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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格斯大學亞洲語言文化學系發展簡史 

—涂經詒教授自述史料之一 *

History of the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epartment at Rutgers:  

Oral History Materials and Accounts of Prof. Tu Ching-i

涂經詒（Tu Ching-i）著、婁育（Lou Yu）譯
**

一、上世紀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

1966 年春，我還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寫博士論文，

我的導師衛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教授把我

叫到辦公室，對我說：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

正在尋求中文教員，問我是否感興趣。作為一個外國

學生，當時對美國大學所知甚少，更別提東部地區的

院校了。我直截了當地回答：「沒聽過這個學校」。衛

德明教授說：「羅格斯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學，你應該申

請，我們也願意推薦你！」於是，華盛頓大學真的推薦

了我。沒過多久，一位在羅格斯講授中國近現代史的

教授 Jessie Lutz 1 聯繫上我。她當時執教於道格拉斯學

院（Douglass College），2 專業領域是近現代中國的基督

教傳教史。正巧那時（1966 年 4 月）我受邀訪問羅徹

*　 本文獲 2020 年度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預研工作坊」項目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係 2020 年度中央民族大學校

級「青年教師科研能力提升計畫」的階段性成果之一。（英文原文請參看 Chinese and Asian Studies at Rutgers University, 1966-2012, 

sponsored by East Asian Library, Rutgers University Libraries, 2017, Published by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　 作者涂經詒，羅格斯大學東亞系教授，羅格斯大學中文項目的創始人，擔任東亞系系主任 28 年（1980-2008）。譯者婁育，中央民

族大學文學院講師，羅格斯大學東亞系訪問學者。

1　�Jessie G. Lutz，1956 年來到羅格斯大學，1988 年退休。

2　�道格拉斯學院及下文提到的利文斯頓學院（Livingston College）、羅格斯學院（Rutgers College），其性質均為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聯邦體制內的聯邦制學院，這一模式直到 1981 年才被取消。

3　�Arthur Waley（1889-1966），英國漢學家，翻譯了好多中日文古典著作。在羅格斯大學亞歷山大圖書館（Alexander Library）內還保

存了一些他的書信、筆記和藏書。

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路經新布朗什維克

（New Brunswick）的時候，決定與 Lutz 教授見上一面。

Jessie 非常熱心，帶我四下參觀，但因為此次會面純屬

「臨時起意」，所以算不上是正式面試。

與羅格斯結緣之後，認識的第二個人是 Francis A. T. 

Johns 先生，初次見面是在亞歷山大圖書館（Alexander 

Library）。 他 是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目 錄 專 家（university 

bibliographer）， 同 時 也 是 研 究 亞 瑟・ 威 利（Arthur  

Waley 3）的權威，操一口英國腔，十分癡迷亞瑟・威利

的作品。這一次我還見到了羅格斯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

Henry Torrey 博士。回到西雅圖沒多久，Jessie 就打來電

話，表示羅格斯願意給我這個職位。1966 年 9 月，我再

度來到羅格斯大學，開始我教習漢語的生涯，這也意味

著中文項目在這所歷史悠久的大學裡正式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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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秋， 在 亞 歷 山 大 約 翰 斯 頓（Alexander 

