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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報 導

國內外學術會議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2017 年 7 月
1. 臺灣文學英譯出版研討會―《台灣文學英譯叢
刊》二十週年慶
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afaring, Trade, and
Knowledge Transfer: Maritime Politics and
Commerce in Early Middle Period to Early Modern
China
3. 紀念全民抗日戰爭爆發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遠
征軍與亞洲戰場
4. 紀念全面抗戰爆發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5. 17 世紀到 20 世紀初的東亞交流和區域性國際學
術硏討會

2017 年 9 月
13. 中國哲學的當代論爭：以氣論與身體為中心國
際學術研討會
14. 2017 年臺灣原住民族兒童文學研討會：族語文
字化與原住民族兒童文學的多元意識
15. 第十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性別 •（後）
解嚴？―台灣文學 • 語言 • 文化與性別政
治
16. 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國際學術研
討會
17. 變遷中的青年發展與華人家庭樣貌學術研討會
18. 2017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6. 世界史中的中華婦女國際學術研討會

19. 總統直選與民主臺灣學術研討會

7. 戰後臺灣的經學研究（1945 ～現在）第五次學術

20. 第二屆臺灣產業發展與社會變遷：近代臺灣的

研討會
8. 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
情、生命刑學術研討會
9. 寺廟文資保存與社會貢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7 年 8 月
10. 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磨合―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
者研習會
11. 想像的主體―八○年代臺灣美術發展學術研討
會
12. 亞洲鑄造技術史學會 2017 臺北大會

農業生產與食物消費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7 年 10 月
21. 2017 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2. 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文學家論壇
23. 2017 儒學與語文學術研討會
24. 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 2017：解析蘇聯文明：
臺灣―俄羅斯相互想像與真實
25. 第 4 屆中國基督教之本土與全球發展學術研討
會
26. 2017 臺灣王爺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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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ola Calanca

臺灣文學英譯出版研討會―《台灣文學英譯叢
刊》二十週年慶

Transition: Focus on Sea Coastal’s Minnan Region
Robert J. Antony

Mountains, Rivers, and Sea: Canton

and the Lianyang Trading System in Historical

臺北 •2017.7.1

Perspective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杜國清

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和《英譯叢刊》回顧

陳榮彬

臺灣文學形象與主體性：從杜國清的臺灣文學

John Chaffee

國立臺灣文學館推動臺灣文學英譯之成果及與

Song and Yuan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Compared: Implications for Knowledge Transfer
Sen Tansen

史觀到《台灣文學英譯叢刊》
陳慕真

Family Strategies during the Ming-Qing

The Mongols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Indian Ocean Connections
Leonard Blussé Shreds of Chinese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台灣文學英譯叢刊》之比較
張淑彩

英譯臺灣文學場域的生成：文學選集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Sent by the Yanghang of

鄭芳婷

《台灣文學英譯叢刊》中的戲劇與女性議題潛力

Xiamen

邱比特

二十年來《台灣文學英譯叢刊》散文選譯範圍

劉威廷

of the Dutch Letter of Credence to the Qianlong

重層「番譯」―以《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夏

Emperor in 1794
Patrizia Carioti

詩越／界：語言 ‧ 主體 ‧ 典律―以陶忘機
於《台灣文學英譯叢刊》所刊載之現代詩譯作
臺語／詩歌的翻譯與領會―從陳清忠與《台
《台灣文學英譯叢刊》文中的賴和與洪建昭筆
英語國家中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作為第三世界文
世界文學中的臺灣文學：區域研究與普世主義

Mathieu Torck

Qi Jiguang and the Defense of China’s Sea

Xu Zhexin

Publication of Medical Texts in Fujian During

Radu Leca

Imaginary Islands on East Asian Cartographic

Timothy Brook

Mapping from the Water: Navigation and

Global Cartography in the Ming

之間
張俐璇

Free Market, Natural Disasters, Climate

Sources from 15th to 17th Centuries

學的可能鏈結
林祈佑

MA Guang

the Ming Dynasty

下的賴和之對比
高嘉勵

Nagasaki in the 16th-18th centuries

Border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灣文學英譯叢刊》相關譯作談起
石岱崙

The Intriguing World of the Tōjin in

Change, and the Wokou in Yuan China

為觀察中心
鄧慧恩

On the Negotiation on the Translation

及其意義
曼 ‧ 藍波安的選譯作品為例
涂書瑋

Ellen Xiangyu Cai

海外「美臺團」與戰後臺灣文學史發展
（趙詠萱）

Cheng Weichung

The VOC Nautical Investigations and

Hydrographical Charting on China Coast and
Taiwan between 1652 and 1668

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afaring, Trade,
and Knowledge Transfer: Maritime Politics
and Commerce in Early Middle Period to Early
Modern China
Ghent•201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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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faring Knowledge of Ming Literati:

The Scholarly Dissemination of Sea Route
Descriptions
Ubaldo Iaccarino

The Sino-Japanese Trad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ts actors betwee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Sponsored by Ghent University,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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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nila in East Asia through out the 17th
Li Man

（Walawbum） 戰役作為終結的動態考察

Century

蘇聖雄

遠征軍的反攻作戰計畫（1942-1943 年）

Southern Han’s “Bad Money” in the Java Sea:

李道緝

中國與東南亞―以抗戰時期中國對泰政策形

Possible Logic for the Southward Money Flow in
Early 10th Century

成為例（1937-1945）
王文隆

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對緬甸的接觸與政策

Maritime Archaeological

許峰源

抗戰期間中印國際航線與運輸合作

Evidence of the Early and Medieval South China

楊善堯

中美雙方抗戰影像的紀錄與異同：以國史館與

Kimura Jun, Mark Staniforth

Sea’s Commerce and Political Events in Vietnam
John Guy

《生活》雜誌影像為例

Crossroads of Asian Long Distance Exchange:

陳昕劭

戰時重慶一次電影熱潮：從蔣中正日記談起

Shipwreck Evidence of the 9th and 10th Centuries

蕭李居

蔣介石對汪精衛與清鄉活動的觀察

in the Java Sea Realm

張智瑋

抗戰時期的戰爭宣傳：以蔣中正的全民總動員

Wim De Winter

The Ostend Company and Its Worlds:

為觀察

Trading Communities and Courtly Authority in

皮國立

中日戰爭中我方對日軍化學戰的宣傳與解讀

18th Century Canton and Bengal

侯嘉星

走上生產線的農業化學事業―以農林部病蟲

Angela Schottenhammer Was Traditional China’s Maritime

藥械製造實驗廠為個案研究（1943-1958）

Politics (Proto-)Colonialist?
Koen Verboven

（政治大學人文中心）

Imperial Seas: Rome, the Mediterranean

and Seas Beyond, from Augustus (27 BC-AD 14)

4

to Justinian I (AD 527-565)
Michael Limberger

China’s Antipode?: Seafaring, Trade

and Maritime Connections in the North Sea area

紀念全面抗戰爆發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北京 •2017.7.8-9

in th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Period
Jean Bourgeois

Geoarche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Turfan

Oasis
（Ghent University）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張海鵬

理解抗戰必須正視抗日戰爭中的兩個領導中心

米

戰後中國：全球秩序的形成與東亞國家的內部

德

動盪，1945-1949

3

劉維開
瑪瑪耶娃

紀念全民抗日戰爭爆發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遠
征軍與亞洲戰場

裴京漢

臺北 •2017.7.7-8

王希亮

張玉法

研究中國抗日戰爭史的幾個重要議題

劉偉民

歷史的真相會消失嗎？

楊維真

史家黃仁宇筆下的入緬作戰 ―從《緬北之
戰》一書談起

王立本

中國裝甲兵的建立到成熟 ―以瓦魯班

蘇聯與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蘇聯的對華政策
中國抗戰與韓國獨立運動―「長期抗戰」與
虹口公園爆炸事件（1932 年 4 月）

