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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 20：3（2001.8） 頁107-108

6.小 說
中國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 17：4（1998.11） 頁475
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001.5） 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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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歷史小說與戲劇的對話研討會 20：1（2001.2） 頁97-98
國際第二屆聊齋學討論會 20：2（2001.5） 頁121-122
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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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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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北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上的相互滲透研討會 11：4（1992.12） 頁325
中國雲南少數民族的文化與近代化國際研討會 11：3（1992.9） 頁224-225
中國與猶太人研討會 10：3（1991.9） 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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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在中國研討會 11：2（1992.6） 頁135-136
華族對美國的貢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001.5） 頁108-109
瑤族研究國際研討會 第一屆 5：3（1986.9） 頁134-135
臺閩民族誌調查研究討論會 12：3（1993.9） 頁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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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ジア近代化過程と民族的契機國際研討會 14：2（1995.6） 頁100

2.人類學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Ⅱ（二次大戰後東南華人的改變與認同） 4：3
（1985.9） 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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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前半葉人文社會學術研討會 20：1（2001.2） 頁102-103
人類學之臺灣鄉村研究研討會 7：4（1988.12） 頁258
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學術研討會 8：4（1989.12） 頁251
人類學與博物館國際學術研討會 12：1（1993.6） 頁27-28
中國北方農民文化國際研討會 13：2（1994.6） 頁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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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研究國際研討會 8：1（1989.3） 頁31
海外華人國際研討會 10：1（1991.3） 頁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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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66
國際亞洲及北非人文科學會議

第三十一屆

2：3（1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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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986.12）

頁192
國際近代日本華僑華人學術研究發表會 10：3（1991.9） 頁228
國際近代日本華僑學術研究會 8：1（1989.3） 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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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人類學研討會 10：3（1991.9） 頁225

3.家族、族譜
House Home Family: Living and Being Chinese（家庭：中國人生活型態） 20：2（2001.5） 頁125
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 15：4（1996.11） 頁357
中國近世家族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11：1（1992.3） 頁27
中國族譜學術研討會 1：4（1982.10） 頁169
中國歷史上的家庭與家族研討會 2：2（1983.4） 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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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21；第四屆 6：4（1987.12） 頁200-201；第五屆 9：1（1990.3） 頁7；第六屆 10：4（1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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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俗文化研討會 17：4（1998.11） 頁466
家人關係及其心理歷程：第五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技學術研討會 20：1（2001.2） 頁106-108
家庭形成與解組國際研討會 11：2（1992.6） 頁134
家族史與系譜座談會 9：1（1990.3） 頁19-20
家族與臺灣地方發展研討會 14：4（1995.12） 頁267
家譜特展暨族譜系列演講 8：2（1989.6） 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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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研習會：中國家族與社會 12：3（1993.9） 頁190-191
國際客家學研討會 11：4（1992.12） 頁325-326；第二屆 14：2（1995.6） 頁94
族群關係與區域發展研討會 8：3（1989.9） 頁176
族譜的編纂：挑戰與突破研討會 19：4（2000.11） 頁636

4.婦 女
21 世紀華裔婦女國際研討會 20：2（2001.5） 頁127
女性知識份子與臺灣發展學術研討會 6：1（1987.3） 頁25
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 18：3（1999.8） 頁307-308
中國兩性觀點研討會 11：1（1992.3） 頁43
亞洲婦女研究研討會 6：1（1987.3） 頁29
近代中國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國際會議的召開及其意義 張斐怡 20：4（2001.11） 頁53-58
研究中國婦女問題的新方向（1000-1800） 16：1（1997.2） 頁23-24
華裔婦女國際研討會 21 世紀 20：2（2001.5） 頁127

（二）政治學

1.政治學總論
二十世紀中國之再詮釋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einterpreting"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Perspectives） 20：3（2001.8） 頁117-119
三民主義之影響學術研討會 7：1（1988.3） 頁18
中山思想與中國前途國際研討會紀要 鄭竹園 10：3（1991.9） 頁213-214
中國：國家與社會研討會第 二十四屆 12：2（1993.4） 頁114-115；二十五屆 13：2（1994.6） 頁80-81
中國之聲討論會 8：4（1989.12） 頁263
中國及其前景研討會 10：1（1991.3） 頁40-41
中國的在野黨學術研討會 二十世紀 9：2（1990.6） 頁95；9：4（1990.12） 頁275
中國的重建研討會 11：3（1992.9） 頁226
中國社會與國家研討會

