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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2. 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 120 周年暨第五屆明清史國際

學術討論會

23. 詩人楊牧八秩壽慶國際學術研討會

24. 空間視野與地方知識：空間人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5.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 20 週年《歷史地理

研究》發刊學術研討會

26. 移動、流動與互動：跨域的歷史與歷史的跨域—

東亞地區青年學者遼宋夏金元史國際研討會

27.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建院 40 周年院慶暨國際視野下的

秦始皇帝陵及秦俑學研究學術研討會

28. 第六屆玄覽論壇

29. 全球化與文化：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十二次

研討會

30. 近世東亞佛教文化：明清與江戶國際學術研討會

31. 世界漢字學會第七屆年會

32. 2019 台灣女性學學會「脆弱性與能動性」年度學術

研討會

2019年 10 月

33. 前瞻 2020 年：中國大陸與臺海情勢學術研討會

34. 歷史記憶與概念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

35. 2019 城隍文化國際學術論壇

36. 北山汲古：中國繪畫專題研討會

37. 朝向臺灣「新文學」：2019 臺灣文學學會年度學術

研討會

38. 2019 朱銘美術館國際學術研討會

39. Sinology–Chinese/China Studies–Guoxue : Their 
Interrelation, Methodologies, and Impact

40. 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 VI 學術研討會

41. 2019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42. 冷戰時期東亞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43. 2019「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道醫論壇

國內外學術會議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2019年 7 月

1. 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 2019 年度研究大会

2. 經典與前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新境國際學術研

討會

3. 2019「臺灣研究在東亞」學術研討會

4. 經學史重探（Ⅰ）—中世紀以前文獻的再檢討第

三次學術研討會

5. 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交錯抉擇：近代

中韓歷史經驗的比較

6. 近代における言文一致・国語施策と東アジア国際

シンポジウム

7.“Law and Society in Premoder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19年 8 月

8. 郁達夫旧制八高卒業 100 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

ム

9. 穿越時空・法寶再現—2019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

討會

10. 第八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

11. 第六屆古代墓葬美術研究國際學術會議

12.《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

13. 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

14. 從中古到近代：寫本與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15. 2019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16. 2019 年紀念涵靜老人學術研討會

2019年 9 月

17. 2019 第 12 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18. 文化詮釋與諸傳統之衝擊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

19. 近現代東亞跨界活動與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

20. 漢語語法化的通與變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一屆海峽

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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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 2019 年度研究大会
東京‧2019.7.6-7

　　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主辦　　　　　　　　　　　  

長瀬大樹 　外地における「内地人」を対象とした徴兵

制—台湾総督府を事例として

藤岡佑紀 　北清事変における日本の「軍夫」と「輜重

輸卒」

高光佳絵 　戦間期における阪谷芳郎と岩永裕吉の認識

変容—帝国主義と戦争違法化の狭間で

紀旭峰　 第一次世界大戦後におけるアジア知識人の言

論空間—在京台湾人留学生の執筆活動を通

じて

今井昭夫 　第一次世界大戦後のファン・ボイ・チャウ

の思想変化と新たな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の勃興

吉田ます み　帝国内航路をめぐる日英交渉—内地大

連間航路を事例として

矢野真太 郎氏　1930 年代の日中「経済提携」—日本

側アクターの構想を中心に

酒井一臣 　国際主義といかに向き合うか—文明国標

準の変質と日本外交

永島広紀    「武断」と「文化」の狭間にあるもの—朝

鮮総督府の「文化政治」を再考する

木越義則 　中国の市場・貿易を通じて見る第一次世界

大戦前後の変容と連続性

帶谷俊輔 　多義化する「新外交」—東アジアにおけ

るウィルソン主義と国際連盟観の対立

（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

2
經典與前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新境國際學術

研討會

成都‧2019.7.6-7

　　四川大學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邊疆史地教研室主辦　　　　　　  　  　　　　　　　

吳啟訥　 抗戰與中國邊疆的近代轉型

羅　 群　 邊疆觀的歷史書寫與建構—以雲南為中心的

討論

羅中樞　 邊界、邊疆、疆域的空間關係初探

曹亞斌　 從「邊疆無界」到「有界邊疆」：當代中國邊疆

政治研究新探

溫春來　 走向民族國家：民國時期的「夷族」運動

馮建勇　 民國時期邊地漢人形象構建研究

王鵬輝　 歷史疆域與主權領土：中國近代邊疆的轉型

鄭　 凡　 西方國家的疆域意識與邊疆理論

汪洪亮　 華西垻邊疆學術的發展脈絡

徐百永　 近代有關西藏文本書寫的資料來源、特點及價

值

程秀金　 18 世紀中央歐亞的角逐

李沛容　 「何為中央」：民國時期西南邊疆土司與國家關

係的日常性探析—以川滇康邊地的木里土司

為中心

霍仁龍　 GIS 方法在西南邊疆史地研究中的應用

孫保全　 邊民意識：一種重要的邊境治理資源

姚　 勇　 中印領土爭議東段地區的外來移民與發展趨勢

夏文貴　 邊境安全問題及其治理

劉　 秧　 印度測繪局的地圖測繪及其對印度邊疆政策的

影響

朱晶進　 基於地理位置服務（LBS）的西部邊疆地理知

識的自我生產—以西藏自治區為例

（四川大學邊疆史地教研室）

3
2019「臺灣研究在東亞」學術研討會：第四次

產業革命時代臺灣文學與電影的東亞交流

臺中‧2019.7.8

　　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韓國外國語大

學臺灣研究中心主辦，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

究所、外國語文學系合辦　　　　　　　　　　　　　  

黃善美　 臺灣韓流兩面性：狂熱與冷落

詹閔旭　 網戰與世代政治：朱宥勳《暗影》與張康明

《網軍部隊》的臺韓比較

金儒農　 從時序到節點：現代小說的超連結化現象

林大根　 最近臺灣短片電影的幾個趨勢

申東順　 解讀臺灣紀錄片《南進臺灣》

陳允元　 舊「外地」的復返及戰前東亞文學的重新鏈

結：電影作為媒介—以《日曜日式散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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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平　 先秦《樂經》的成立及其檢討

張　 帥　 梁武帝禮學之研究

郜積意　 今本何氏《解詁》弒殺辨

劉芝慶　 說古與託古：董仲舒與蘇輿、康有為春秋公羊

學

吳曉昀　 《春秋繁露》中的諸侯—西漢經學的政體轉

換問題初探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5
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交錯抉擇：近