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
員會黨史館、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辦

《抗日戰史》的前世今生

七七事變前日本軍權失衡、失控及膨脹的歷史
軌跡―從「皇姑屯事件」到「二二六事件」

徐

勇

日本侵華決策計劃性與必然性問題再探討―
以日方史料為中心

殷燕軍

從九一八到七七：「獨走」還是有計劃的國策
戰爭？

黃自進

重探中日戰爭爆發的時代背景：以 1930 年代
兩國的華北政策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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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偉

論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中的對日不交涉方針

楊

黃道炫

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據地生存

陳先初

把增強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抗戰勤務及其實施

祁建民

近代日本的「防共回廊」計畫與大青山根據地

東

朱東北

朝澤江

抗戰初期四川地區中共地下黨的組織重建與整

薛

毅

世界礦難之最：1942 年本溪煤礦大爆炸述論

頓工作研究

王

林

論世界紅卍字會在全面抗戰初期的慈善救濟

均衡式代理：抗日根據地工會角色與鄉村社會

游海華
王春林

位著名教授的日記為中心

賀金林

「中央與東北全體之主張」：西安事變後劉尚
清的主皖

民族尊嚴：從 5 部日記看盧溝橋事變與中國知

宋青紅

識精英之反應

趙

宋美齡與淞滬抗戰

軍 「英雄」未滿，「凡人」以上―從《審問筆錄》
再考中西功其人其事

抗戰期間偽北京大學教授群體的來源與後方學

王餘輝

戰火燃燒的青春：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考
察

戰時後方高級知識份子的生活貧困化―以幾

李金錚

鄞縣縣政府對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
失的調查與上報

變動
鄭會欣

1940 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批判和新民主主
義話語權的確立

的戰略意義
劉宗靈

戰時中共關於「全面抗戰」的概念話語表述

界的回應

張瑞德

中國現代史上的侍從室

從精英思想走到生活世界―抗日戰爭與「屈

周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決策與實施

原愛國」觀念的實現

吳淑鳳

勇

1938-1939 年蘇聯對華信用貸款與孫科代表

維爾琴科

團
烏裡婭諾娃

蘇聯媒體對 1937 年中國事變的反應

蔣介石日記中戴笠的縹渺身影―以軍統局打
擊汪精衛政權成立為例

劉大禹

論蔣介石與戰時行政三聯制

王鳳青

中共參政員與國民參政會（1938-1945）―以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視角

鄭炯兒

中蘇「友好同盟」的始末與美國的影響

段瑞聰

1948 年張群訪日之分析

馮

張

「以退為進，先穩基點」：蔣介石對華北事變

徐文彬

抗戰時期臺灣義勇隊與國共兩黨關係

的處置―以與何應欽的分歧為中心

賈欽涵

抗戰時期美國戰略情報局與中共的軍事合作

蔣介石與 1935 年上半年的中日親善 ―以蔣

金丸裕一

皓

臧運祜

超

氏日記為中心的考察
侯中軍
劉志鵬
董清平
丸田孝志

潘澤慶

48

危機下的日中基督教關係史 ―「中國認

識」的諸相

戰略與策略的平衡抉擇：再論七七事變後蔣介

黎志剛

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初探

石的應對方略

汪效駟

精神動員的儀式化現場：抗戰時期的國民月會

地下運作與黨力孱弱：七七事變前後的華北國

研究

民黨

宋志勇

滿鐵調查部「支那抗戰力調查」述評

堅決抗戰：王寵惠對日和戰態度轉向之因與勝

潘

關於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的幾個問題

日謀略

羅運勝

洵

毛澤東形象的形成―抗戰時期傳說的成立
與展開

李軍全

抗戰時期項英與劉少奇的戰略分歧

侵華日軍的細菌戰理論：以石井四郎為中心的
考察

許曉光

試析日本近代民族擴張的「理論依據」―民
族關係中的霸權主義思想批判

論中共革命與鄉村民俗之關係：基於華北中共
根據地春節文化的思考

耿

密

抗戰期間英國兩次對日妥協與國民政府之應對

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共軍事戰略轉變新論

崔

巍

1936-1937 年英日涉華問題談判的歷史再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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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江鴻
隆鴻昊

戰時中國朝野對英國社會的觀察與認識―以

戰若干史實問題的再探討

訪英團為中心的考察

尹輝鐸

偽滿洲國國軍內當地人的協作和民族矛盾

試論七七事變前日本「華北駐屯軍」的擴張與

林桶法

臺灣地區戰時的捐獻檔案―兼論忠義獻機勸
募運動

列強的應對
袁成毅

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對日本侵華軍事戰略

陳

釗

左右之爭與大學校政：陳立夫、徐誦明與西北
聯大法商學院的整頓

之研判
張

楠

戰時大學與政治角逐：山西大學的黨派組織與

龔喜林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兵員的徵募與補充

洪小夏

1938 年廣義南嶽軍事會議述略

岩穀將

從盧溝橋到上海―再論中日戰爭初期的展開

許效正

抗戰時期佛教護國救世思想述評

沈惠芬

世界大戰下的中國僑務：以抗日戰爭後期福建

向隆萬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侵華罪行的審理

救護難僑工作為中心

周桂香

從撫順戰犯管理所原日本戰犯的認罪看中日戰

吳敏超
張

靜

國共閻鬥爭（1939-1949）

抗日戰爭與紐西蘭華僑婦女：從臨時難民到落

後和解―以原日本「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成

地生根

員三尾豐為例

抗戰時期「西北國際交通線」甘肅段的開通、

顧若鵬

與戰後的爭議

貢獻與啟迪
小林元裕

物資爭奪戰的日中戰爭―以偽造法幣工作
為中心

久保亨

日中戰爭史研究之現狀與日中關係

齋藤一晴

劉本森

英美學界的盧溝橋事變研究

聶洪萍

英國學術界抗日戰爭研究的發展

波爾托納克佐托娃

在中國的戰爭審判與歷史認識之爭 : 中日關係

為了歷史對話的共同歷史教材、授課交流

―日中戰爭爆發 80 年的嘗試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關於第二次中日戰爭科學文獻分

析―立足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的材料
范曉露

適得其反：西安事變後日本對國民政府「容共

17 世紀到 20 世紀初的東亞交流和區域性國際學
術研討會

聯蘇」的阻遏與促成

臺北 •2017.7.11-12

究―從新視角揭露日本侵華罪證
鹿錫俊
金志勳
左雙文

5

日本館藏盧溝橋事變各國新聞輿論的翻譯及研

1945 年前後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韓半島構想與韓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韓國東國大學國語國文