Johnston Hall）頂 樓 的 一 間 教 室 裡，我 開 始 教 基 礎 漢

語。4 同時，我還參與講授一門課程，叫「亞洲的傳統

與嬗變」（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in Asia-T&T）。這門課

由四位老師共同承擔，根據個人專長分別設計授課內

容。除了 Jessie Lutz 和我之外，另外兩位老師分別是

Ardath Burks（專攻日本政治）和 John Brush（一位研究

南亞的地理學家）。5 在上世紀 60 年代末，羅格斯大學

關於亞洲研究的課程少之甚少，所以選擇 T&T 這門課

的學生差不多有 2、3 百人，我們把學生分成若干組，

開展課上討論。

中文項目啟動伊始，尚未形成獨立系所。經過一

番思量，學校決定把這個中文項目放到利文斯頓學院

（Livingston College）。6 那時候羅格斯大學的學院體制是

聯邦制，院內事務自治，除了一些常規系所，如：英文

系、歷史系、哲學系、外語系等等，每個學院還可以獨

立設置一些特色系所或項目，拿利文斯頓所處的地點來

說，它曾是二戰期間美國陸軍在 Kilmer 的營地，如今接

納了新開設的中文項目。

1967 年，中文項目實施第二年，利文斯頓學院的

院長 Ernest A. Lynton 先生同意再增加一位中文教員。於

是我們決定聘請姚醒華（Hsing-hua Tseng）女士加入到

羅格斯共襄盛舉，她之前在印第安那大學教書（Indiana 

University），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中文老師。1968 年

秋，她來到羅格斯之後，我們增開了不少中文課程，包

括中級漢語和高級漢語。同時我又開了一門「中國古典

文學作品譯介」，旨在翻譯並研習宋代之前的中國古典

詩詞及散文。

1968 年還有一個變動，那就是羅格斯學院（Rutgers 

College）準備增加一個中國歷史的教職。Jessie 當時是

在道格拉斯學院，而羅格斯學院正缺教中國史的教授。

因此，羅格斯學院的歷史系聘請了華盛頓大學的 Paul 

Friedland 博士來教中國史，他的專長是宋史。Paul 是一

位地地道道的「鬥士」，來了以後，我們多次聯合起來

向圖書館建議應該多買一些中國書籍，並儘早創立東亞

圖書館。對於這一構想，歷史系也非常認同。

與此同時，新任總圖書館館長 Roy Kidman 先生走馬

上任，7 他很支持我們，答應建一所東亞圖書館，與普

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試比高下」。他任期不長，卻

真的兌現了承諾，創立了羅格斯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芝

加哥大學的周寧森（Nelson Chou）博士接受聘任，成為

羅格斯大學東亞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1970）。8 周先生

與同事們通力合作，同時也得到亞歷山大圖書館的鼎力

支持，東亞圖書館穩步發展，其今天的成績來之不易。

1967 年， 利 文 斯 頓 的 政 治 學 系 聘 請 Richard

（Dick）W. Wilson 教中國政治。9 Dick 除了學術研究做

得出色，而且還極具行政管理才能。在他來之前，Lutz, 

Burks, Brush, Joseph Silverstein（專攻東南亞政治）和我

就多次聯名致信教務長 Henry Winkler, 希望他能考慮建

立「亞洲研究項目」及「亞洲研究委員會」。1969 年，

委員會正式成立，委任 Dick 作「亞洲研究項目」的第

一任負責人。從 1966 年算起，不過幾年時間，我們在

中文及亞洲研究方面已取得不小的進步。

1971 年，我在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 

訪學期間，羅格斯大學又批准了第 3 個中文教職。為

此，我對教務長 Winkler 永遠心存感激。他主攻 20 世紀

英國史，是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歷史學家。我到羅格斯

大學以後，偶然機會與他相識，他直言不諱地對我講：

4　 起初，班上只有 18 個學生。

5　 Ardath Burks, John Brush 兩位老師連同下文出現的 Josef Silverstein（專攻東南亞政治），都司職於羅格斯學院（Rutgers College）。

6　 當時，雖然中文項目落在了利文斯頓學院，但辦公地仍設在羅格斯學院的範•奈斯特樓（Van Nest Hall）―1845 年建，今用做

預算資源研究（Budget Resource Studies）、監察及行政秘書辦公室（Office of the Ombudsperson for Student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與中文項目一同落戶的還有比較文學項目及其他外語項目，並合成一系，系名是：文學語言學系（Literatur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　 Roy Kidman, 1971 年夏天去了南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圖書館，任館長。