代中韓歷史經驗的比較

臺北‧2019.7.22-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裴京漢　 20 世紀東亞與韓中關係

金子肇　 近代中國的議會制與自由主義

黃秉周　 金錢與自由—1950-70 年代所有權的自由主

義

孫春日　 理念的交錯與抉擇：1920 年代初中韓民族統一

戰線的比較—以國民黨一大與國民代表會議

為例

汪正晟　 中共政治教育中的青年與「自由主義」—論

青年自我的政治作用與世界史意義

玉昌埈　 韓國反共主義的冷戰地理學—以亞洲民族反

共聯盟 (APACL) 和世界反共聯盟（WACL）為

中心

黃自進　 冷戰與東亞安全架構的起源—以《美日安全

保障條約》為中心（1947-1970）

吳啟訥　 金日成家族的奮鬥：朝鮮政治傳統與冷戰國際

秩序下的平壤政治—《金日成回憶錄》的檢

視

金仁洙　 美國農政知識體系的移植與再生—李勳求、

朴振煥與洛克菲勒財團

中村元哉 　民國史解析東亞冷戰時期的中國憲政與漢斯

・凱爾森

陳建守　 王元化與早夭的《新啟蒙》

潘光哲　 冷戰脈絡下的反共論述—陳獨秀晚年反思的

政治用途

吳炳守　 胡適來韓—冷戰時期韓國和《自由中國》的

《東柱：時代詩情》為例

趙映顯　 臺灣文學的韓語翻譯與翻譯應用程序

高嘉勵　 文學的數位知識生產：以日治時期短歌和漢詩

為例

張俐璇　 讓文物說話：臺灣文學研究與數位遊戲設計

（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4
經學史重探（Ⅰ）――中世紀以前文獻的再檢討

第三次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7.18-19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莊雅州　 從多維角度探討《詩經》中的祭祀詩

張高評　 《史記》忌諱書寫與《春秋》書法

宋豔萍　 漢代公羊學重探

許超杰　 敘事與賦義：《春秋》三傳「齊桓、晉文之事」

述論

郭靜云　 神農神話源於何處的文化記憶？

勞悅強　 經學與治術—漢代禮法略論

李蕙如　 論唐代祭祀中的木主與立像所承載的經學觀念

程奇立　 漢魏時期《周禮》學的興起、發展和演變

程克雅　 史志、經籍典中載記三禮學議題與論辨的經學

史涵義

黃慧芬　 《鄭志》語錄中鄭玄對《周禮》經義的釋疑

吳　 飛　 鄭氏「禮者體也」釋義

吳國武　 《儀禮・士冠禮》鄭玄注新探

蘇　 芃　 《玉篇》殘卷徵引《周禮》及《考工記》研究

韓大偉 （David B. Honey）　皇侃對南北朝經學史的貢獻

拾零二則淺析

潘銘基　 論顏師古釋經與《五經正義》之異同

蕭敬偉　 俄藏敦煌寫本《孔子家語》殘卷補校

沈建華　 清華戰國簡《心是謂中》與孟子思想初探

古育安　 清華簡〈厚父〉中的夏代記憶—以皋陶、孔

甲為主的討論

瞿林江　 吐魯番《爾雅注》寫本殘卷考論

許育龍　 《尚書・舜典》王注說再議

曹　 娜　 《史記》引《尚書》「商書」考論—兼論《史

記》對「商書」研究的價值

陳戰峰　 馬融經學觀念與學術價值之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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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語言變革觀

鍾雨柔   言文一致、漢字革命與新形聲字

孟　 琢　 文言的救贖—章太炎的文章改造與正名策

略」

史傑鹏　 ｢ 闒茸」及其詞族考證—兼論章太炎的局限

沈國威　 我們如何接受新概念—章太炎與胡以魯

（東京大學）

7
“Law and  Soc ie ty  i n  P remodern  Eas t 
Asia＂International Symposium（古代東亞之法

律與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

明斯特（Münster）‧2019.7.26-28

　　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暨東亞學系與北京中國政法大

學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所主辦　　　　　　　　　　  

李雪 梅　 漢《張景碑》公文結構與命名探討

Reinhard Emmerich（艾默理希）　Chinese Legal Culture 
of Late Imperial China as Witnessed b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Some Problems of Sources

姜允玉　 侯馬盟書與春秋時期法制的變化

古勝隆一　Lü Shu（律疏）and the Yishu（義疏）Scholarship
宮宅潔　 A Reexamination of the Qin Systems of Corvée 

and Military Service
南玉泉　 再論秦及漢初的「執法」官

劉欣寧　 “Contracts”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王安宇　 漢代經學與法制—再論「引經決獄」的法律

性質

張傳璽　 張 家 山 247 號 墓 所 出〈 二 年 律 令 ‧ 告 律 〉

129—131 簡小識

陳俊強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enalty System 
between the Third and Seventh Centuries

Annette Kieser（安然）　Law and Material Culture—A Case 
Study

Monique Nagel-Angermann（丁慕妮）　Some Remarks about 
Acts of Grace during the Jin Dynasty

Kerstin Storm（施可婷）　Age and Aging in China: Aspects 
of Tang Law

陳麗萍　 淺議唐代戶絕家庭財產的處理（初稿）—以

BD09352 號為中心

內在關係

王恩美　 殖民時期在朝鮮的中等修身教育與戰後的「中

斷」、「延續」與「修改」—以「傳統倫理」

為中心的討論

黃克武　 文化冷戰—美國亞洲基金會與港臺政論雜誌

尹詳絢　 20 世紀韓國自由主義和「個人」概念—以

1910 年代和 1950 年代的知識轉換期為中心

裴城浚　 間島話語與韓國民族主義的再構

崔惪圭　 威爾遜主義和列寧主義之間的韓國民族運動

金鍾學　 韓國抵抗民族主義思想史的起源—「民眾」

概念的創造和再現

鄭駿永　 糾葛中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杜威主義者

吳天錫批評殖民教育與民主教育計畫的冷戰折

射

洪宗郁　 東亞「戰後歷史學」與北韓的歷史敘述

（林秀娟）

6
近代における言文一致・国語施策と東アジア国
際シンポジウム（「近代言文一致・國語運動與

東亞」國際學術會議）

東京‧2019.7.26-27

　　科学研究費基盤 A「明治日本の言文一致・国語施

策と中国をはじめとする東アジア諸国への波及」主辦  

平田昌司　幸徳秋水における文体カップリング—和

漢、文白、雅俗、 言文」

黃克武　 近代中國白話文運動的逆流：嚴復、林紓與學

衡派

呼和巴特爾　策本・扎木察拉（Tsyben Jamtsarano）的 
khubiskhal 的用意與蒙古語 ｢ 革命」一詞的形

成

白恩朱　 植 民 地 期 朝 鮮 に お け る 敬 語 使 用 運 動 の 展

開—いわゆる「普遍的敬称」の普及をめぐ

って

王志松　 明治初期的北京公使館與北京官話教育

王寶平　 筆談文獻與口語資料

劉雨珍　 晚清東亞文人筆談中的言文一致

王東杰　 文字與中國的國語運動

趙京華　 在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周作人五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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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穿越時空 ‧ 法寶再現―2019 佛教藏經國際學