第十六屆

14：2（1995.6）

頁99-100；第二十七屆

15：3（1996.8）

頁247-

248；第二十八屆 17：3（1998.8） 頁327-328；第三十屆 19：4（2000.11） 頁625-626；第三十一屆
20：1（2001.2） 頁118-119
中國近六十年來之憂患與建設會議 5：4（1986.12） 頁183-184
中國近世家族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11：1（1992.3） 頁27
中國近代政治與宗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6：1（1987.3） 頁25
中國政治宗教與文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13：4（1994.12） 頁210-211
中國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 10：1（1991.3） 頁36
中國家庭及政治作用研討會 10：2（1991.6） 頁125
中國與世界：歷史、現代與前途國際學術會議 12：1（1993.6） 頁22-23
中國與革命研討會 8：3（1989.9） 頁185
廿世紀中國民主運動史研討會 7：3（1988.9） 頁177-178
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四○∼六○年代主題計畫第二次研討會─國家政策與通俗文化
頁161-162

16：2（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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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國建會1989 9：1（1990.3） 頁8-9
迎接挑戰開創新政研討會 7：3（1988.9） 頁171
青年軍史研討會 5：3（1986.9） 頁134
孫中山先生與中國改造學術討論會 20：2（2001.5） 頁112-113
孫中山先生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會議 4：4（1985.12） 頁212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驗研討會 5：4（1986.12） 頁187
國父建黨革命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 14：3（1995.9） 頁175-176
清朝的統治行政機構與檔案研究研討會 10：4（1991.12） 頁333
現代華人地區發展經驗與中國前途研討會紀實 吳恂恂 7：1（1988.3） 頁13-15
殖民意識研討會 6：1（1987.3） 頁29
過去十年中美關係之檢討與展望研討會 9：1（1990.3） 頁10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第三屆 20：2（2001.5） 頁117-118

2.國際關係
九十年代韓中日政治變局與經濟成長之展望國際研討會 9：3（1990.9） 頁185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 19：2（2000.5） 頁267-268
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 第十三屆 5：2（1986.6） 頁76；第十五屆 7：2（1988.6） 頁75；第十六屆
8：2（1989.6） 頁110；第十七屆 9：2（1990.6） 頁91-92；第十八屆 10：2（1991.6） 頁120
中日韓越傳統中社會與政府關係研討會 10：3（1991.9） 頁234-235
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8：3（1989.9） 頁178-179；第二屆 11：3（1992.9） 頁219
中美「當代中國」研討會 第二十屆 10：3（1991.9） 頁224-225；第二十七屆 17：4（1998.11） 頁476
中美大陸會議 第十八屆 8：3（1989.9） 頁184-185
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 9：3（1990.9） 頁180-181；第十五屆 5：3（1986.9） 頁134；6：3（1987.9）
頁156-157；第十七屆 7：3（1988.9） 頁173-74
中美歐「當代中國」研討會 11：3（1992.9） 頁221-222
中美關係研討會：白皮書至臺灣關係法 2：4（1983.10） 頁223
中美關係研討會1940年代 2：2（1983.4） 頁99
中美關係講論會 7：2（1988.6） 頁81-82
中國：中間的帝國研討會 12：3（1993.9） 頁190
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議 12：4（1993.12） 頁253
中國與東北亞關係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60
中國與蘇聯面對改革的社會研討會 8：3（1989.9） 頁186
中韓關係史討論會 1：1（1982.1） 頁10-11
中韓關係國際學術會議 8：3（1989.9） 頁182-183
北美與亞太地區關係綜合研討會1990年代 9：3（1990.9） 頁187-188
亞太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 10：3（1991.9） 頁227-228
東アジアの傳統都市國際研討會 20：2（2001.5） 頁109-110
東亞：前路國際研討會 9：2（1990.6） 頁96
東亞之發展與民主政治研討會 7：3（1988.9） 頁179
東亞之戰爭重建與創新討論會 10：2（1991.6） 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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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 9：3（1990.9） 頁182；第二屆 12：1（1993.6） 頁30-31；第三屆 14：2
（1995.6） 頁98-99
近現代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4：3（1985.9） 頁169
國際政治中的中華民國臺灣 16：1（1997.2） 頁25
臺灣關係法與中美關係研討會 7：2（1988.6） 頁75
德中關係國際研討會 第三屆 13：4（1994.12） 頁212-213
濱太平洋國家公共事務會議 7：1（1988.3） 頁23
蘇聯「中國：國家與社會」1991年年會 李福清 10：2（1991.6） 頁112-114