8　 Nelson Chou 於 2006 年退休，在羅格斯大學工作了 35 年。

9　 Richard W. Wilson 於 2008 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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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史研究方面，Jessie 效力於道格拉斯學院的

歷史系，Michael 則屬利文斯頓的歷史系。羅格斯學院

中國古代史的崗位一直是空著的，後來聘請了 Donald 

Roden，其研究領域是日本史，這種「微調」源於那一

時期學生對日本有著極大興趣。與此同時，1971 年，

比較文學系聘請了 Janet Walker 博士和 Steven Walker 博

士，教授日本及南亞文學。同期，羅格斯學院的歷史系

也增加了與東南亞有關的課程，並開始涉及世界史，由

Michael Adas 博士執教。1972 年，宗教系又聘用了一位

研究佛教的學者于君方（Chun-fang yu）。12 

以上所述，應該算是我們在中文及亞洲研究初期建

設方面的基本情況。再加上東亞圖書館的創始與發展，

應該說為今後發展已打下良好基礎。1970 至 1971 年，

我們還先後在利文斯頓學院和道格拉斯學院創立了中文

本科專業。

二、�遷到羅格斯學院之後及上世紀
70、80 年代的變遷

70 年代初期，我和同事們都已察覺到利文斯頓學

院的中文項目發展存在很多問題。首當其衝的是它依舊

只把社會科學當成發展重心，之所以創立中文項目，其

根本出發點可能只是為了滿足 60 年代社會及人權運動

大背景下的需求，因此，對於中文項目的人文內涵及本

體建設來說，並無太大發展空間。同事們多次建議應把

利文斯頓的中文項目調至羅格斯學院。但是，礙於當時

的大學體制仍為學院聯邦制，學院間彼此獨立運營，學

院下屬的研究項目不可以隨隨便便就轉到另一個學院。

回望這段歷史，實在不堪回首，不知歷經了多少「艱難

險阻」。我們一直堅信若能把中文項目轉至羅格斯學院

發展，對學校來講將大獲裨益。第一，羅格斯學院生源

眾多，且注重人文學科，而且在語言習得與教學方面有

很長的歷史。第二，可以破除學院間的「門戶成見」。

比如：同樣是中文本科專業，但羅格斯學院就拒不認可

「你在華盛頓大學的某某教授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他讓我一定要多幫助你。」能拿到第 3 個中文教職，我

想這是他對我最好的「幫助」。

來羅格斯大學不久便發現利文斯頓的院長可能對

中文項目的招生人數有點失望。10 那時候華裔學生數量

遠不及今日，少得可憐。院長總覺得中國是第三世界大

國，中文項目的生源絕對不是問題。然而，中文研究畢

竟屬人文學科，其與大時代背景下的社會運動並無直

接關聯，60 年代如此，70 年代亦如此。因此院長不願

在中文項目上投入過多資源，中文發展遭遇瓶頸。後來

有一次，我在海蘭帕克（Highland Park）逛超市時遇見

教務長 Winkler，他問我近況如何，我如實地告訴他中

文項目所面臨的困境，他說：「為什麼你不找我呢？」

我回答說：「我不想越級反映問題，這不太好。」他說：

「沒關係，你就和院裡講你只是想和我非正式談天。」我

如是照做，就這樣，教務長決定再為中文項目爭取第 3

個教職。然而院長告訴我這新批准的第 3 個教職並不代

表增加了一個教職，只是用它來替代之前第 2 個教職，

等於說「拿來一個，去掉一個」。中國研究項目的同事

們都覺得這種解釋過於牽強。不過最終我們還是贏得

了第 3 個中文教職。1972 年秋季，李培德博士（Peter 

Li）從芝加哥大學來到羅格斯，11 主要講授高級漢語和

「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選讀」（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他還開設英文課程，如「中國文化導論」、