術研討會

高雄‧2019.8.9-11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辦　　　　　　　　　 　　　　　

Lewis Lancaster　Opening Ceremony for “Special 
E x h i b i t i o n  f o r  B u d d h i s t  C a n o n s ” a n 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t Canons”

吳　 疆　 宋《開寶藏》成都雕造考

柳富鉉　 《北宋開寶藏》與《金趙城藏》‧《高麗初雕

藏》‧《高麗再雕藏》的構成

萬金川　 趙城金藏的校改問題—以《法句譬喻經》為

例

滿紀法師　 《佛光大藏經 • 入藏目錄》考

黃繹勳　 上海圖書館藏明代漢月禪師稀見文獻解題

釋法幢　 清代禪宗典籍的入藏問題探討—以《碩揆禪

師語錄》為例

越建東　 巴利藏經中的阿毗達摩文獻

劉國威　 新舊《文殊真實名經》藏譯本在各類《甘珠

爾》中的版本問題

龍達瑞　 《永樂北藏》的題記研究

Kenneth Tanaka　The Dream and Work of the English 
Tripitaka Translation Projec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Buddhism

Charles Muller   The Digital Dictionary of Buddhism 
and the SAT Database: Taking Advantage of 
Interoperability

蔡穗玲　 藏經谷：四川安岳臥佛院石刻佛經

林欣儀　 《大理叢書》佛經寫本與歷代刻本藏經之關聯：

以《佛說長壽護諸童子滅罪經》為例

定源法師 　關於《續藏經》的底本問題—以《名僧傳

抄》為例

洪振洲　 以資料鏈結發展智慧時代佛教經典數位研究資

源

釋賢超　 人工智慧視角下的佛教大藏經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

趙　 晶　 靈異、犯罪與司法—筆記所見唐代法律文化

之一端

唐　 雯　 唐代墓誌中的父祖書寫

仇鹿鳴　 法理與孝思：士人遷葬與誤掘墳塋

陳登武　 Zhang Jiuling’s Approach to Governance and 
Legal Philosophy

于曉雯　 The Legal Philosophy in the“Military Statutes” 
(Bingdian) of the “Tongdian”

康韻梅　 唐代小說的撰作與士人生活—以李公佐為考

察中心

Christian Wittern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in the Chan 
School during the Song, as Observed through 
Lamp History Texts from the 景德傳燈錄 Jingde 
Chuandenglu (1004) to the 五 燈 會 元 Wudeng 
Huiyuan (1252)

陸　 岸　 What was the Accusation for? — The Background 
Clarification of a Judgment in Qing-Ming Ji

桂　 濤　 文字獄與 18 世紀社會社會轉型

孫　 旭　 清代北京地方職官請托犯罪的特點

郭瑞卿　 清代民俗醫療的法律規制

張　 雨　 明治維新與清末新政中「行法」「行政」的概

念嬗變—以中日學者對譯 administration 詞彙

為中心

（德國明斯特大學）

8
郁達夫旧制八高卒業 100 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
ウム「郁達夫研究の現状と展望―その文学と
人生」

名古屋市‧2019.8.3

　　名古屋大学人文学研究科文学部超域文化社会セン

ター主辦　　　　　　　　　　　　　　　　　　　　  

許子東   郁達夫與日本

大東和重   郁達夫と大正文学

高文軍   郁達夫名古屋での足跡紹介

陳子善   郁達夫作品出版史的回顧

高遠東   郁達夫小說中的批判資本主義問題

大久保洋子   日本における郁達夫研究

（名古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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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六屆古代墓葬美術研究國際學術會議