3.兩岸關係
九十年代之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11：3（1992.9） 頁225
大陸民主運動與中國前途研討會 9：1（1990.3） 頁10
中共革命的新透視研討會 9：1（1990.3） 頁20
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 8：3（1989.9） 頁177-178
中國問題研討會

第一屆

6：4（1987.12）

頁207；第二屆

8：2（1989.6）

頁110；第三屆

9：1

（1990.3） 頁19；9：3（1990.9） 頁188
中國問題國際研討會 第三屆 9：2（1990.6） 頁94
中國統一研討會 11：2（1992.6） 頁137
中華民國民主化研討會 8：1（1989.3） 頁31
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 10：3（1991.9） 頁218-219
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 17：4（1998.11） 頁477
香港：殖民地統治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 16：1（1997.2） 頁22-23
香港問題國際研討會 5：2（1986.6） 頁76
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現狀及其展望國際研討會 10：1（1991.3） 頁38
尋找統一中國研討會 15：3（1996.8） 頁245
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香港1997研討會 12：1（1993.6） 頁23-24
臺港關係展望研討會 11：3（1992.9） 頁222
臺灣的前途研討會 9：1（1990.3） 頁11
臺灣政局的發展：變數、課題、抉擇國際學術研討會 10：3（1991.9） 頁233
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史討論會 20：1（2001.2） 頁94
戰時報導：1940 年代的中國 2：1（1983.1） 頁34

（三）社會經濟

1.社會學總論
Economic Reform, Social Conflict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China（經濟改革、社會衝突、公民認同） 18：3
（1999.8） 頁299-300
中國十九世紀醫學研討會 17：4（1998.11） 頁474
中國文化與中國醫學國際會議 13：2（1994.6） 頁78-79
中國文化與心理衛生討論會 1：2（1982.4） 頁54-55
中國的財富與勞力：邁向現在發展的捷徑國際研討會 19：2（2000.5） 頁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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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中之美援研討會 5：3（1986.9） 頁135
中國現代化研討會 9：4（1990.12） 頁266-267；10：3（1991.9） 頁219
中國現代化研討會（1860-1949） 9：2（1990.6） 頁90
中國都市構造與社會變化國際學術會議 20：2（2001.5） 頁113-114
中產階級與東亞發展研討會 9：3（1990.9） 頁180
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 3：3（1984.7） 頁164；3：4（1984.10） 頁228
求索一個美好的中華 計劃、措施、前瞻國際研討會 14：1（1995.3） 頁32
東方文化與現代企管國際研討會 12：1（1993.6） 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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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社會研究國際研討會 10：1（1991.3） 頁39
急遽變遷社會的計畫與發展國際會議 第三屆 8：3（1989.9） 頁184
香港：殖民地統治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 16：1（1997.2） 頁22-23
疾病的歷史研討會 19：4（2000.11） 頁629-630
商人與地方文化研討會 13：4（1994.12） 頁216-217
現代中國 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交流研討會 20：2（2001.5） 頁115
現代中國之文化資源、企業與社會研討會 19：1（2000.2） 頁61-62
現代中國傳統醫學研討會 8：1（1989.3） 頁41
華人社會之社會指標研究研討會 10：1（1991.3） 頁38
華人社會社會指標研究研討會 第四屆 20：1（2001.2） 頁110
華人社會階層研究研討會 第二屆 19：1（2000.2） 頁62
華人社會傳播權研討會 11：3（1992.9） 頁226
臺灣：新興工業化社會研討會 6：4（1987.12） 頁199-200
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 6：3（1987.9） 頁151
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紀實 瞿海源 6：4（1987.12） 頁192-195
臺灣社會現象學術研討會 7：3（1988.9） 頁172；7：4（1988.12） 頁254
臺灣發展經驗會議 8：2（1989.6） 頁111
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研討會 7：2（1988.6） 頁74
邁向廿一世紀的海外華人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9：4（1990.12） 頁272-273
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 17：1（1998.2） 頁25-26

