提
供我充分的「社會化」條件成為「流氓」或依靠「走偏門」等犯罪方式來生活的份子，
但卻沒有任何因素可促使我好好念書和繼續升學．所以，能踏進台北大學，並且在你們
的課堂學習，與各位師長們互動，我一直認為自己非常幸運。
從小在種族歧視的教育體制下升學，被訓練要服從師長的權威，這是為什麼我一直
對老師有距離感且心存敬畏的原因。來到台灣唸大學，但我仍然強制鎮定地面對你們，
雖然知道你們不會對學生不友善，也認知到你們對學生的教導都是正面，我也可以從你
們安排的課程中學到許多東西，這也是我一直捨不得「翹課」的原因。從你們教授的知
識、經驗分享，還有在課堂上與學生互動的所有過程中，這些都是難得的一種學習機會，
雖然你們期待有一天學生可以青出於藍，但你們的學識和人生歷練太豐富，要超越你們
實在太難了，因為自己還沒有足夠的知識和智慧足以挑戰師長們的觀點．
只教出一個聽話的學生不是大學教育的目的，也應該不是師長們以為滿足的。對很
多事情，我有了不同的想法和看法。我和老師們的年齡差距約在 5 ～ 30 年之間，除了
生長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國家外，人生經歷也不同，我從在你們身上所學到的知識的基
礎上，孕育並陪養自己的觀點，以迴異於你們的見解，另外發展出一套觀察、思考和理
解世界與自己的人生方式．
在不同的師長面前，我顯露出不同的優缺點，但讓我慚愧的卻是師長們對我的觀感，
比起我對自己的觀感還要正面許多。是我對自我的認知有所偏差？還是說我看待自己的
方式錯誤？台灣的學生，頭腦好，品性善良。因緣際會讓我不祗結識了眾多頂尖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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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以推動修復式正義政策實務較富經驗之北美與歐洲等國英文文獻為主要採
購方向，其豐富的研究成果足以做為當代臺灣社會變遷過程中預防犯罪、減少訟累、
促進和諧的人際關係之重要參照。
恭喜犯研所周愫嫻教授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99 學年度
經典文獻史料研讀教學」獎助，計畫名稱：「風險社會、犯罪與精算司法」。本獎
助將配合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開課程「犯罪與風險管理專題研究」一起進行，並邀
請國內有關犯罪風險管理的老師共同授課。課程大綱將會於 8 月底前上網，歡迎有興
趣的同學踴躍選修。有關獎助相關資料，請參閱教育部相關網站：http://hss.edu.tw/。
恭喜犯研所碩士在職專班 98 學年度畢業生陳宜擇同學論文獲「2010 年第一屆愛
滋與社會學術研討會」錄取，將於 7 月 31 日於台灣大學發表其碩士論文「毒癮愛滋
收容人生活適應之研究」。
犯研所於 6 月 12 日假本校建國校區舉辦 99 學年度在職專班入學研究生迎新活動，
由本所周愫嫻所長介紹所上師長與開課狀況，並主持新生自我介紹與各領域一、二
年級生介紹，增進新舊生對彼此領域的認識瞭解與經驗交流。
了近 6 小時才抵達馬達拉溪登山口，這
兒有間可供休息的木屋，還有座建於 69
年每次僅限十人通過的吊橋。此時大家
的體力早去一半，擺在眼前卻仍是滂沱
大雨以及 4 公里的陡坡山路，可足足花
了咱們 4~5 小時的辛勞。到達九九山莊
(2699m，即以此命名九九 )，每個人無不
狼狽、濕冷、全身酸麻，真是場毅力大
考驗，還好有薑湯、綠豆湯稍解寒意，
暫填溫飽。九九山莊是我到過設備較好的
山莊，可容納較多山友，場地也較排雲、三六九山莊寬敞，更棒的是還可以洗熱水
澡耶，這可是高山絕地的奢華享受，但需自費喔 !
與攀登其他高山一樣，26 日 3 時半大夥兒出發攻頂，一樣的頭燈、登山杖與小
背包，一樣的星夜，緩步通過了加利山口、3050 高地、伊澤山入口，自黑夜慢慢走
到了晨曦，一路尚算平順，沿途向下眺望，新竹、苗栗市區的萬家燈火、台北縣市
的清晨以及矗立的 101 大樓，盡收眼底，還可以遠望蘭陽平原、龜山島，煞是美麗。
「喔 ~ 是大霸尖山耶 !」，終於看到了此行的標的，眾人莫不鼓舞。前後走過約 6k
的爬坡道，在中霸山屋前稍歇後，8 時餘總算抵達中霸坪，大小霸尖山巍峨之景直映
眼簾，所有的辛苦終獲收成，甜美如”羊頭”嚮導沖的咖啡一樣，平時不會在意的
沖泡包，當下喝來卻格外香濃，杯杯心坎留香。近 10 點緩行經過霸基，稜線上的ㄇ
型安全鐵欄，大霸岩縫滲滴的水雨，沿路的巨石堆，以及後段需手腳並用的攀頂峭
壁，距中霸坪約 1k 的山路，終於在 11 時攀上了小霸頂 (3,418m)，看著大霸、望著磅
礡群山，好舒坦呀 ! 回程順道登上伊澤、加利山，輕鬆再添兩座百岳，真是賺到了 !