「中國文學譯介 II：白話小說與雜劇」。時至 1972 年，

中文項目的三個教職日趨穩定。

大 學 擴 招， 越 來 越 多 的 人 加 入 到 亞 洲 研 究 領

域。Paul Friedland 走 後， 一 位 來 自 賓 夕 凡 尼 亞 大 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 Marianne Carlson 女 士 接

任，她專攻宋史和明史。利文斯頓還想繼續加強中國史

課程的建設，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於是又招聘了我在

華盛頓大學的同窗 Michael Gasster（1930-2012）博士加

入。Michael 著力於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 1911 年辛亥

革命那段歷史。

10　大致說來，如果第一年有 20 人的話，第二年人數減半，第三年再減半，就只剩約 4、5 個學生。

11　李培德（Peter Li），李方桂先生之子。也當過亞洲研究項目的負責人，2003 年退休。

12　 于君方（Chun-fang Yu），2004 年從羅格斯大學退休，回到她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執教於哥大宗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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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陸續開設過一些日語課程，由教學助理或兼職講師來

授課，於是，人文科學學院考慮將這三個小項目―中

日文項目、比較文學項目，與斯拉夫及東歐語言文學合

為一個大系，叫「中文、比較文學及斯拉夫、東歐語言

與文學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名字又長又拗口。曾經比較文學項目對系名還有疑議，

認為他們有碩士博士學位點，應該把他們的名字放在最

前面，但我建議應該以首字母為序。這個「三位一體」

的「混合系」，從 1981 年一直開到 90 年代末，堅持了

十多年。這十多年的發展狀態用一個成語來形容再恰當

不過，那就是「同床異夢」。

新系剛剛成立，當務之急要選系主任。如今回憶

起來，只隱約記得，比較文學專業的不相信斯拉夫語言

文學專業的，反之亦然。折衷一下，只能從中文專業裡

選系主任。「不幸」的是，這個重擔又落在我的頭上，

當了「混合系」的系主任。不過，這確實也是一段非常

有意思的經歷。一方面，我被選中當系主任，同時呢，

也要隨時接受大家的「考察」，看我是否稱職，是否只

想著借職務之便「壯大」自己的專業。經過一段時間的

考察之後，他們發現我這個人行事公允且能顧及三方利

益。有些事現在想想仍覺得好笑。英文系從斯考特樓

（Scott Hall）騰出去以後，我們準備搬進去。這棟樓的

二樓有一個非常大的房間，是原來英文系系主任的辦公

室，我那些斯拉夫語專業的同事見狀後問我：是否要把

這間當你的辦公室？我直接說：不，還是當我們的會議

室吧。

每個系所都有他自己的「系規」，包括選舉產生系

主任的制度條文。唯獨我們這個「三位一體」系的規章

制度有些「另類」。「系規」要求系主任連任必須全票通

過。第一個三年任期期滿，我和大家坦言：我從來都不

想當什麼「領導」，無非是想盡可能地為大家服務，為

系所建設爭取最大的利益。出乎我意料之外，投票結果

竟然全票通過，我繼續連任。慢慢的，同事們覺得「全

票制」似乎有點過於苛求，學院也認為「全票制」確

實不容易實現。因此商議決定：今後選舉，各專業內達

到 2/3 通過率即可，這與先前「全票通過制」相比，已

經有了相當大的進步。後來，同事們又覺得「2/3 通過

利文斯頓學院的中文專業。為此，我也曾與羅格斯學院

當時主管學術事務的副院長接洽，他的回應是：「不管

你的中文項目有多好，只要你這個中文課程不是由我們

教員開設、講授，就不能承認你這個專業！」對我而言

簡直無法理解！不過，經過大家不懈努力，中文項目最

終還是成功轉至羅格斯學院（1980），同時轉過來的還

有比較文學項目。

比較文學項目的創辦過程也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不得不提一個人― Francis Ferguson（1904-1986），他