2.科技、交通
十五至十八世紀亞洲海上貿易研討會 9：1（1990.3） 頁21
中國科技史研討會 5：4（1986.12） 頁179
中國科學史國際研討會 第六屆 9：4（1990.12） 頁282-283
中國科學史國際會議 第四屆 5：1（1986.3） 頁21；6：4（1987.12） 頁203-204
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 梁其姿 3：3（1984.7） 頁160-161
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 5：3（1986.9） 頁133
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紀略 張炎憲、張彬村 第三屆 7：3（1988.9） 頁158-160
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

第四屆

9：3（1990.9）

頁178；第五屆

11：2（1992.6）

頁128-129；第六屆

14：3（1995.9） 頁177；第七屆 16：3（1997.8） 頁278；第八屆 19：2（2000.5） 頁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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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關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三次 14：4（1995.12） 頁264-265
世界華人科學史學術研討會 20：2（2001.5） 頁118-119
宋、元時期的泉州海外貿易國際會議 17：3（1998.8） 頁317
東印度公司和海運研討會 6：3（1987.9） 頁160
近代中國科技史國際研討會 9：4（1990.12） 頁268
科技整合研討會 1984年 3：2（1984.4） 頁104
科學史研討會

第一屆

5：4（1986.12）

頁179；第一屆

6：1（1987.3）

頁25-26；第二屆

8：2

（1989.6） 頁106
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 6：4（1987.12） 頁208；7：4（1988.12） 頁258-263
開拓中國海洋發展史研究的新領域─「第八屆中國海洋發展史學術研討會」述評 劉序楓 19：3（2000.8）
頁408-415
慶祝輔仁大學創校七十週年系列活動：七十年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輔仁大學為中心學術
研討會 18：4（1999.11） 頁449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研討會 18：3（1999.8） 頁301-302

3.經濟貿易
中美經貿研討會 7：3（1988.9） 頁178-179
中美經濟政治關係研討會 7：1（1988.3） 頁22-23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比較透視研討會 6：2（1987.6） 頁92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紀要 第二屆 盧建榮 1：4（1982.10） 頁166-167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 第三屆 4：1（1985.1） 頁40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 第四屆 黃俊傑、郭維生、任長正 5：3（1986.9） 頁133
中國社會經濟史暑期研討會 1：4（1982.10） 頁167
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 8：1（1989.3） 頁28-29
中國商業史國際研討會─ 中國商人、商會及商業網絡 第三屆 19：4（2000.11） 頁630-631
中國經濟問題講論會 7：2（1988.6） 頁82
中國經濟轉型問題研討會 10：1（1991.3） 頁42
日本與東亞經濟關係的歷史性回顧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47
光復後臺灣地區發展經驗研討會 9：3（1990.9） 頁180
亞太國家租稅政策與經濟發展研討會 9：1（1990.3） 頁9-10
明至現代社會經濟思想史研討會 2：4（1983.10） 頁221
東亞經濟經驗的敘述學術研討會 20：2（2001.5） 頁113
社會經濟史學會全國大會 7：4（1988.12） 頁257
財政與近代歷史學術研討會 18：2（1999.5） 頁171-172
富裕與安全之獲致：清代各省及其經濟研討會 10：2（1991.6） 頁128
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001.2） 頁91-93
臺灣光復後經濟發展研討會 14：3（1995.9） 頁176-177
臺灣商業交易研討會 8：2（1989.6） 頁111-112
臺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 16：1（1997.2） 頁27-28
臺灣經濟發展政策與成效會議 7：3（1988.9） 頁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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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會議 6：1（1987.3） 頁24-25
臺灣經濟與區域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 9：1（1990.3） 頁12-13
臺灣經濟歷史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 7：3（1988.9） 頁176-177
臺灣經驗研討會 第一屆 11：2（1992.6） 頁129；第二屆 13：1（1994.3） 頁23
儒家精神與東亞經濟發展會議 8：3（1989.9） 頁182

4.土地問題
中國的農業與農村發展歐洲研討會─中國新農村社會的形式 第六屆 19：2（2000.5） 頁265-267
中國農業的集體和自由組織國際研討會 14：2（1995.6） 頁97-98
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研討會 8：4（1989.12） 頁250-251
農民與農業發展研討會 10：3（1991.9） 頁225
臺灣光復後土地改革研討會 13：4（1994.12） 頁211-212
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國際研討會 11：1（1992.3） 頁27-28
歐洲有關中國農業及農村發展會議 第二屆 10：2（1991.6） 頁127-128