伴隨著再次飄來的咖啡香，為我們此行畫上了圓滿句點。
這趟大小霸尖山行，感謝三位嚮導 – 羊頭、山鼠、泰迪熊專業貼心的照顧，最
後一晚姚主任那首「我們都是一家人」，更堪稱經典。27 日歸程雖然兩腳早起水泡，
雖然臭汗淋漓，但都一一被終點已備好的泡麵香與甘甜西瓜所融化，真是暢快 ! 北大
山岳探訪好手們，這些年陸續完成玉山、雪山、大小霸尖山等具代表性之高山行，
內心著實滿足，也留下了一幅幅永記在心的美麗珍藏回憶。（陳國華老師 提供）
學生，更讓我在台北大學接觸來自大陸的交換學生，他們不是人中龍鳳，便是天之
驕子．事實擺在眼前，我必須承認自己在許多方面都無法與他們競爭．
我有優點，但這些都不是自己在職場上能與他人一較長短的優勢條件。對一個
留學生而言，無非是學習他人的長處，然後以別人的缺點為借鏡，警惕自己。整個
留學生涯，無論是唸書還是生活，我無時無刻不在領悟自己的所學所見所聞，反省
自己的不足並思考改善的方法。我是個缺乏自信的學生，而隻身到台灣升學，是我
建立自信的開端，這個選擇已經扭轉了我的人生，讓我從此變得有自信。
在大學以前，日子過得渾渾噩噩，直到來到台灣以後才痛定思痛，並改變積累
十數年的惡習。在台灣留學的過程就像是在尋寶，我因此行獲得了無數的瑰寶。大
學的課程雖然告一段落，但我仍會堅持後續的學習，在條件許可的前提下，我不會
放棄爭取任何可以學習的機會，這是我對求學的願景。
修業期間，除了學習「階級」相關的知識，也為了瞭解自己的早期生命經歷而
自修兒童發展心理學與犯罪學，接觸「女性主義」而反省自己對於性別的態度，以「苦
行精神」適應嚴峻的生活挑戰，並在工作和做事等方面貫徹「新教倫理」。這是我
對於社會學知識的運用，已是我用生命實踐知識的態度．對一個留學生而言，瞭解
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史更是首要任務，在學習的過程不祗回顧了自己母國（馬來西
亞和新加坡）的歷史，更將「祖國」中國大陸的情況約略瀏覽了一遍，加上自己與「中
國大陸人」接觸的經驗，從而隱約窺見了整個「華人世界」的歷史輪廓，我彷彿看
到各國華人的「群像」。
南洋的許多華人都是在那風雨飄搖的時代遠走異鄉。我生於海外，能來到台灣
念書也正緣於這些歷史因素。對一個海外華人來說，我終於可以在情感上選擇認同
一個國家、土地，且無論在馬來西亞或新加坡，亦或中港台，海外華人橫豎都是「移
民」，差別在於各別國家對待外來者的態度。
當然，他們離開家鄉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衣錦還鄉，但我只是要找尋適合自己
生活的地方。留學生涯告訴我，再也沒有其他地方比台灣更適合我，因為我的「社
會化」是經由台灣這個國家完成的。在哪裡生活不是重點，對這片土地是否有感情，
以及這片土地是否能提供個人成長學習的機會才是關鍵。
畢業季期間，透過一連串的送舊活動、謝師宴和畢業典禮等，讓參與的畢業生
們能在心理上做好準備，面對離開學校後的生活。上學期因為身兼交換學生的生活
輔導員一職，讓我這個留學生既感到震撼又汗顏。汗顏者，是我這個在台灣生活達
四年多之久的留學生，在台灣所走過的地方遠不如祗待四個多月的這些交換生，而
他們的到訪讓我因此意識到，每個畢業生未來在「大中華經濟圈」中，都將面對嚴
苛的競爭，閉門造車不是一個對的面對方式。
在台北的生活雖僅有四年，但已能對社會劇烈的變遷有深刻的體會，想必未來
這種變遷的速度會越來越激烈，與其被動適應這些變遷，不如積極加倍努力，充實
並增進自己的能力來面對。
感謝台北大學讓我找到了以前失落的自己，體會到自我存在的價值，增進我對
台灣的認識。因為台北大學老師們諄諄的教誨，春風化雨，還有同學們的愛護與協
助，讓我這一株原本乾枯快失去成長希望的小草重新在台灣這塊綠地萌芽，找到生
存的勇氣，以及迎接我未來人生挑戰的智慧與能力。謝謝你們！
台北大學是讓我啟蒙智慧，學得知識的校園。能從台灣的這間國立大學順利畢
業，是我最大的驕傲，希望可以跟馬來西亞的家人親友一同分享這份光榮。
未來，我會努力過好自己的人生，實現自己的夢想，並時時灌溉你們在我心中
所撒下的知識與處事做人的種子，好好貢獻、回報台灣社會。最後再一次謝謝國立
台北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對我這四年來的教育與協助。（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