是一名學者，一位戲劇研究界的權威，同時也是羅格斯

前校長 Mason Gross（1911-1977）（任期 1959-1971）的

摯友。校長非常想讓他加入羅格斯，但 Ferguson 沒有博

士學位，因此，對於去英文系任教有所顧慮。他覺得他

必須建立一個只屬於自己的專業方向。Gross 校長考慮

了他的想法，很快在羅格斯學院批准創立了一個「比較

文學的研究生項目」。上世紀 70 年代，州政府每年給羅

格斯的撥款數額取決於學生數量，系所要發展，需以大

量的生源為基礎。比較文學項目一開始覺得在利文斯頓

可能會有更好的發展前景，於是決定遷至這裡。但是沒

過多久，便遭遇到與中文項目同樣的瓶頸，出於某些考

量，他們發現利文斯頓學院根本無法滿足自身的發展需

求，因此，他們又想再遷回羅格斯學院，並於 1980 年

付諸實施。同年，羅格斯學院在中文項目與比較文學項

目基礎上，聯合成立了「比較文學與東方語言學系」，

大家推選我當系主任。

我們從利文斯頓學院轉至羅格斯學院這一舉措恰逢

羅格斯大學院系大規模調整。1981 年，校董及理事會決

議通過取消聯邦學院制，合併重複系所，建立統一的校

級院系單位及項目。新布朗什維克地區新合併的系所，

行政上皆由「人文科學學院」（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FAS）領導管理。合併之前，在同一個校區，

能找到 3、4 個英文系，3、4 個歷史系，諸如此類，重

複建設根深蒂固，積習難改，變革是學校學術發展的必

由之路，更主要的是因為經濟負擔過重。維持一所聯邦

制大學正常運轉需耗費大量財力，州政府已不堪重負，

因此，變革勢在必行。

為 了 裁 減 冗 餘，提 高 效 率，學 院 計 畫「併 小 為

大」，將小系所、項目合成大系。發展至 1980 年，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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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轉，人文科學學院及中日文項目的同事們