（四）教 育
大學人文教育教學研討會 11：3（1992.9） 頁221
中文科課程教材教法研討會 7：3（1988.9） 頁176
中美文教關係研討會 6：4（1987.12） 頁200
中國大陸教育問題研討會 8：4（1989.12） 頁253
中國文學史教學問題研討會 8：1（1989.3） 頁35
中國式管理研討會 6：1（1987.3） 頁27
中國的教育與研究研討會 二十世紀 3：4（1984.10） 頁233
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 2：4（1983.10） 頁219；4：1（1985.1） 頁40
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 8：1（1989.3） 頁32-33；第六屆 20：1（2001.2） 頁114-117
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 第一屆 18：4（1999.11） 頁452-453
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因材施教與學以致用 17：4（1998.11） 頁473-474
香港史教與學研討會 11：4（1992.12） 頁326
高雄縣世居五小族的族語教學語鄉土文化教學討論會 20：2（2001.5） 頁110
參加新加坡「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 湯廷池 9：2（1990.6） 頁82-83
教育哲學學術研討會 19：1（2000.2） 頁62
清代教育與社會研討會 8：3（1989.9） 頁184
現代文學教學研討會 17：4（1998.11） 頁467
華人地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 16：1（1997.2） 頁26
華語社會中的語言學教學研討會 11：1（1992.3） 頁33；11：3（1992.9） 頁225-226
隋唐史教學研討會後記 12：3（1993.9） 頁187-188
傳統中國教育與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 14：2（1995.6） 頁100-101
當代亞洲地區華人社會之教育展望研討會 5：3（1986.9） 頁136-137
當前大陸地區中國古典文學教育與研究學術研討會 10：3（1991.9） 頁223
臺北帝國大學研究研討會 9：3（1990.9） 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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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術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0年 20：1（2001.2） 頁109-110

臺灣哲學教育學術研討會 20：3（2001.8） 頁119-120
德國漢語教學協會現代漢語教學 第六屆年會 9：3（1990.9） 頁188-189
歷史教育研討會 18：3（1999.8） 頁308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 20：1（2001.2） 頁99
聲韻學教學研討會 第二屆 3：1（1984.1） 頁17；第三屆 4：2（1985.6） 頁111
翻譯教學研討會 17：3（1998.8） 頁322-323

（五）文

化
1.文化總論
中日韓文化關係研討會 2：3（1983.7） 頁165
中西文化交流研討會 5：2（1986.6） 頁75
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 2：4（1983.10） 頁216-217
中國文化的檢討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63-464
中國文化研討會 6：2（1987.6） 頁91；第二屆 6：4（1987.12） 頁209
中國文化認同研討會 8：4（1989.12） 頁262
中國文明的研究資源研討會 13：1（1994.3） 頁22-23
中國和西方研討會 7：1（1988.3） 頁23
中國的現代化與文化轉變研討會 8：3（1989.9） 頁186
中國近代文化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 20：3（2001.8） 頁106-107
中國政治宗教與文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13：4（1994.12） 頁210-211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研討會後記 第一屆 林正珍 20：1（2001.2） 頁79-82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 9：1（1990.3） 頁9
中華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新意義 19：4（2000.11） 頁647-648
中韓文化關係研討會 5：3（1986.9） 頁136
中韓文化關係學術研討會 4：3（1985.9） 頁168-169；6：3（1987.9） 頁154；第四屆 7：3（1988.9）
頁174
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整體之重建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52
文化中國：中國人的自解與文化認同研討會 15：3（1996.8） 頁240
文化中國展望：理論與實際學術研討會 12：2（1993.4） 頁115-116
文化中國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 10：2（1991.6） 頁124-125
文化展望：邁向新的國際性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11：3（1992.9） 頁222-223
文化視野與中國文學研究國際研討會 20：4（2001.11） 頁73-75
文化傳統與現代化研討會 6：4（1987.12） 頁202
日本及東亞文化比較及交流國際研討會 5：4（1986.12） 頁183
有關中國變遷國際會議 8：4（1989.12） 頁263
西方文化運用及東西方智識交流學術討論會 10：2（1991.6） 頁126
亞洲展望研討會 第一屆 8：3（1989.9） 頁177
東方文化與現代企管國際研討會 12：1（1993.6） 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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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會議 10：2（1991.6） 頁128
東亞學術國際研討會 第一屆 17：3（1998.8） 頁321
現代中國之文化資源、企業與社會研討會 19：1（2000.2） 頁61-62
現代化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 2：2（1983.4） 頁100；第二屆 4：4（1985.12） 頁211
現代性之挑戰及中國文化之前景國際會議 8：2（1989.6） 頁109
現代性之挑戰與中國文化之前景研討會 8：3（1989.9） 頁183
統治霸權與文化策略─ 從香港到中國研討會 8：4（1989.12） 頁254
斯德哥爾摩「文化詮釋」學術研討會議評述 沈清松 19：3（2000.8） 頁416-420
傳統中國文化與未來文化發展學術研討會 12：3（1993.9） 頁193
新馬華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國際研討會 20：3（2001.8） 頁122-123
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001.2） 頁91-93
臺海兩岸文化思想學術研討會 11：2（1992.6） 頁130