國

文藝創作學部「BK21+ 事業團」合辦

國民政府戰時對緬關係及對印緬民族獨立運動

黃美娥

叢刊》相關資料談起

的關注
何銘生
劉

「廚子太多壞了湯」―1937 年 11 月布魯塞

朴京男

朝鮮時代文人對鄭成功的認識

爾九國公約國會議北歐國家的參與

洪淑苓

18-19 世紀前期的臺韓歲時風俗比較：以《臺
灣府志》系列與《東國歲時記》為例

萍 「白爾丁號事件」與法國在華治外法權的廢除

陳開科
張仰亮
趙文強

朝鮮與臺灣／文學的交錯鏡像：從《韓國文集

檔案裡的歷史真相：蘇聯空軍志願隊的幾個問

韓榮奎

19 世紀中韓文化交流的一樣相

題

張文薰

漂流與中介：19 世紀漂流記史料中的島嶼臺灣

抗 戰 期 間 國 民 黨 遊 擊 戰 的 困 境、 因 應 與 走

鄭煥局

朝鮮後期漂流敍事的兩種局面

向―以中條山根據地為中心的考察

具智賢

通信使筆談唱和集中所展現的臺灣

土頑武裝、舊式軍官與守土抗日―洛陽保衛

蔡曉玲

有教無類―南洋菁英林文慶的生長環境與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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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念之研究初探
蘇碩斌

驗：解讀楊步偉自傳中留學體驗的書寫

傳統旅行及現代觀光：臺灣 19 世紀前後的文

野村鮎子

學與世界觀

女留學生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遭遇：以奈良女
子高等師範學校中國留學生為例

金水淵

《周生傳》與中國江南文化

魏亦均

從 ｢ 華夷之爭 ｣ 到 ｢ 和漢變態 ｣ 下的東亞景觀：

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反對山東出兵宣言書事件

以柳麟錫《毅菴集》為觀察場域

為中心

杉本史子

梁承睦

朝鮮中期術士的出現及其意味

鄭盛仁

17 世紀趙緯韓作為小說作家的面貌

楊平軒

博物學視線下的臺灣：｢ 看見 ｣19 世紀福爾摩

李珠英

羽田朝子

Sensationalizing the Woman Artist: Selling

Wu Shujuan（吳淑娟 1853-1930）to American and

17~18 世紀短篇敍事鬼神談的走向及鄭載崙筆

European audiences in the Shanghai Art Market
Gao Ruchen

Parenting the New Woman: Redefining

從表記文字上看《燕行錄》的差異及其裏面：

Elite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by Way of One’s

以洪大容的 《乙丙燕行錄》和《湛軒燕記》為

Daughters
Ni Zhange

19 世紀臺灣文學中的食物書寫與相關詩作：以

Salome Kisses Kunala’s Eyes: The Making of

Religion and New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
Doris Ha Lin Sung

《全臺詩》為範圍
蕭智帆

Elise J. David

沙

中心
王俞婷

滿洲國女性作家之日本留學經歷：梅娘與但
娣

記中所記載的鬼神說話
金江恩

日本帝國主義下女留學生的政治活動：以奈

Virtue of Artist Jin Taotao (1884-1939)

進入現代：以日治初期抗日集團的歸順條件作
為檢視對象
（趙詠萱）

The Global Experience and Patriotic

陳慧霞

以困秋帽為例談清代的多次元文化融合

毛立平

金枝玉葉與制度困局―性別視角下清代公主
的經濟境遇

6
世界史中的中華婦女國際學術研討會

賈

寧

簡金生

寫真證藏：以畫報觀想藏女

林侑毅

從如名節好，匹婦亦千秋：朝鮮燕行使對孟姜

臺北 •2017.7.11-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Kang Xiaofei A Time to Heal or a Time to Kill: Gender

女的談論與賦詩
金貞淑

Megan Bryson

陳玫妏

鄭

揚

晚清女性留學與政治：康同璧在美國，19031909

Women’s Religious Societies in Rural Southwest

宋青紅

宋美齡與淞滬會戰

and Southeast China

趙席敻

女性政治人物的公眾形象以 1945 之前報刊中
的陳璧君為例

初探「瑤傳道教」中道教與「薩滿」文化的關

Paul R. Katz Weapons of the Strong: Gender and Religion

50

朝鮮後期士大夫對中國女性纏足的書

寫

Lianchihui（蓮池會）and Jiezhu（接珠）:

係―以盤瓠、歌與歌母為主的探討

辜知愚

17 世紀朝鮮男性對東晉才女謝道韞的形塑

何韻詩、羅樂然

and Anti-Superstition Campaign in Communist
Yan’an, 1944-1945

大清發展進程中蒙古婦女地位續考

陳

雁

女華僑、女留學生與女保皇黨：清末民初在美
洲的中國女性

in Western Hunan

Gail Hershatter Domestic Cosmopolitanism

1910 年代民族國家間碰撞下女留學生的跨界體

Tobie Meyer-Fong A Transnational Life, Part 1: 1943-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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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敏

陳衡哲《西洋史》的女性意識與時代意義

Women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in India and

潘光哲

胡適的《鏡花緣》研究與現代中國女權思想的

China
Paola Zamperini Ties that Cut. Alter/Native Portrayals of

建構
達日夫
鄭雅如

以《青旗》報記載為基礎

前山加奈子

鮮卑舊俗與北魏前期的皇后、皇太后制度

姚

稻田奈津子
伴瀬明美

毅

日本「皇后」的特質―以立后儀式為中心
Political Authority of Queen Consorts

and Queen Dowagers during the Koryõ Period

石川照子

從《良友》《上海婦女》看日本／日本女性

須藤瑞代

近代中國的女學生：以朱文央為例

Rachel Hui-chi Hsu

人婦女

Narratives
Chinese Women’s Progress in the United

Cold War in Asia, 1949-1952

Peter J. Carroll Female Criminality, Murder, and Sexuality
in Republican China
Lin Jiao Creating Femininity: Experiences of BreastBinding in Mao’s China

政治與社會交誼：培育澳洲第一個華人婦女協
會

Sophie Loy-Wilson

Reﬁguring Overseas Chinese Women:

衣若蘭

中華性、多元交織與明清家庭史研究

何宇軒

世界史中的中國古代母教―明清女性構建的

The Life of Daisy Kwok in Sydney and Shanghai
方

董佳貝

The Significance of Reticence:

Chinese Women and Cross-Cultural Sexual

States: America Today Magazine and the Cultural

秦

中國的婦產科為何女醫多―傳統規範、醫療

從臨時難民到落地生根：二戰時期的新西蘭華

Yeh Chiou-Ling

郭美芬

從《圖畫日報》看清末的女性形象

實踐與社會性別

日本古代皇后制度的形成與中國禮制

Yuka Toyoshima
吳敏超

Chinese Women

「滿洲國」時期蒙古族女子學校教育研究―

「子道」

家庭 ‧ 學校 ‧ 社會：清末民初「困頓」話語

五味知子

的形成及實踐

李貞德

霓裳、才媛、階層―晚清出使日記所見西方

Tina Phillips Johnson

Family, Women and the New Enterprise: The

Fate of the Huasheng Textile Mill in Late Qing
張若荇

親密相遇：清朝旅穗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女性

羅秀美

晚清女詩人薛紹徽的「域外」想像與書寫―

張淑卿、劉士永
柯惠鈴

Zooming in and Zooming out. Foreign

李遠達
陳韻如

Only Looking for Mister Right? Single

女人玩法：由淡新檔案中的姦拐犯罪看帝國邊
陲中的法律敘事者

曾文亮

the “Modern Home” in Colonial-Era Korea
Laila Abu-Er-Rub

19 世紀戰爭敘事文中的女將與女軍師 ―以
《蕩寇誌》為中心

Women, Chinese Media, and the Occidental Gaze
Choi Hyaeweol Transnational Encounters in the Making of