北京‧2019.8.15-17

　　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研究中心、中央美術學院人文

學院、北京大學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主辦　　　　　 　

蘇榮譽　 兩周墓隨葬青銅編鐘管見

鄭　 岩　 北齊婁叡墓墓道壁畫再思考

陳　 亮　 東漢人形木牘與鎮墓符籙

練春海　 高禖圖像再讀：方相氏作為引路神

霍宏偉　 大英博物館藏漢代人像磚柱出土時地與性質功

能

劉　 冠　 從相關個案探討漢代建築圖像研究方法

張瀚墨　 凝固之氣：博山爐形名再思考

朱青生　 漢代墓葬的觀念結構和形相邏輯—和林格爾

壁畫墓再認識

李梅田　 升仙還是成佛？—北魏平城墓葬的空間設計

與圖像選擇

韋　 正　 馬王堆一號漢墓帛畫三題

莫　 陽　 磚上的「畫框」：試論襄陽南朝畫像磚墓的年

代問題

林偉正　 何嗟夭壽—李靜訓墓的情感表達

賀西林　 唐燕妃墓屏風壁畫相關問題的討論

李清泉　 山西壺關上好牢 1 號墓話語邏輯的再考察—

以相撲圖和雜劇演樂圖為核心

李路珂、 熊天翼　山西壺關上好牢宋墓的裝飾、色彩與

空間研究

胡譯文　 何以為古？—從北宋呂大臨墓出土的一對石

敦談起

徐胭胭　 鏡像：湖南長沙「劉氏七娘」鏡研究

吳雪杉　 金扇：明代墓葬與中日交流

李雨航　 從紙紮明宅到石刻陰宅：重新思考 19 世紀陝

西大荔李氏家族墓的視覺性

洪知希　 觸覺景象：重建中古中國墓葬空間的閾限性

鄭如珀　 考古和美術史？學科方法的反省

巫　 鴻　 作為方法論的墓葬

（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研究中心）

10
第八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

臺中‧2019.8.15-16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　　　　　　　　　　　　  

邢義田　 也談制度的可視性—漢代的印綬和鞶囊

大西克也 　語、文之閒—「弗」為「不之」合音說之

我見

張惟捷　 安陽大司空村新出牛骨刻辭考釋及其史料性質

試探

賴怡璇　 葛陵簡用字習慣與特殊構形

肖芸曉　 書手的習慣—清華簡標識符號觀察

游逸飛　 里耶秦簡與考古學—秦代遷陵縣佩劍的收藏

與使用

石昇烜　 居延漢簡出土地的後續問題

李松儒　 袁安袁敞碑書刻辨析

陳建勝　 《袁安碑》《袁敞碑》篆文研究

陳中龍　 秦漢的甲乙令篇—從商代十干的使用說起

李周炫　 秦漢時期的物資運輸和勞動力僱傭

林益德　 複本位制與秦漢律令中的黃金與銅錢

張宇衛　 說「 」字及其相關字形

王瑜楨　 《清華五 ‧ 封許之命》「軏」字補說

高榮鴻　 《清華陸 ‧ 管仲》疑難字詞考釋與文獻探究

古育安　 清華簡〈保訓〉「易位設稽，測陰陽之物」補

論—兼談舜典故的敘述立場

鄔可晶　 對《管子 ‧ 水地》篇與郭店簡《太一生水》

「水生說」比較的補充意見

朱曉雪　 秦家嘴楚簡釋文校理

土口史記　秦縣官府格局初探：以「離官」為起點的考

察

魯家亮　 里耶秦簡所見秦縣倉官的基本職能及其權力分割

陳侃理　 秦的里吏與基層統治

高震寰　 試論秦律中的「君子」及其在爵制發展史上的

意義

黃浩波　 說「寄封」

崎川隆　 作册般鼋史料性質商榷

張　 莅　 商代晚期亞醜者姤器群研究

黃庭頎　 從兩周番國青銅器看金文書寫文化的傳播

程鵬萬　 東周「再」字探源

李春桃　 燕國量制考

（楊宛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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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村和史 　翁方綱之斷章取義說的性格以及其詩經學史

上的位置

張書豪　 八田華陽《詩經古義解》初探

史甄陶　 論猪飼敬所對朱熹《詩集傳》的修正

姜龍翔　 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批評朱子之說法述

評

張萬民　 朱熹「淫詩」理論中、日接受之比較

馮曉庭　 《詩經考》「二南」詩解駁「朱熹說」綜述

田世民　 大阪懷德堂儒者的詩經解釋與禮學思想

張　 億　 從《毛詩注疏校勘記》看《七經孟子考文》

李雄溪　 竹添光鴻《毛詩會箋》解詁舉隅—與中國說

《詩》者的對話

張政偉　 日尾荊山《毛詩諸說》與何楷《詩經世本古

義》之關係

張文朝　 諸橋轍次與謝無量的詩經學比較以《詩經研

究》為探討對象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4
從中古到近代：寫本與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北京‧2019.8.24-25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

學研究所術數學研究會主辦　　　　　　　　　　　　  

武田時 昌　日本中世的抄物資料：書寫文化與漢籍受容

Michael Friedrich（傅敏怡）　Creating Order out of Chaos 
in Imperial Collections

U-tain Wongsathit　Manuscript Cultures in Thailand: Form, 
Believe and Beauty

池內早紀子　 針灸吉田流《蟲書》的成書過程

陳　 明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底野迦真方》寫本初探

劉　 青　 室町時代養生書的寫本小考

永瀬（多田）伊織　日本《醫心方》（半井家本）卷子

本和背書資訊傳達和媒體形式

高橋綾乃　 日藏漢籍《靈台秘苑》的比較研究

伊藤裕水　 《尚書大傳》輯佚管窺

小澤賢二 　瀧川資言手錄《史記正義佚存》之發現與其

歷史背景

大島繪莉 香　山谷詩在日本禪林接受的情況—以山谷

詩漢文抄中的文學術語「味外味」爲例

12
《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8.22-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陳芳妹　 皇朝禮器圖式的歷史脈絡—乾隆帝的制禮作

樂

施靜菲　 乾隆朝瓷質禮器的新意

Iain Clark　A Question of Colour: The Attribution of Huang 
chao li qi tu shi Ceramic Ritual Vessels

賴惠敏　 清代的金屬祭器

余慧君　 遵律度於無疆：《皇朝禮器圖式》的樂器研究

吳曉筠　 乾隆皇帝對皇朝祭器周代意象的經營

劉明倩　 《皇朝禮器圖式》的〈儀器〉部分

郭福祥　 《皇朝禮器圖式》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

Christine Moll-Murata　The Wardrobe of the Empresses: 
Evidence from the Huangchao liqi tushi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陳慧霞　 清代朝珠的若干問題

周維強　 禮制與戎事：清代軍禮與《皇朝禮器圖式》的

武備內容

Mei-Mei Rado　 清宮西洋錦與武備

賴毓芝　 The  Cour t  P roduc t ion  o f  the  I l lu s t r a t 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Qing dynasty（Huangchao liqi tushi 皇朝禮器圖

式） and the “Export Paintings”

林士鉉　 《皇朝禮器圖式》之修纂及其滿蒙西域因素探

究

Josh Yiu　 五供與皇朝禮器

童　 宇　 禮樂的實踐—康乾製磬

曾堯民　 熱河文廟的設置及其意義—以祭器為中心

（林秀娟）

13
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8.2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水上雅晴　 日本年號與詩經

陳　 捷　 江戶博物學與詩經名物學研究淺談

孫巧智　 鈔本與刻本的牴觸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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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9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8.28-30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主辦　　　　　　　　　　　　　　　　　  