2.歷史文化
Conference on Cultural Value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12-13 世紀中國北方的文化價值）
2：4（1983.10） 頁223
Thinking With Cases: Specialist Knowledg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中國文化） 20：3（2001.8） 頁123
中國•中國文化與世界：歷史•現代與前途國際學術會議
14：2（1995.6）

頁91-93；第六屆

15：3（1996.8）

第四屆

13：1（1994.3）

頁238-240；第七屆

頁18-20；第五屆

16：2（1997.5）

頁159-

161；第八屆 17：3（1998.8） 頁317-318；第九屆 18：1（1999.2） 頁21
中國文化中的規範及其通俗化國際研討會 10：3（1991.9） 頁233-234
中國文化歷史研討會 6：2（1987.6） 頁91
中國文化變遷學術發展討論會 第一屆 10：4（1991.12） 頁330-331
中韓歷史文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9：3（1990.9） 頁178-179
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 8：2（1989.6） 頁107
五四紀念學術講座 8：3（1989.9） 頁183
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 18：3（1999.8） 頁305-306
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教育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46-447
五四與文化更新研討會 8：2（1989.6） 頁109；8：3（1989.9） 頁183
明末以來中西文化交匯研討會 15：3（1996.8） 頁258-259
明清之際中國的轉變與延續研討會 9：3（1990.9） 頁178
明清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18：3（1999.8） 頁306-307
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國際會議 13：3（1994.9） 頁138-139
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國際學術會議：第三屆東亞古玉研究 18：2（1999.5） 頁166-168
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部

20：2

（2001.5） 頁96-107
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廖肇亨 20：4（2001.11） 頁59-62
臺灣經濟歷史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 7：3（1988.9） 頁176-177
臺灣歷史文化研討會─ 性別與文化論文研討 20：1（2001.2） 頁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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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文化
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研討會 20：4（2001.11） 頁93-94
中國文化與中國醫學國際會議 13：2（1994.6） 頁78-79
中國文化與心理衛生討論會 1：2（1982.4） 頁54-55
中國生活禮俗史研習會 11：2（1992.6） 頁128
中國休閒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11：3（1992.9） 頁221
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6：4（1987.12） 頁201；9：2（1990.6） 頁90
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 10：3（1991.9） 頁223；第六屆 13：3（1994.9） 頁149-150；第
七屆 15：3（1996.8） 頁260
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國際研討會紀要 柳立言 9：3（1990.9） 頁155-159
中國家族及其儀式行為研討會 1：3（1982.7） 頁108-109
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8：4（1989.12）

頁253；第二屆

10：3（1991.9）

頁224；第五屆

17：3（1998.8） 頁322
中國儀式的論爭討論會 11：1（1992.3） 頁42
今日中國民俗學國際會議 17：4（1998.11） 頁471
文化差異與電影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 20：3（2001.8） 頁116-117
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四○∼六○年代主題計畫 第二次研討會─ 國家政策與通俗文化 16：2（1997.5）
頁161-162
民主、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講座 8：3（1989.9） 頁183
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側記 13：3（1994.9） 頁133-137
佛教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 13：4（1994.12） 頁215-216
良渚文化研討會 11：2（1992.6） 頁135
亞太科技交流暨海峽兩岸文化保護與防災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紀要

陳木杉、莊興業

19：1（2000.2）

40-46
東西方家庭國際研討會 第一屆 10：1（1991.3） 頁42
東亞古環境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2：2（1983.4） 頁99-100
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1600迄今學術研討會 20：3（2001.8） 頁113
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1600迄今第二階段學術研討會 20：4（2001.11） 頁87
俠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 11：2（1992.6） 頁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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