「不可理喻」的力量―反思抗戰農村婦女工
作中的理性人預設

Settlement
Barbara Mittler

戰爭、女知青與校園文化：《讓廬日記》的討
論

The Theosophical Educational

Movement at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美國醫藥援華會與中國護理發展初

探，1937-1949

汪正晟

Chuang Chienhui

Maternalist Internationalism:

Struggles (1949-1995)

以其翻譯「科幻遊記」與「女性文學」為主要
範圍

傳統醫學文獻中的七七數盡及其相關問題
Women’s Leadership in China’s Cold War

女性（1866-1895）
Wang Yan

明清時代之官媒制度與女性觀

日治時期臺灣的女性犯罪：以總督府犯罪統計
書為中心

梁秋虹

誰是殖民地毒婦？日治初期臺灣私娼取締的種

漢學研究通訊

36：4（總 144 期）民國 106 年 11 月

51

會 議 報 導

族矛盾、疾病想像與 政治選擇
Margaret Mih Tillman

林稚暉

Reflections on Women’s Interwar

嫁予金山客？―廣東台山僑刊所見之女性跨
洋婚姻（1911-1941）

Diplomacy in the Paciﬁc Rim
吳雅琪

（林秀娟）

女性與文化外交：臺北基督教女青年會「中國
文化漫遊」活動

廖小菁

家庭、營養與食物 ―民國時期婦女與食物

戰後臺灣的經學研究（1945 ～現在）第五次學
術研討會

「衛生」之論述

臺北 •2017.7.13-14

的播展―英屬馬來亞霹靂州太平埠之例
皮國立
吳燕秋

民國時期婦女與家庭飲食衛生初探

游鑑明

中日戰爭下中國人的食物與性別

張

運動與性別：上海賽馬界中的女性，1848-1945

寧

7

玉宇煥南邦：近代何仙姑信仰在南洋華人社會

Lien Ling-ling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陳志峰

研究之影響

Service to the Empire and to the

車行健

何定生致顧頡剛未刊書信概述

Community: The British Women’s Association in

謝向榮

林慶彰教授藏屈萬里先生檔案概述

Shanghai, 1921-1941

劉德明

戴君仁《春秋》學研究

黃梓勇

戴君仁《春秋辨例》研究

宋惠如

試探徐復觀先生之《春秋》學論述與其經、史

Elizabeth LaCouture

Engendering Space in Treaty-port

Tianjin: Jiating, Shehui, and the Social Sphere
Karen Kuo

The Transnational Hyphenated Conditions of

Chinese Women in Diana Chang’s Frontiers of

觀
張高評、陳致宏

Love
Holding Up Half the Sky: Chinese

林義正

阮芝生先生的《春秋》學

Womanhood, Asian American Activism, and the

姜龍翔

戴君仁《易》學思想析探

Global Circulation of Feminist Iconography

吳

戰後臺灣的喪服學研究

Karen J. Leong

Chinese Women and the Making of the

飛

鄭憲仁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大我與母性之間―三民主義婦女論述的建

黃智明

《禮記正義引書考》析述及其對文獻研究之價
值

Helen Schneider

Trans-Pacific Home Economists and

謝明憲

in the Late-Republican Era

義疏的兩種淵源︰論戴君仁〈經疏的衍成〉與
1960、70 年代義疏淵源問題 之商議

Woman-Centered Concepts of Rural Development
陳金木

南懷瑾《論語別裁》析論

許振興

《論語分類選註》的香港因緣

Practicing Violence in the Land Reform in

王

戰後臺灣鄭玄《尚書注》輯佚研究述略

Shandong Province, 1946-1948

陳慶煌

Liu Qiong

Kate Bagnall

Passion, Class and Revolution: Women

Chinese Women in Colonial New South

利

Julia Martinez Chinese Women and Trafﬁcking into Manila

成惕軒先生的《尚書》政治學

許育龍 《毛詩》三百，出於一人―李辰冬《詩經通

Wales: A Case Study Approach

52

王夢鷗先生《禮記今註今譯》對清代學者說法
去取的查考與討論

構

楊惟安

《春秋》經傳研究之選題指向與創新

研發―以戰後臺灣為例

Judy Tzu-Chun Wu

翁稷安

傅斯年史學思想對臺灣近現代《詩》、《書》

釋》論戰的歷程
史甄陶

何定生《詩經》研究述評

in the 1920s-30s

張政偉

裴溥言《詩經相同句及其影響》之貢獻

從《新國民日報》探究新加坡的廢娼運動

呂珍玉

龍宇純先生的《詩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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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武

評析戰後臺灣的宋代《詩經》學研究

邱惠芬

戰後臺灣朱子《詩經》學研究述評

寺廟文資保存與社會貢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張文朝

戰後臺灣學者對日本《詩經》學之研究

臺南 •2017.7.22-23

蔡崇禧

戰後臺灣的《詩經》植物研究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
（鄭秀卿）

音亭暨祀典興濟宮主辦
李乾朗

學

8
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
情、生命刑學術研討會

林明德

周東平

晉隋間〈刑法志〉所見法律文明轉型

黃正建

新舊《唐書》刑法志的比較研究

李淑如

從保生堂看北港武德宮的文資保存與香火網絡

林仁昱

寺與廟合作的非物質文資保存與社會貢獻―
宜蘭水燈節的傳承與發展探究

岳純之 《舊唐書 ‧ 刑法志》的史料來源、基本特點及

劉國棋

存在問題
晶

《宋史 ‧ 刑法志》平議之一

劉

曉

元朝法律淵源及法律體系的構建
刑法的古今絕續：《清史稿 ‧ 刑法志》舉要
與思辨

劉欣寧

秦漢律令中的婚姻與奸

崔碧茹

姦罪與「家道」：宋代司法官處理姦罪的原則

洪金富

《元史 ‧ 刑法志 ‧ 姦非篇》史源與個案
Scenarios of Sodomy

in Narratives of Capital Crim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靈魂自由與清末民初的婚姻禮法：從徐志摩離
婚再婚談起
水間大輔

謝國興

臺灣現代廟會中「庄頭陣」的社會文化意義

許献平

有應公信仰的社會現象與功能

謝貴文

國家在場的嘉義市城隍廟及其文化資產

陳劍鍠

佛光山慈惠法師的辦學理念及其貢獻

彭衍綸

後山法師立宏願，百相觀音護寶島―花蓮瑞
穗藥師壇城圓禪法師及其設立百尊觀音佛像志
業述論

周舜瑾

嵵裡水仙宮女性禮生團初探―禮儀實踐與服
務活動的觀察

蕭登福

宗教在當今社會上所應扮演的角色及走向

張

寺廟與北京居民的休閑生活

勃

游子安

秦漢時期的死刑與暴屍、埋葬

香港廟宇文資保存的先導者―東華三院文武
廟之社會貢獻

陳俊強

唐代死刑發展的幾個轉折

胡興東

宋遼金元生命刑之立法與司法原則

蘇成捷

An Informal Death Penalty at the Ba County Jail?