永富青地、陳捷、Jesse Green、林桂如、蔡燕梅　近世

書籍的生產與流通—以書籍的編刊、流傳、

收藏與閱讀為中心

吉川和希、多賀良寬、藤澤聖哉、山本一　清代越南朝

貢之諸問題：以黎貴惇《北使通錄》為中心

康培德、詹素娟、鄭螢憶、簡宏逸　國境之南 ‧ 淡水

以北—17-18 世紀臺灣原住民的帝國遭逢與

生計變遷

吳孟謙、曾堯民、劉家幸、簡凱廷　對話與傳承：明清

佛教之思想文化及其海外流播

沈慶昊、毛文芳、阮蘇蘭、王秀娟　近世東亞的視覺文

本與知識環流

周玟觀、張俐盈、李瑄、邱怡瑄　出世悲時事，忘情念

友生：明清鼎革詩學話語中的跨界交流與海外

知音

Sylvia Lee、林麗江、Chien Li-kuei、Chan Kwun Nam   
從複製與偽作探討明清時期的藝術市場

陳偉成、延雨、張雪、羅珮瑄　明清物質文化當中的複

製活動

秦琼、林玟君、千賀由佳　典範建構與明清女性文學之

新詮釋

陳志勇、Alastair Ewan Macdonald、林芷瑩、汪詩珮　晚

明戲曲選本的脈絡性思考：編選、傳播、詮釋

張亞群、朴賢淳、水上雅晴、潘青皇、張毓芬、侯李

偉、范武祿　東亞科舉與文化的比較研究：以

中國、越南、韓國、琉球為例

胡簫白、瑪爾尼嘉措、李志明、吳挺志　宗教與環境：

明代邊疆史研究的新面向

陳慧穎、康健、項旋、魏勵　大地上的異鄉人：旅行與

清代社會

戰蓓蓓、呂雙、梁曼容、謝寧靜　制度與地方：宗藩視

域下明史的再思考

塚本麿充、俞雨森、王靜靈　收藏、觀看與臨摹：14 至

19 世紀中國繪畫在域外的接受情況

鄭睦群、孔德維、李雅詩、衛婥怡　離道多門：晚期帝

高井たかね　淺探江戶後期成書的有關中國宴席文化未

刊著作

馮錦榮　 Surveying Manuscripts and Instruments of Kaga 
no Kuni in Mid-and-Late Tokugawa Japan

水口拓壽 　《山相秘錄》中探礦法所見的風水術與望氣

術之影響

久保輝幸　 阿拉伯 ‧ 伊斯蘭文化圈的農學著作綜述

佐野誠子 　《天地瑞祥志》編纂研究—和其他類書關

係為主

伏俊璉　 一部家國簡史：敦煌 S.2607+ S.9931 寫本研究

陳於柱　 現存時代最早的吐蕃針灸禁忌文獻—敦煌藏

文本 P.3288V《逐日人神所在法》整理與研究

岩本篤志 　關於在日敦煌文獻收藏的研究—以濱田德

海收藏文獻的收藏過程為中心

椛島雅弘 　關於敦煌文獻《正月占城氣法》中「雲氣

占」的考察

于業禮　 敦煌醫學卷子 Дx00613+P.3287 再考證

河野貴美 子　日本現存佛典古寫本的特點及其意義初

探—以石山寺本《妙法蓮華經玄贊》寫本爲

例

侯　 沖　 齋意類文獻—中國宗教儀式文獻中被忽略的

核心內容

George Keyworth（紀強）　The Amanosan Kongōji edi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Enchin by Miyoshi no Kiyoyuki: A 
Sacred Teachings (Shōgyō) Manuscript

吳　 娟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衣事》的梵語寫本和藏語

譯本研究劄記

清水浩子　 《宿曜経》抄本研究初探

Jonathan Pettit（裴玄錚）　Rethinking the Notion of Forgeries 
and Corruptions in Early Daoist Manuscripts

山下克明　 陰陽道の展開と術数分野の古写本

白雲飛　 蠶神馬鳴菩薩信仰的由來

名和敏光　古記録所見の勘文と『天地瑞祥志』佚文

（資料編）

Dimitri Drettas（賀旦思）　寫夢與刻夢—中國古代解

夢書產生條件對其傳流與用途之影響

佐佐木聰　 發病占研究與保護術數文獻的意義

水口幹記　 關於《家秘要錄》和《天變地妖記》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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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清風　 清後期中國書籍流傳越南南部之考察

李朝凱　 以圖證史：清前期彰化縣村庄聚落的發展樣態

宋　 雪　 中國近代「維新」概念的建構

錢　 雲　 明清時期的「重修《宋史》」風潮及其史學意

義

魏文享　 走向財政國家？—晚清政府財政收支結構的

變化及其制度轉型

耿　 勇　 佩服聖訓：明代前期科舉策問與敕撰教化類歷

史讀物的推廣和傳播

郭　 亮　 水火圖詠—晚明西來知識模式對明社會的深

入影響

Ma  Xu　Imagining a Thirdspace: Women and Monastic 
Spac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李招瑩　 塞弗爾陶瓷官窯的中國風陶瓷研究—談 18
世紀中法工藝的交流及宮廷外交

鄭　 旦　 繼承與斷裂：清初的會推與專制皇權的強化

黃麗君　 乾隆皇帝的民人嬪妃

金蕙涵　 反思世俗化與女性的能動性（agency）—以

明代江南地區出土的觀音髮簪為例

趙琰哲　 晚明女畫家的遊歷交往與山水畫創作—以

《柳如是、黃媛介山水合卷》為中心

陳玉美　 溢出法律：乾隆時期漢番在邊區社會的對立、

夥同、叛離與同番

陳雅齡　 《大清律例》英譯本失蹤的意涵

趙丹坤　 「夢境」與「軼事」：《狀元圖考》與晚明的宮

廷想象

尹敏志　 明代的陰陽生與陰陽戶

范麗雅　 清宮流失的書畫與日本美術史家中國繪畫觀的

變遷：以《五馬圖》《湖莊清夏圖卷》在日本

展出的經過為線索

張雅斐　 主母馬利亞形象在晚清語境中的書寫

何韻詩　 從碧城仙館女弟子看中清時期江南女性的從師

風氣

柯　 明　 東亞女性詩人的紀行詩與旅行：日本江戶原采

蘋、清代鮑之蕙及李氏朝鮮金錦園

劉曉晴　 Chinese Community and Asian Interaction: From 
the Chen Cihong’s Residence to the Transregion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in Chaoshan and Southeast 
Asia in Late Qing Period

李　 鈾　 川留岳思—晚明的兩套地方勝景山水「去任

圖」冊研究

制中國各種「不道德」的再思考

解 揚、 連 啟 元、 謝 忠 志、Barend Noordam　 知 識 與 權

力：明代經世知識的形成、傳播與實踐

洪麗珠、林勝彩、楊正顯、徐維里　再現低音：政、

學、道繼承者的傳承與歧異

王敬雅、張一弛、江曉成、何永智　官制史與財政史的

對話—盛清政治的新詮釋

胡克誠、凌灧、阮寶玉、周健　明清運河沿線的物資解

運與市場發育

李曉源、羅樂然、許怡齡　朝鮮《燕行錄》的層次化研

究：以三使、譯官、軍官子弟的觀察角度比較

為中心

段偉、馮賢亮、李德楠、陳冰　明清時期的水患與城市

變遷

陳時龍、吳兆豐、周中梁、朱冶　文本與教化

陳姿瑤、朱雯琪、代雲芳、林珊如　Translating Monstrosity: 
Exploring Supernatural Beings Born Out of 
Cultural Collision in Ming Qing China