意識到這麼一個「三位一體」、「大雜燴」的系對亞洲

及中文研究的進一步部署與發展已經構成阻礙。因此，

Richard L. McCormick（2002-2012，任 羅 格 斯 大 學 校

長）當學院院長（1989-1992）期間，中文、日文兩個

項目的教授們提議應另設系所。沒想到，比較文學與斯

拉夫、東歐語言文學方向的同事們對這一提議卻沒什麼

興趣。而且，州政府正飽受金融危機困擾，無心顧及建

系事宜。因為，萬一落實我們提議的話，就不單單是另

立一個新系那麼簡單，而要顧全「三方」利益，很可能

還會給特倫頓（Trenton）方面（即州政府）留下「既

沒錢又瞎折騰」的不良印象。儘管如此，雖不敢大張旗

鼓，但 McCormick 院長還是悄悄「醞釀」著分立新系的

計畫。比較文學方向改成一個跨學科的專業，斯拉夫、

東歐語言文學和德語系合併。中文、日文項目合併成立

新系―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1990）。

90 年代早期，許多學生開始對韓語課程產生興

趣。我們借鑑日文專業的建設經驗，先是聘請兼職講師

（part-time lectures-PTLS）教初級、中級韓語課。有了韓

國社群圈的鼎力支持，把韓語課正式加進東亞語言課程

已推上日程。很快，隨著全球化及教育多元化趨勢來

襲，越來越多的學生想學習他們的母語，其中，仍數韓

國社群的反應最為活躍。他們先是為系裡捐錢，資助開

設韓語課。我個人對他們的慷慨解囊非常理解並心存敬

意，惟一能做的就是盡力滿足大家的心願，促成韓語課

程建設。1991 年，韓國基金會成立。1996 年，在基金

會的支持下，爭取到第 1 個韓語教職（Young-mee Cho

博士）。過了幾年，又申請到一筆韓國基金會資助，於

是爭取到第 2 個韓語教職（繼 Anne Choi 博士之後是

Suzy Kim 博士，2010 年加入羅格斯）。

2003 年，Peter Li 退休，先是由石靜遠（Jing Tsu）

博士接替這一教職（後來她去了耶魯大學），靜遠之後

是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的宋偉傑（Weijie Song）

博士。那時候，東亞系已經有了 5 個中文教職、3 個日

文教職、2 個韓文教職。我們還有一些非終身職（non-

tenure）的編制，比如說兼職講師、助教等。在當時東亞

研究領域，特別是美國州立大學的東亞研究方面，能

制」其實也很難實現，看到別的系所採取的「少數服從

多數」制度簡單有效，可以借鑑。就這樣，我又繼續連

任了好多次。

三、�上世紀 80 年代、90 年代的發展
建設

進入 80 年代，在中文項目方面，我們又取得不少

進展，其中一項就是不斷拓建東亞圖書館。那時候，州

長 Thomas Kean（1982-1990）格外重視紐澤西的高教發

展。在他任期內，通過高等教育廳，批准實施了多個高

教資助計畫。我們系幾乎每年都能拿到不少資助項目。

以此為依託，開展系列講座、鼓勵參會、發表論文、推

進電腦輔助語言教學……那段時間，中文教職一直維

持在 3 個。1983 年，我們有了第 1 位日文教授，Senko 

Maynard 博士。

80 年代伊始，日文項目初創，一直到 1988 年，才

引進第 2 個日文教授，Paul G. Schalow 博士。1990 年我

們又拿到一筆日本基金會資助（Japan Foundation），申

請到第 3 個日文教職，1991 年，引進了 Nina Cornyetz

博士，其後由 Indra Levy 博士接任（後來去了史丹佛大

學），現在在職的是 Satoru Saito 博士。

80 年 代 後 期， 中 文 教 職 拿 到 第 4 個 終 身 職 位

（tenure track）。先是引進 Chilin Shih 博士（語言學家，

現 就 職 於 伊 利 諾 大 學 香 檳 分 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後來這個教職分給中國現當代文學