杜

Magisterial Discretion and Criminal Procedure at
the Grassroots in Qing Dynasty China
林文凱

寺廟文化資產保存與實踐―以金門龍鳳宮為
例

趙

江玉林

「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宮」文物與寺
廟歷史建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

步德茂（Thomas Michael Buoye）

從市定古蹟邁向國定古蹟―大觀音亭祀典興
濟宮的文化資產與永續經營

張逸品

臺北 •2017.7.19-21

黃源盛

「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宮」的建築美

溫

保存和保留緬甸華人歷史古剎―以仰光慶福
宮和福山寺為案例

安煥然

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的「保廟」與「再建」

許源泰

新加坡華族廟宇的文資保存與社會貢獻―以
潮州移民的粵海清廟為例

清代到日本統治時代臺灣生命刑的演變：統治
理性視角的法律社會史考察
（李雅玲）

劉京宰

作爲社會資本的宗教與現代社會的互惠機能

田英淑

當代韓國社會變化與佛教寺院的新發展模式

邱文彬

從霸王到福佑百姓的神祇―淺談項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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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景文

在地深耕、兩岸交流―高雄大社青雲宮的藝

孫松榮

文公益事業與兩岸交流活動
阮玉詩

越南華人信仰文化的解構與增權―以關公與

自我系譜化
陳曼華

天后信仰為例
阮清風

想望 1980 年代臺灣錄像藝術：在地與跨地的
在政治權力撞擊中確認的藝術主體：以 1980
年代臺北市立美術館初創期為中心的探討

越南明師道廟宇系統及其社會貢獻

邱琳婷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10
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磨合―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
者研習會

流動的視域：戰𢓭 80 年代臺灣美術潮流的若
干思考

姜麗華

1980 年代以攝影介入社會的「臺灣意識」

王品驊

臺灣 1980 年代的空間生產與另類現代性

盛

變相與解構：解嚴前後臺灣美術中的中國神話

鎧

張正霖

複數的現代性：重探 1980―臺灣紀實攝影
（國立臺灣美術館）

北京 •2017.8.10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

12

會主辦
游逸飛
呂

健

從禮壞樂崩的角度看秦至漢初隨葬律令簡的身

亞洲鑄造技術史學會 2017 臺北大會

分標示功能

臺北 •2017.8.25-26

漢代封泥封緘形制的考古學研究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亞洲鑄造技術史學會

孫正軍

古今與虛實―漢唐皇帝像的系譜

主辦

耿

「塑造」與「複製」―談六朝名士圖像的經

黃銘崇

典化問題

鈴木舞、三船溫尚

劉

朔
未

古麗巍
黃川田修

晉東南宋元村落的石刻、建築與圖像
晉東南宋元村落的日常生活經驗

恒

殷周青銅器銘文の製作法―銘文

レプリカの顕微鏡観察と製作実験による検証
山

尭

16 至 19 世紀東亞城鎮的歷史考古學研究―

華中型青銅彝器の鋳造技術論的研究―泉屋
博古館蔵三犠首亀紋尊 ‧ 饕餮紋瓿を例とし

以中國大陸、臺灣島、日本列島、中印半島為
胡

從草原鑄造技術到中原鑄造技術

て

中心

李永迪

清代中國政區中的幾種特殊類型―兼論治所

內田純子、岳占偉

城市統計的範圍口徑

木村仁、遠藤喜代志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

殷墟小屯東北地鑄銅遺址再探討
殷墟孝民屯の独立紋様范について
込め型鋳造制作プロセス「牛の

酒入れ（犠尊）」「寄せ」を用いた込め型プ
ロセスの例

11

白雲翔、楊勇

臨淄齊故城漢代镜範與漢代銅鏡鑄造技

術

想像的主體―八○年代臺灣美術發展學術研討
會

朴章鎬、李清圭、鄭柄煜

臺中 •2017.8.19

松本隆

國立臺灣美術館主辦
白適銘

走向自由體制的文化內視―談 80 年代臺灣
美術的脫體制現象及街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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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鈕細文鏡 의 製作技法 에

對하여
古代ギリシアブロンズ像と現代ネパール金銅
仏の鋳型の比較―成分分析と工程報告
南健太郎

Dotaku Use-Wear Analysis Focusing on the

Residual State of Casting Surfaces

會 議 報 導

清水邦彥
宮里修

區早期文明可能存在的冶鑄技術

弥生時代における送風管の使用方法と鋳造
技術

孟強、宗時珍

弥生時代における金属製把頭飾の製作技術に

三宮千佳、外山潔、三船温尚
と造形表現の検討

（影片）弥生 ‧ 土製鋳型を造る

袁沖、張立波、袁亞娟

中國古代鑄造的本徵及其影響

譚德睿、廉海萍、楊軍昌

中國古代铜器装飾技術概述

持田大輔

隋・初唐期の銅鏡鋳造技術の基礎的検討

楊軍昌、譚盼盼、黨小娟、束家平、石玲玲

王冠文、Caroline Jackson、飯塚義之、謝易恭

田村朋美

根津美術館所蔵釈迦多

宝二仏並坐像の 3D 画像分析による鋳造技法

ついて
遠藤喜代志

西漢楚國鐵兵器研究

唐代鎏金

銅珠化工藝制品的初步研究

The Production of M-Na-Al Glass: A Perspective

陳東和

Using Glass Beads in Iron Age Taiwan

長 柄 毅 一、 野 原 悠 暉、 廣 川 守、 飯 塚 義 之、 三 船 温

從紹興豆看南宋青銅器鑄造技術的一些問題
尚

古代日本における鋳型によるガラス小玉の

古代高錫青銅器における金属組織と非破

壊分析

製作
小田木治太郎、塔拉、李彪、廣川守、菊地大樹、李少
兵、索秀芬

飯塚義之、内田純子、廣川守、三船温尚

古代鉛銅器

の鋳造技術：殷墟刀斧葬出土銅器製作技法に

中国北方青銅器文化の金製品の

関する一考察

製作技術
胡鋼、張夏、劉百舸、王麗華

（李雅玲）

徐樓村出土紅銅紋飾透

鑲青銅器製作工藝羅輯分析
劉

煜

漢代銅器製作技術概述

清水康二、宇野隆志、菅谷文則、豊岡卓之
用による鋳鏡技術
三船温尚、廣川守

13

鏡笵再利

東京国立博物館蔵山字文鏡の 3D

スキャンデータで見る羽状地文の鋳造痕跡

中國哲學的當代論爭：以氣論與身體為中心國際
學術研討會
臺北 •2017.9.7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石谷慎