林侑毅、劉海仁、戴琳劍、松本智也　越境・交涉・互

視：跨文化視域下的東亞認知與知識建構

魯耀翰、吳周炫、侯汶尚、姜周希　人文學、科學和醫

學：近世東亞的知識建構與傳播

劉柏宏、羅聖堡、呂政倚　明代朱子經學的變遷

合 山 林 太 郎、 佘 筠 珺、 鄭 雅 尹、 趙 偵 宇　 人・ 物・

文—20 世紀前後中、日漢文學的越境交流與

互動傳播

孫景超、李誠、陳冰、趙逸才　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

書館所藏晚清輿圖研究

李忠達、高振宏、余佳韻、蔣馥蓁　明清道教的重層面

向

祁　 剛　 遺民、逸民：明清鼎革之際的江南道士群體

孔令偉　 從岡底斯到打箭爐—康雍年間欽差喇嘛楚爾

沁藏布考

侯米玲　 從法國貝爾坦收藏的《北京街道》圖冊看乾隆

朝北京庶民生活及當時異國知識的傳遞

淺沼千惠　清末的衛生教育與日本的影響—以中日兩

國之教科書為例

Vradiy Sergey　China-Russia-Korea Interests Reflected 
in the“Map of Russia” 俄國輿地圖—The First 
Korean Description of Primorsky Region

馮玉榮　 醫派、藥市、市井生活：明清杭州的醫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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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9 第 12 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臺北‧2019.9.3-4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辦　　　　　　　　  

鍾興華　 平埔原住民族政策的進展

常本照樹　 作為日本型先住民族政策的愛努施策推進法

的意義

落合研一　 國際森林認證制度與愛努民族

上官良治 　各國少數民族推動族語維基百科的歷程與成

果

林修澈、 黃季平、楊懿湘　政大原民中心對族語復振的

推動

李素月　 宜蘭縣史館館藏與研究介紹兼談原住民史料徵

集與研究推廣

簡瑛欣　 宜蘭縣涉及人番關係的神明與廟

廖志軒　 竹塹社的研究

松岡格　 臺灣原住民聚落的國家性簡約形態與視覺上秩

序的建構：關於日本統治時代對原住民政策性

移住的影響

廖英杰　 泰雅族 klesan（南澳）社群遷徙系譜—以臺

北帝大土俗人種研究室調查成果為中心的討論

黃季平　 臺灣原住民族口述傳統的定義與操作

野林厚志 　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獲取生態資源的技術研

究—以狩獵方法為中心

陳誼誠　 原住民族教育在研究與發展的共振

周士煌　 「原住民族」與「原住民身分」：民族運動與民

族理論的交叉發展

清水純　 鳥居龍藏攝影的臺灣原住民照片的影像修復計

畫期中報告：成果與課題

佐佐木利 和　有關故宮博物院典藏職貢圖中的樺太愛努

人的描繪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王　 穎　 Illness an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iction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

16
2019 年紀念涵靜老人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9.3-4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主辦　　　　　　　　　　　　　　　　　　  

趙中偉　 秉性分靈命受天，何須功德在人間—涵靜老

人「靈的境界」之視域

趙文洪　 試析新疆格登碑體現的中華文化

安　 倫　 中華文化的當代復興

張家麟　 華人民間宗教的信仰傳播理論：反思大陸到臺

灣的媽祖信仰擴張現象

陳進國　 略論臺港澳地區傳統寺廟的治理

譚德貴　 論媽祖信仰的演化動因及演變過程

呂宗麟　 當代宗教中佛學詮釋學初探—由西方哲學詮

釋學論起

蕭振邦　 為殷遺民而寫：《老子》天道觀與體現天道思

想新詮

鄺芷人　 中西宗教的信仰與實踐：《哈達論典》對拙火

與三摩地分析

洪婕寧　 科玄異變—以張君勱〈人生觀〉論儒學之當

代復興

蔡林彰　 以慈濟宗法理的實踐探討其理論與文化之闡發

王建文　 反思人與宗教的關係：從人的宗教性出發

沈明謙　 憨山德清「唯心識觀」經典詮釋方法論探析

李興華　 白玉蟾對金丹派南宗之影響與貢獻

趙敏亨　 唐君毅〈宗教精神之重建〉論天帝教於臺灣立

教之旨要

梁恒豪　 「一體性」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

王　 鷹　 基督教的「愛」與老子的「善下」—「三位

一體」的哲學建構與道德經四十二章的「錯

簡」

洪千雯　 以自然為生命歸向—先秦道家的倫理觀

黃靖雅　 獨立人天上，常存宇宙中—天帝教的生命觀

楊憲東　 五行學說的現代科學意義：五代理人網路系統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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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藤幸世　台湾における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と本土

言語教育の多様化—「十二年国民基本教

育」の事例より

林瓊華　 家國鄉關何處？—二戰前後臺灣流離者生命

史的幾種類型及其反思

深串徹　 雷震眼中的戰後日本

李其霖　 清法戰爭外國人在臺灣戰場上的運作

許進發　 日本海軍艦隊與 1895 年乙未戰役

根岸忠　 台湾における居宅介護労働者の法的保護

鄭睦群　 無盡的呢喃：臺灣棒球界的甲子園情節

（林秋淨）

20
漢語語法化的通與變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一屆

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

臺北‧2019.9.6-7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主辦　　　　　　　　　　  

貝羅貝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emonstratives

蔣紹愚　 漢語史的研究和漢語史的語料

張美蘭　 粵語副詞「添」及其語法化

邢向東　 晉語的「底」系指代詞及其來源

董秀芳　 漢語語法化現象的一些特殊之處

張麗麗　 複句緊縮引發的語法化—以語氣副詞為例探

討

郭維茹　 古漢語言說動詞「道」的語法化

梁銀峰　 論祈使語氣詞「罷（吧）」的形成

松江崇　 從話語分析視角看《論語》《孟子》中疑問語

氣助詞 「乎」「與」的功能差異

王錦慧　 「畢」「竟」與「畢竟」的語法化探究

連金發　 認識類說者取向副詞的興起

林怡岑　 再談連詞「則」的來源與用法

魏培泉　 上古漢語指示詞的語法化

洪　 波　 「是…底（的）」的構式化、構式演化及相關問

題

劉承慧　 語法化與構式語法—基於古漢語「來」演變

的論述

徐富美　 古漢語隱性參與者在對話語類中的指稱語法化

18
文化詮釋與諸傳統之衝擊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9.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張歷君　 從多元交互主義到文本互涉：論張東蓀的文化