項目。歷經張旭東（Xudong Zhang）（今就職於紐約大

學）、王班（Ban Wang）博士（今就職於史丹佛大學）。

90 年代初期，我們爭取到蔣經國國際交流基金會資助，

一方面推動國際間學術互訪，同時中文項目又爭取到第

5 個終身職位，1993 年，引進 Richard V. Simmons（史

皓元）博士。姚醒華女士退休以後，其教職空出給明清

文學，1999 年，來自普林斯頓的 Dietrich Tschanz（詹富

國）博士應聘這個職位。

還有一些教授的研究方向也與中國有關，但分散在

其他系所，比如藝術史系，1990 年引進 Angela Howard

博 士（2015 年 退 休）；1993 年，人 類 學 系 引 進 Louisa 

Schein 博士，等等。



研 究 機 構

16　總 155 期　民國 109 年 8 月（2020.8）頁 11-17　漢學研究中心

正是因為這層關係，他主動寫信邀請 Bloustein 校長訪

問中國。收到信以後，校長與當時分管國際事務的負

責人 Dick Wilson 商量，Dick 非常贊成校長出訪，並於

1979 年夏促成此事，兩所大學簽署了學術交流與互訪

的合作協定。1980 年，兩校學術互訪正式啟動，第二

年（1981），我有幸成為訪學團中的一員。

自 1980 年開始，兩校走動日漸頻繁，雙邊合作有

序進行。80 年代初期，紐澤西州與中國浙江省結成省

級友好關係。因此，羅格斯大學與浙江大學也曾建立過

互訪項目。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與這兩所大學的校際

合作漸漸冷卻下來，一冷就是十多年。

2006 年以後，羅格斯大學與吉林大學的合作關係

漸漸回暖，吉林大學在 60 周年校慶的時候特別邀請羅

格斯大學出席慶典活動。那一次，陳光宇（K.Y. Chen）

教授和我可以說在恢復重建兩校關係方面起了很大的作

用，特別是在啟動、共建孔子學院項目上，促使兩校關

係更加密切。2010 年，羅格斯大學校長再度訪問吉林

大學，16 加強兩校深度合作關係。近些年，羅格斯大學

與吉林大學院系間的交流合作日漸頻繁，一些院系還建

起了聯合學位培養學科點。羅格斯大學仍在不斷拓展視

野，與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建立聯繫。

五、結��語

回首過去十年，羅格斯大學的國際生生源穩步增

長，差不多有一半都來自中國。2008 年之前，東亞系

設立了漢語教學學位碩士點（Master of Arts for Teachers 

in Chinese-M. A. T.），新近又建起東亞研究碩士學位點

（Master of East Asian Studies-M. A.）。羅格斯大學一直致

力於多學科、多院系、多角度全面發展，中國研究在教

育研究生學院、人力資源管理學院、社工學院等等均有

所體現。為此，對於中國研究的未來前景我信心十足，

羅格斯大學在增進中美文化交流與理解方面也必將發揮

夠發展至如此規模的並不多見。2000 年，系名變更為

「亞洲語言文化學系」（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改名為「亞洲」主要是學院希望我們系能夠拓

寬視野，將南亞與東南亞研究也納進來。

2006 年人文科學學院（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SAS）取代之前的 FAS，新成立的 SAS 除了管轄亞洲語

言文化學系、歷史系、宗教系等教職員工之外，還新增

管理學生日常事務的職能，如學位授予等。各系的人

員引進在 2000 年之前基本上已經完成（除了東亞史的

Sukhee Lee 博士及 Wang Xiao jue 博士是在 2008 年以後

才入職的）。13

不管「東亞系」名字如何更迭，這個系主任我一

直當到 2008 年，我想在羅格斯大學歷史上也「絕無僅

有」，整整當了 28 年！（2008 年，Simmons 博士接任東

亞系主任一職）在我的任期內，14 亞洲語言與文化學系

在中國、日本、韓國研究方面的軟實力得到長足發展。

不僅如此，人文科學學院內的其他系所，如人類學系、

藝術史系、比較文學系、歷史系、宗教學系等都設有與

中國研究有關的教職，他們共同促進了羅格斯大學在中

國及亞洲研究領域的進步與發展。15

四、�羅格斯大學與中國發展關係的回
顧與展望

羅格斯大學與亞洲的關係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紀中

葉，派來這裡留學的是一批日本學生。其間還發生過一

個事件，一名日本學生因肺炎在美國過世，遺體就葬在

新布朗什維克，今天這裡與日本福井還是友好城市。由

此可知，羅格斯與亞洲的交流淵源已久。跟中國的交

往可溯至 1979 年，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向世界敞開大

門。已故校長 Edward J. Bloustein 博士曾受邀訪問吉林

大學。那時候，吉大校長是知名化學家唐敖慶，唐校長

與我們學校化學系的一位教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許

13　 各系的人員引進（或流動）如：東亞系引進了 Wendy Swartz, Jessey Choo；歷史系引進了 Liu Xun；宗教系引進了 Jiang Tao。

14　 2017 年，Richard V. Simmons（史皓元）教授卸任，由 Paul G. Schalow 接任系主任一職。

15　 1942 年，林語堂獲得羅格斯大學授予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16　 這一次出訪的是 McCormick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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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項目，2012 年又申請設立了東亞研究項目，即 M. A. 