山字紋鏡の連作と流通

村越稔

三角縁神獣鏡鋸歯文について―製作精度の

司馬黛蘭

分析

趙南浩

張載之氣學與修養功夫論

青铜器上的 S 形紋及相關問题

楊儒賓

理學第三系說―從先天氣學著眼

林月惠

理學的第三系？氣學的商榷

袁豔玲

廣 川 守、 樋 口 陽 介、 八 木 孝 弘、 新 郷 英 弘、 丹 羽 崇
史

東周時代の鐘の中子製作技法

丹羽崇史、三船温尚、石谷慎

中嶋隆藏 「生活禪」の首唱者淨慧法師の「心經禪解」
に窺われる修道論―その気論や身体観とも

天理参考館所蔵「鋳客」

関わって

炉の施紋技法の研究
車順喆

Iron Casting Remains of the Three States

王慶節

菊地望、若林邦彥

陳立勝

中國先秦時期鑄造遺址的空間佈局

梁宏剛

從二里頭遗址出土冶鑄遗物特徵看中國中原地

良知之為「造化的精靈」：王陽明思想中的
「氣」的面向

銅鐸の補鋳技術に関する一試論

常懷穎

Body, Intimateness and the Ground of Confucian
Ethics

Period- Sinheung-ri, Hamchang-eup, Sangju-si,
Gyeongsangbuk-do, South Korea

Qi and the Body in Early Texts

姜丹丹

氣化與共生：從莊子到王夫之的氣論與身體觀
（鄭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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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7 年臺灣原住民族兒童文學研討會：族語文
字化與原住民族兒童文學的多元意識

曾秀萍

不含蓄的美學與政治：臺語女同志電影的情欲
再現與性別政治

陳佩甄

共產黨與同性戀：戰後初期臺韓社會中的他者
們

臺東 •2017.9.8
臺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兒童

劉靈均 《世紀末少年愛讀本》材源考：編輯家、小說
家、翻譯家吳繼文與須永朝彥

文學研究所主辦
《烏瑪斯―森林小英雄》：傳承布農族文化

紀大偉

知識論的焦慮―後現代小說的身心健全主義

和語言的兒童音樂劇

解昆樺

陳克華詩集中詩畫互文文本的身體詩學修辭

江瑞瑤

泰雅古調研究：傳統與現代

梁慕靈

論解嚴後江文瑜詩作中女性意識的轉變

許家真

兒童文學中的傳說改寫與傳統農業文化的融

史書美

世界中的臺灣女性主義：從關係比較學的方法

鄭恆雄

論出發

攝：以布農族乜寇 ‧ 索克魯曼作品《伊布奶
奶的神奇豆子》為例

孫松榮

他人之顏：臺灣無名身體的解嚴自畫像

林柔孜

「小島上的貓頭鷹」繪本觀看美學

王君琦

再思自拍做為培力的方法：以花蓮新移民姊妹

林偉雄

原住民兒童文學中的動物的象徵性、擬人性、
原始性―以排灣族神話故事、童話故事、現

影像工作坊為例
黃儀冠

的身分流動與離散敘事

代創作故事為討論範圍
蔡明原

女性書寫與傳記電影―聶華苓《三生三世》

1950、60 年 代 臺 灣 兒 童 讀 物 中 的 原 住 民 形

林芳玫

夢中之夢：《西夏旅館》、滅種焦慮與厭女症

象―以黃得時與瞿述祖的作品為研究對象

朱惠足

無所／不在的歷史重／演：楊德昌《牯嶺街少
年殺人事件》

（臺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黃菊芳

性別無意識：客家文學中的他者話語與女性形
象建構

15

張二文

從六堆客家鸞堂鸞書中探討客家婦女的形塑

第十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性別 ‧（後）
解嚴？―台灣文學 ‧ 語言 ‧ 文化與性別政治

董恕明

文學的原色―以阿女烏及其後的原住民漢語

臺北 •2017.9.8-9

陳芷凡

女性書寫為例
論述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主辦
邱貴芬

災難與文化重構：原住民族的風災紀錄與身分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臺灣文學 ‧ 世界文學 ‧ 性別政治：李昂的世
界文學之旅

黃美娥

戰後臺灣通俗小說史的再考掘―吳漫沙年代

16

的女性書寫
劉亮雅

重新銜接臺灣戰前與戰後：郭強生《惑鄉之人》
中的臺灣歷史想像

王鈺婷

臺灣女性文學傳統之傳承與轉化：論臺港《純
文學》林海音主編「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
欄及其發表作品之意義

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國際學術研討
會
臺北 •2017.9.13-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波多野澄雄

戦争期を中心に

姜學豪

將「同志」酷兒化：21 世紀的華語語系重建

許維賢

同志潛影、中國性與冷戰：以早期華語語系明

劉傑、黃斌

星白雲為例

姜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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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歴史共同研究の成果と課題―日中
日中関係史のなかの「汪兆銘研究」

宣傳與歷史―抗戰史記錄的病理

會 議 報 導

張連紅

國民政府戰後調查與法庭審理：南京大屠殺遇

張曉剛

力的影響―以機車、船舶及重化工業為中心

難人數的定讞
臧運祜

1930 年代中期的中日親善問題

黃自進、鄭成

李惠蘭

松浦正孝

變為中心

黃道炫

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中共根據地生存

七 七 事 變 後 宋 哲 元 及 其 29 軍 的 35 天 ―

賴小剛

激情、目標、制度、政策與機遇：抗日戰爭期

不可忽視的北戰線―湯恩伯與平綏路東段作

間中共在山東的成功原因
吳啟訥

李君山

冀察政務委員會與平津在地勢力（1935-1937）

森久男

蒋介石の平綏路東段抗戦における作戦指導の

傅琪貽

從臺灣原住民的「祖靈觀」談高砂義勇隊的「戰
死」解釋

特質

林滿紅

臺灣人的對外移民與投資，1940 至 1945

軍事委員會的戰爭情報及其組織―以徐州會

李盈慧

戰爭中的人民：太平洋戰爭中新加坡、馬來亞
的族群關係及其對戰後局勢的影響

戰為中心
洪小夏

抗戰時期中共軍事發展與國共軍事關係之研究

王文隆

抗戰期間中泰軍事上的衝突與秘密往來

朱浤源、蕭明禮、楊力明、林天順 從國際政治重建中國

戸部良一

虛實之間：日美交涉（1941 年）與中國輿論界

日中戦争初期（1937 年 7 月 7 日～ 9 月 2 日）
における近衛内閣の対応

岩谷將

日中戦争勃発過程の再検証―盧溝橋事件か
ら第二次上海事変を中心に

遠征軍仁安羌之役（1942）實況
潘光哲

蒼茫亞洲，誰主沈浮？―抗戰期間中日在地
緣政治與族群政治資源上的競逐

戰

蘇聖雄

満洲事変後の総合開発プロジェクトと戦後
日本

中日戰爭擴大過程之探討：以蘆溝橋事

1937.7.7 至 1937.8.10
王立本

日本在大連的殖民工業體系建立對提升日軍戰

浅野豊美

日本国内政治と対外強硬世論―日中戦争
のエスカレーションをめぐる政治経済史

的觀察與回應
中華民國琉球政策之形成：從九一八事變後蔣

光田剛

汪精衛の民主主義観と対日協力

介石之「失地意識」説起

王奇生

閻錫山與中共（1935-1945）

段瑞聰

1948 年張群訪日之分析

汪正晟

從抗戰浙江政工隊看青年政治底蘊及兩難

鹿錫俊

蔣介石和中國戰時對德政策的四個節點

服部聡

日中戦争と国際連盟―プロパガンダ戦の限

林泉忠

（1938-1940）
（林秀娟）

界
麻田雅文

蒋介石の書簡外交、一九三七～四一年―

17

スターリンとの往復書簡を中心に
田嶋信雄

重慶国民政府、汪精衛「政権」とナチス・
ドイツ、1941-1945 年

陳慈玉

塚瀬進
加藤聖文

百年樹人的迷思：終戰前中國東北的教育與日

臺北 •2017.9.14-1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本

所合辦

満洲国統治における時期別の特徴

徐浙寧

中戦争と関東軍―対ソ軍事バランスの崩
壊

關 權

變遷中的青年發展與華人家庭樣貌學術研討會

20 世紀 30 年代東北的工業―基於《滿洲國
工廠統計》的分析

青年一代的婚戀價值觀：開放 vs. 傳統？

吳明燁、林素雯

三人愛情行不行？臺灣新世代的愛情

關係
蕭綱玉、 葉光輝、吳志文

親密關係衝突中的建設性轉

化歷程：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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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慧