主義與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論

黃雅嫻　 語言向度下的文化構成—張東蓀的文化哲學

伊東貴之 　明清思想與禮教—明清交替與東亞的思想

世界

陳瑋芬　 「新」、「舊」之切線與文化路向的抉擇—由

《新青年》與《斯文》談起

何建興　 梁漱溟的印度文化詮釋：評論與反思

馬斐力　 超越文化之文化：梁漱溟與唐君毅的文化哲學

郭朝順　 一心法界：智儼法界緣起思想的文化意涵

梅謙立　 明清天主教對儒家儀式的重構

徐光台　 重釋明末中西科學傳統的相遇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
近現代東亞跨界活動與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

新北市‧2019.9.6-7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臺灣歷史學會、日本臺灣史研

究會主辦　　　　　　　　　　 　　　　　　　　　　

林滿紅　逐漸浮現的太平洋—從社會經濟史研究到亞

太研究

岡野翔太　1960 年代 在日台湾人による戦没者慰霊と

権利要求運動の展開—「神戸台湾同郷会」

と「台湾人総連合会」に注目して

若松大祐　民主仁政から民主憲政へいたる 1970 年代

中華民国における歴史認識

吳明勇　 森林與制度：1915 年臺灣總督府營林局的建立

李佩蓉　 由漢文媒體來觀察 1930 年代的臺灣現代化受

容—其榮光以及挫折

許芳庭　 1930 年代臺灣讀者群的多元化與閱讀傾向的變

遷

山田美香　戦後台湾・日本における道徳教育と生徒指

導の関係について



會 議 報 導

64　總 152 期　民國 108 年 11 月（2019.11）頁 53-78　漢學研究中心

林素英　 《管子》與《周禮》政治教化之道比較

張煥君　 公除與心喪：魏晉南北朝時期禮經與社會的調適

馬　 濤　 經典之變：唐御刊刪定《月令》中的時禮與舊注

馬清源　 北宋禘祭消亡之再檢討

吳　 飛　 精義之學—略論程瑤田的宗法學與喪服學

鄧志峰　 說「絜矩之道」

盧鳴東　 鎔鑄與創新—朝鮮《朱子十訓》的形成和應用 
唐明貴　 楊簡〈論《論語》〉的心學特色

吳　 柱　 劉寶楠、劉恭冕合撰《論語正義》新證

鄭雯馨　 論應劭《風俗通義》引禮正俗

寧鎮疆　 由清華簡《攝命》之「奔告」、《大雅 ‧ 緜》之

「疏附」說毛公鼎銘文之「楚（胥）賦」當為職

事之臣—兼談《尚書》中「臬」字的釋讀

許建平　 敦煌本《爾雅》寫卷及其學術價值

黃人二　 《月令》匯釋

李雄溪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訂補一則—兼論《詩

經》中的「適」

于　 亭　 《古音匯纂》編纂隅說

林志鵬　 《春秋》「微」體史書源流探論

田　 訪　 論《左傳》義例 
葛煥禮　 論程頤對《春秋》的認識和解讀

劉德明　 《春秋》方法學的再反省—從朱熹到呂大圭

許超杰　 「治諸侯」與「日月例」：《穀梁大義述》「善

經」體系研究

陳冬冬　 清人褚逢椿生平及其公羊學思想考述

萬劍鋒　 《儀禮》「昏期」考

林秀富　 論「廟見成婦」鄭玄說

殷　 慧　 《喪服》「婦人何以不杖」探析

孫巧智　 天道與人情的對應與平衡—以「三年之喪」

與直系血親服制為切入點

程克雅　 湖湘學者劉善澤《三禮注漢制疏證》與《三

禮》學之闡釋方法探究

段博雅　 李源澄經學觀述論

王耐剛　 《孟子疏》偽撰說接受考論

周淑萍　 閻若璩《孟子》考據特色—以《四書釋地》

為中心

金少華　 李善注引《孟子》考異十一則

車行健　 當代湖湘學人蘇維嶽的《詩經》研究與《詩》

敎理想

陳亦伶　 舊韓末學者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接受與

批判—以河謙鎭與李炳憲對古文《尚書》的

周玟慧　 中古手部動作動詞語義引申探微

鄭　 縈　 擦拭類動詞的語義演變

高婉瑜　 禪籍的「腸」系詞語

巫雪如　 古至中古「應」之情態語義與未來時發展重探

戶內俊介　「不」為什麼會有「弗」的讀音—論上中

古「不」和「弗」的演變

崔宰榮　 近 代 漢 語 意 志 類 情 態 助 動 詞 的 否 定 形 式 研

究—以「不欲」、「不要」、 「不待」、「不想」

為例

袁健惠　 上古漢語名源動詞的句法分佈及其及物性

潘秋平　 上古漢語介詞「以」和處置式的關係：兼論語

法化和間接題元概念空間的結合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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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長沙‧2019.9.7-8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主辦 

葉國良　 先秦古禮中的靜默表述

方向東　 阮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引浦鏜說考論

黃愛平　 清前期官方經學體系的構建及其政治文化解析

姜廣輝　 清代《詩經》詮釋的新方向

呂宗力　 讖緯文獻整理芻議

徐富昌　 清華簡六《子產》與《左傳》子產形象析論

彭　 林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的經學底色與禮治指歸

鄧國光　 會通與知類：唐文治與曹元弼先生經教法要初探

張麗娟　 今存宋刻《周易》經注本四種略說

顧永新　 正經注疏合刻早期進程蠡測—以題名更易和

內容構成為中心

郜同麟　 禮記舊疏考證

王　 勇　 《士昏禮》典禮結構析論

張　 文　 國圖藏胡培系批校本《大戴禮記》考論

史應勇　 鄭玄經學新三論—兼與喬秀岩先生商榷

李若暉　 《詩 ‧ 商頌 ‧ 那》禮制與鄭玄更禮

趙永磊　 鄭玄六天帝學說再探

高瑞傑　 漢末經師的歷史意識探析—以何休與鄭玄歷

史觀為中心

吳仰湘　 近代《箴膏肓》研究評析—以劉逢祿、章太

炎、皮錫瑞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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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立德　 鄭天挺談八旗制度