（Master of Arts in East Asian Studies）。針對生源（教育對

象群體）的顯著變化及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趨勢，學科建

設也在不斷探索並做出適時調整。17

今天的東亞系，在亞洲研究、漢語、日語、韓語等

專業的建設上已日趨成熟，同時還增開了菲律賓語和越

南語語言課，著力於學習並傳播東亞語言與文化。特別

是亞洲研究，不斷拓展視野，增設新課程。比如本科階

段的課程有：「初級越南語」、「東亞文明」、「亞洲研究

專題」、「亞洲語言文學獨立研究」、「東亞文字史」、「東

亞社會研討課」、「絲綢之路：一部文化與物質交流的歷

史」等等。碩士階段，除高級語言課以外，還有「現代

小說與漢語教學」、「當代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詩歌

與詩學」、「東亞研究的批判性方法」、「漢魏六朝詩學」、

「冷戰時期的中國文學與電影」、「漢語歷史語音學」、

「近代朝鮮史專題」、「日本流行文化專題」等等。

2007 年，在 羅 格 斯 大 學 1954 級 畢 業 校 友 John J. 

Jack Byrne 和他妻子 Dorothy 的捐助下，學校為新入學的

本科生創設了帶有「實驗革新性質」的「伯恩家族新生

研討班」（The Byrne Family First-Year Seminars，簡稱「伯

恩研討班」）。藉以分享教授們的研究趣聞、心得與方

法、經驗。在剛剛過去的 2019-2020 春季學期，史皓元

教授為他們開設的課程是「如何學習漢語方言」，另外

還有 Young-mee Yu Cho 教授的「韓國嘻哈文化：一種新

的詩歌干預」。

東亞系的「中國暑期漢語課程項目」（Rutgers in China 

Summer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自 2002 年始到今天，

已持續執行有近 20 年的時間，除了 2003 年（因「非典」

疫情）和今年（因「新冠」疫情），從未中斷。頭 6 年是

與南京大學合作，然後同吉林大學合作 3 年，2012 年開

始，又與北京語言大學建立合作關係，一直到今天。

以上即是羅格斯大學東亞系的發展近況。（最後，

特別感謝涂經詒教授的授權與支持，同時也非常感謝史

皓元教授為譯文提供的口述信息與資料。）

出應有作用。

對自己能夠結緣羅格斯大學的中文項目深感幸運，

建設東亞系，推進亞洲研究，籌建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 of Rutgers University-CIRU） ……30 餘 年 時 光

裡，親歷大大小小的互訪與交流。回首我這 55 年的教

學生涯，能夠與我的同事們通力協作，開創出一個充滿

生機的中文及亞洲研究局面，是我最幸福的事，也是畢

生榮耀！

譯者後記

從 2000 年東亞系「轉型」算起，至今已有 20 年。

2008 年，涂先生卸任，由 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

皓元）教授接任系主任一職，連任 2 次，3 個任期。

2017 年，接續交到日本文學教授 Paul G. Schalow 手中。

東亞系發展到今天，「終身職」編制，中文有 6 個

教 職，日 語 3 個 教 職，韓 語 2 個 教 職。「非 終 身 職」

（non-tenure track）的教職也增加了，變成 6 個。

亞洲研究方面，若把教育研究院、社會工作研究

院、規劃與公共政策學院和政治學系新增教員的情況也

考慮進去，從師資配比、所涵蓋的學科數量及招生人數

角度來看，其規模絕對位居美國公立大學之前列。

2013 年春季，還專門成立了「羅格斯大學中國研究

中心」（The Rutger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RCCS），由

人文科學學院（SAS）資助，並且醖釀產生了「人文科

學學院中國研究委員會」。原有本科專業「東亞語言與

區域研究」進一步更名為「東亞研究」。

大概在 2010 年前後，美國主要城市（地區）漢語

師資市場的供求基本持平。M. A. T. 項目繼續推進，但

生源不再像早期「中文熱」那般激增，這是針對美東地

區的大中型城市而言，像紐約、紐澤西，一直到波士頓

一帶。講中文的人很多，如果不是為專業深造、修滿學

分、大學畢業，想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中文老師並非

難事，不僅不缺，可能還有點過剩。所以，基於 M. A. 

17　 婁育，〈美國羅格斯大學東亞系中文課程建設思路探索—基於對涂經詒教授口述資料的梳理分析〉，《中央民族大學本科教學研

究》23（2019.10）: 8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