多元樣貌之幽默與夫妻關係

裘曉蘭

現實資本與期望薪資：滬臺大學生的比較研究

曾燕波

上海青年失業現況及就業質量的調查

詹盛如

變遷青年人生涯機會：跨世代流動觀點

鄭雁馨

臺灣婚姻年齡配對趨勢的變遷：1976-2015

石易平

從貝多芬到 ABC：臺灣家庭之國際化教養與文

中的社會關係
李姿瑩

夫人
林正珍

成為馬來西亞人（一）：新山華人移民社會的
整合與變遷

林幸慧

21 世紀大陸新編戲曲中的臺灣人形象―從高
甲戲《大稻埕》說起

化資本代間傳承
楊菊華

中國民俗學福建時期的信仰研究：媽祖與臨水

「性别―母職雙重賦稅」與勞動力市場參與

林登順

臺南歸仁區玄天上帝大戰童子軍建廟傳說述論

的性别差異

林德順

離散神祇：吉隆坡威鎮宮研究

邱彩韻

大馬閩籍華人村鎮調查―以文林望重組村為

王盈婷、蔡明璋

Changes in Family Composition and the

例

Wellbeing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Men and
Women in Taiwan
林如萍、余佳玟、林瑋芳、 黃秋華、王俊豪 返鄉之路：
青年返鄉從農的代間傳承與創新
王

芳

海外遊歷對上海青年價值觀的影響

華

樺

上海 80、90 後職業青年互聯網使用狀況

包蕾萍、邱天敏

非典型後現代主義―滬臺大學生偶

像崇拜的比較分析
（司黛蕊）

柯榮三

有關閩南稀見通俗小說《臺灣外誌》的認識

范蘭鶯

越南西南部區域福建人定置網捕魚方式之研究

涂志偉

開臺進士鄭用錫祖籍地探源

區志堅

「旅港」的角色有利推動僑務：以旅港福建商
會為例

張婧雅

閩南名儒林弼出使安南紀行詩的文學書寫

陳支平

金門魯王墓及魯王後宮考正

陳志平

弘揚開漳聖王文化，構建閩臺交流橋樑―以
漳浦縣為例

18

陳家煌

金門詩人林樹梅詩文中的臺灣風物書寫

陳慶元

論蔡復一與曹學佺的交誼―兼及文人交遊研
究的若干問題

2017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南、金門、漳州 •2017.9.21-23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
丁荷生

陳耀威

爪哇唐人鎮深宅大院―拉森閩南民居初探

湯漳平

關於閩臺多元文化形成之研究

黃文車

巡狩南洋的王爺：新加坡王府大人信仰文化初

從漳州碑銘看南洋，從新加坡的墓碑看故鄉：
移民東南亞的個人與團體跟故鄉祖廟祠堂的聯
繫

探
黃聖松、黃茱珺
董群廉

金門人口外移因素的探討（1522-1949）

裴光雄

越南北部區域閩南民間信仰發展與變化之研究

劉

番銀與清代臺灣社會

鄭振滿

閩南祠廟碑銘中的國際網絡

王三慶

閩南之光：《正德戲文》及其敘事本末

王琛發

19 世紀檳城閩南社群的神農信仰：從集體祖神

劉國棋、薛素惠

到海疆守護神的建構與結果

鄭

江柏煒

金門的宗祠建築及其祭祖儀式：兼論文化遺產
價值論述
臺灣青年語言能力、母語認同情況調查報告

李志鑫

淺析漳浦文物與臺灣的「根緣」

58

家族、婚姻與道學：《仙溪志 ‧ 人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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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榕

金門傳統紅粿之探討

從鄉貫書寫看明代衛所的行政化―基於閩南
衛所的考察

鄭莉、邵文琪 《江聲報》廣告與廈門地方社會（1945-

吳曉芳

李宗翰、鄭莉

金門籤詩籤解閩南語用詞探析

36：4（總 144 期）民國 106 年 11 月

1949）
顏泳和、陳耕

峇峇娘惹文化研究的思考
（史欣儀）

會 議 報 導

19
總統直選與民主臺灣學術研討會

曾品滄

美國可樂的輸入與戰後臺灣消費文化的發展

蔡承豪

風土、技術與口味：臺灣糖漬食品加工（17 世
紀～ 1945 年）

臺北 •2017.9.23-24
台灣研究基金會主辦，國家圖書館合辦
邱義仁

從我國六次總統副總統直選談國民兩黨選舉策

美味詐欺：從「味の素」偽造風潮看日治臺灣
的調味料消費史

1996 年後歷次總統選舉與政黨競爭（包括政策
與方法）

詹春柏

蔣竹山

姜修憲

晚清民國閩江流域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與變遷

陳玉箴

環境、移民、軍需：「島嶼型食生活」與戰後
澎湖的飲食變遷

略的變與不變
張俊雄

三次政權和平移轉的實踐與檢討

曾永權

三次政權和平移轉的實踐與檢討

劉義周

總統選舉中的重要民意：1996-2016

游盈隆

實現與未實現的政治願景―六次總統選舉與

Michelle T. King

Fu Pei-me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Women’s Social Roles in Modern Taiwan
藍適齊、金想容

百年來臺灣香蕉在日本的形象與價值

的轉變

臺灣民意變遷

余舜德

「清香」風味與臺灣部分發酵茶產業的發展

江宜樺

府院權力關係的理論與實況

郭忠豪

薄如蟬翼：明清廣東的魚鱠環境與消費文化

許信良

臺灣採行雙首長制的爭辯與實踐

張展鴻

流浮山：香港牡蠣養殖和社會恢復力的探討

吳玉山

總統直選與半總統制憲政運作

劉士永

戰後初期（1945-1950 年代）的營養學溯源初

蘇

起

總統直選制度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陳忠信

總統直選制度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朱雲漢

反思臺灣民主發展的困境：從特殊性到普遍性

探
李丞浚

Building People’s Nutrition: Nutrition Science and
Food Politics in 1950s-China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分析
黃煌雄

從民主價值與戰略思維談總統直選在臺灣
（國家圖書館）

21

2017 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

宜蘭 •2017.10.6-7

第二屆臺灣產業發展與社會變遷：近代臺灣的農
業生產與食物消費國際學術研討會

「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中的中介人物」計畫、韓

臺北 •2017.9.28-29

國東國大學中語中文學系、臺灣古籍保護學會主辦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中嶋隆藏

日本近現代の文学と中国古典

史前臺灣西南部海岸食用貝類的生產、消費與

朴永煥

民國時期中佛教界對韓國佛教的認知

文化變遷

勞悅強

從獅子吼到天籟―中國佛教中的聲音

鄭維中

烏魚、土魠與虱目魚：近代早期的臺灣漁產

阮蘇蘭

中國佛教靈應傳在越南的傳播與改變：以《張

呂紹理

日治時期臺灣的品種改良與農業增產

李力庸

從試驗到推廣：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的體制與功

李匡悌

隱傳》戲劇節目為例
金相日

梅兩位禪師的詩為中心

能
藤原辰史
林玉茹

さつまいもの近代史
進口導向：19 世紀臺灣海產的生產與消費

朝鮮中期楞伽山出身禪師的詩考證以暎虛、青

張

勇

黃仁奎

北宋禪林韓愈形象的文化意義
高麗後期佛教界與中日佛教的交流

漢學研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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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報 導

李

燕

蘇軾和李奎報的佛教詩受《維摩經》影響的比

吳叡人

在世界知識地圖上的臺灣思想
（臺灣文學學會）

較研究
陳煒舜

興亡閱盡垂老，我亦新華夢裡人︰袁克權、張
伯駒詩詞中的袁家往事

23

高嘉謙

風雅、風景、記憶：論黃濬的詩詞世界

金華珍

通過晚清海外遊記看中國的「自我」認知與「他

2017 儒學與語文學術研討會

者」理解

臺北 •2017.10.20

林以衡

「武士道」精神於殖民地臺灣的引介與重構：
以小說為例的考察

芳村弘道

鈔本《歳時雜詠》初探

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
術學院儒學中心、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
難波博孝

現在進行式的日本教育改革──著重國語教
育方面

林桂如

江戶時期大坂書肆所刊中國俗語辭書

鮑廣東

馬國翰《玉函山房藏書簿錄 ‧ 集編》管窺

何永清

論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修辭觀

張寶三

岡元鳳《毛詩品物圖考》引書考論

張淑萍

漢語詞綴與輕聲的歷史考察

藍弘岳

漢文圈思想史中的徂徠學：徂徠的經學方法與

陳宣諭

維摩意象探源

其在清朝中國的接受

楊文惠

李白詩中的「絕域」書寫：想像的遺世絕境

近代日本「經學史」研究之展開及其對中國學

黃培青

明代詩學視野中的孟郊接受

黃麗頻

從漢魏六朝的絕交現象論儒學的群己關係

沈惠如

喧囂與虛無──世紀末文學現象案例分析

邱珮萱

凝視翻轉：夏曼藍波安重構島嶼符碼的生命書

金培懿

界之影響
町泉壽郎

日本漢学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特徴―主に
医学史の視点から

陳威瑨

琉球儒者蔡溫儒學歸屬再探

黃庭頎

日本漢學家白川靜的金文研究及其影響

范德望

中國古典文學經由五山文學對俳句文學的影
響：以芭蕉的風格為中心

萩原正樹
張瑋儀

《和晏叔原小山樂府》小考

寫
郭晉銓

論宋曹《書法約言》中的「法」與「神」

吳肇嘉

莊子「即內聖即外王」的實踐型態

李蕙如

陳淳〈師友淵源〉道統觀研究

游騰達

朱陸之通郵―論唐君毅對陽明之學的詮釋與
定位

論蘇黃逆境順處之文學治療

（臺北市立大學）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22
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文學家論壇
臺北 •2017.10.15

24

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 2017：解析蘇聯文明：
臺灣―俄羅斯相互想像與真實
臺北 •2017.10.20

臺灣文學學會主辦

政治大學圖書館、斯拉夫語文學系、俄羅斯研究中

廖振富

櫟社與臺灣文化協會

心主辦

林瑞明

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的文化運動

傅樂吉（Sergey Vradiy） 臺俄關係的歷史文化要素

黃惠禎

楊逵與 1927 年後的新文協

M. A. Litovskaya 蘇聯政治漫畫映現的臺灣：以《鱷魚》

陳芳明

在文學、歷史與政治的交叉口

陳萬益

語文教育和臺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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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為例
賴盈銓、D. Demidov 「解凍時期」話語鏡照下的「自

會 議 報 導

由俄羅斯」與「自由中國」：以《播種》雜誌

袁

浩

內蒙古五原縣十大股耶穌家庭的變遷史（19331990 年代）

為例
洪美蘭

蘇聯農業社會主義化之現代啟示

李惠珠

當「瓦罐」碰到「鐵罐」―從葉賽寧的視角

徐頌讚

唱新歌與宗教動員：迦南詩歌與家庭教會宣教
團隊的演變

看蘇聯文明肇始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政治大學圖書館）

25

第 4 屆中國基督教之本土與全球發展學術研討會
臺北 •2017.10.20-21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主辦

26

2017 臺灣王爺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南 •2017.10.21-22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主辦，臺灣淡南民俗文化研究會
承辦
謝國興

任東升

聖經新譯與教會發展

曾慶豹

紅軍長征隊伍中的傳教士

謝仁壽、周復初

倪柝聲的基督觀概述―兼論基督徒

聚會處的神學處境化

媽祖婆／王船醮／交陪境：茄萣地區的王醮與
社會動員

林培雅

臺南安平採船傳說研究

洪瑩發

臺灣、東南亞與中國王爺信仰與儀式

艾茉莉（Fiorella Allio） Tai-thian-sun-siu’（代天巡狩）

劉遠城

召會的神學核心論點之演變

Processional Figure and Ritual Pattern. Ong-ia（王

陳小雯

儒家與聖經關於罪性的探討與對治

爺）Beliefs in the Light of Southern Taiwan’s

王惠姬

效法迦勒：以真耶穌教會高大齡的信仰及事功

Processions

為例

野村伸一

臺灣鹿港王爺的祭儀考察

「真耶穌教會在臺灣宣道理念與策略」―以

山田明廣

臺灣地區王醮科儀文檢的探討

日治時代〈臺灣傳道記〉（1926 年）為例

裴光雄

越南王爺信仰文化

葉先秦

民國時期真耶穌教會的國族主義本色化論述

王琛發

南洋王爺信仰的國際性、歷史感與在地化―

黃葳葳

從基督宗教觀尋找當代資訊社會的兒少價值

張世忠

大學生知覺演化論與基督教信仰之關係

范俊銘

重新構成或維持界限：以舊約猶太人歸回現象

陳宏模

張證豪

以新、馬、緬、越為主例的比較
黃名宏、李國殿、陳進成

資產西港刈香／南鯤鯓進香期／東港迎王

為探討

王嵩山

臺灣民間信仰文化保存政策

地方召會在異文化地區的宣教與運作―以荷

蘇慶華

馬六甲王船巡遊的譜系―兼談「送船歌」與

蘭的地方召會為例
薛媛元

去「教」存「性」―新文化運動後民國現代

「桄東」許榮科其人
呂世聰

曾 黎
朱建忠

從銘刻與報章文獻追溯馬六甲王爺信仰―以
清華宮 1850 年造僊鵃為例

詩人的基督信仰特色
胡其瑞

臺灣王爺信仰文化國家文化

本色化運動下西南少數民族教會的靈恩運動

吳碧惠

「送」的意象―臺灣「糊紙王船」的工藝

（1920-1960）

謝宗榮

臺灣王爺信仰中的民俗藝術

中緬邊境的基督教宣教活動與社會事業（1880-

李豐楙

詮釋代巡：王府內外儀式的文資問題

1950）

王李子峰、陳燕輝、楊賢志

從溫州視角看家庭教會的產生淵源、名稱定義

王爺信仰文化儀式與保存

策略經驗交流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及信仰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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