陳生璽　 鄭天挺與西南聯大

李治亭　 解讀鄭天挺先生《清史簡述》

喬治忠　 鄭天挺之明清史講義及相關的學科建設

張偉然　 鄭天挺先生的書法愛好

張仁善　 鄭天挺與法權討論會—兼讀《列國在華領事

裁判權志要》

南炳文　 遼寧省圖書館藏《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考論

毛佩琦　 《明實錄》，編纂者的自我書寫

呂妙芬　 《西銘》詮釋的現代轉折

吳金成　 盛清時期江南無賴的動態

臼井佐知子　 透過地方行政相關文書來看清代地方社會

楊念群　 清朝「二元理政」模式論綱—超越「漢化

論」「內亞論」的新視角

田　 澍　 防範第二個張居正的出現：萬歷朝的政治特

點—「明亡於萬曆」新解

彭　 勇　 明代中期社會改革的再探討—兼以王國光的

事蹟為觀察視角

李　 理　 武功開基崇文治國—論清瀋陽故宮皇家建築

與清朝國策

趙中男　 清代宮廷政治史的若干問題

夏明方　 清史研究向何處去？—從四百年的敘事脈絡

看當前清史研究的若干問題

王元周　 朝鮮的清錢通用與革罷—傳統時代東亞的整

體性及其局限

刁書仁　 壬辰戰爭日本「假道入明」與朝鮮的應對

章宏偉　 長崎貿易與中日書籍之路

劉曉東　 萬曆朝鮮戰爭後東亞局勢與明日關係的互映演變

孫衛國　 萬曆朝鮮之役明軍將士群體與指揮體制

陳時龍　 鐘化民與《聖諭圖解》

解　 揚　 《貞觀政要》與明代經筵

林存陽　 道與民：戴震學術思想的清學特性

黃　 錚　 淺議明末清初文人思想中的「末世」語論及其

表述

吳兆豐　 明正德年間鎮守中官模範塑造與挫折—以鎮

守太監劉璟為中心

段維聰　 Confucianism and the Patrimonial/Bureaucratic 
Contest in Ming China

范金民　 晚清江南士大夫的致仕生涯—以顧文彬為中心

馮賢亮　 晚明鄉村士人的科舉生活與社會交往—以魏

大中的坐館與舉業為中心

討論為中心

楊新勳　 四庫提要宋人易類辨正六則

曹子男　 《周易》古經釋義辨正

潘銘基　 論《群書治要 ‧ 經部》所見唐初經學風尚

徐煒君　 北宋石經綜述

張　 濤　 南宋石經史事二題

張文江　 《易經》的源流—以革、鼎兩卦為例

陳戰峰　 《列女傳》的經學思想與意義

程蘇東　 劉向《洪範》五行學考論（中）

石　 瑊　 問答小節：《白虎通》的基本表意單元—兼

及清人為《白虎通》篇下分章的檢討

池田恭哉　 牛弘與隋代禮制—以《隋朝儀禮》為主

彭彥華　 退溪「禮緣仁情」中的易學思想

夏福英　 論《詩經》中的君主治道思想

吳國武　 試論《毛詩故訓傳》的義理構造和儒學宗旨

林淑貞　 自然平淡與懲戒教化：朱子論詩要義及其對

《詩經》的承接與轉化

于梅舫　 心學「烏托邦」：錢穆《國學概論》之理路與

志趣再析

范麗梅　 經史子脈絡下的「經學」發展省思—重讀胡

適與錢穆的一個觀點

李暢然　 經學基本問題芻議 
李　 旭　 《尚書》政學視域下的《大學》本義

青山大介　安井息軒《書說摘要》（《尚書》注釋書）初

探—其考據學的特色

謝耀亭　 教人與教政：思孟學派政治思維的內在理路

徐興無　 有冊有典—中國早期經典的發生

虞萬里　 洪適漢魏石經著錄與研究

蔣秋華　 從家學論劉逢祿的《書序述聞》

朱漢民　 《六經》與《四書》的學術旨趣與思想張力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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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 120 周年暨第五屆明清史國

際學術討論會

天津‧2019.9.10-11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主辦　　　　　　　　　　　　 

馮爾康　 西南聯大教授的日常生活—以鄭天挺教授為

例並以他的《西南聯大日記》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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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轉變

張　 建　 八旗漢軍火器營制度考

沈一民　 1634 年後金對代北地區的侵擾

趙志強　 滿洲族稱源自部落名稱—基於《滿文原檔》

的考察

張玉興　 滿洲漢姓與八旗漢軍辨識

楊海英　 遼東佟氏家族由明入清考

甘德星　 康熙滿漢文遺詔再探

魚宏亮　 跨越地理環境之路—以明清時期「長城帶」

為中心的考察

崔　 岩　 評歐立德《乾隆帝》

劉鳳雲　 蠲免、捐納與康熙朝的地方錢糧虧空

羅冬陽　 清朝盛世的銀錢兩重構造世界

許　 檀　 清代河南的禹州商業—兼論禹州藥市的發展

脈絡

張海英　 明清商書中的商業倫理與商人意識

楊國安　 清代兩湖地區賦役實征冊籍類別述要

周　 健　 貢賦與市場：清代的漕糧市場化問題

蘆　 玲　 清代地方戲研究的前沿問題

吳建華　 明代蘇州的學術與學風演變

何朝暉　 明代政書的編刻與流通

張獻忠　 晚明科舉與思想、時政的關係考察—以袁黃

科舉經歷為中心

周文玖　 實學思潮與明清之際的史學

秦　 麗　 明末將領張春事蹟的傳播與書寫

劉文鵬　 雍正時期的西北戰爭與軍機處議覆制度的形成

劉　 洋　 閣臣差使：清代內閣大學士入值軍機探析

趙令志　 乾隆初次平准軍需滿文檔案評述

薛　 剛　 清代文官考核積弊探源

衣長春　 雍乾嘉時期直隸總督與轄區治理

杜常順　 16 世紀至 17 世紀前期蒙藏民族互動關係與明朝

周喜峰　 論清朝政府對黑龍江地區的行政管理

李仁淵　 畬民之間：清代東南山區的族群界線與國家治理

張振國　 清 代 邊 缺 久 任 與 苗 疆 政 治： 多 重 視 角 的 分

析—以貴州省文官為中心的探討

王日根　 藍鼎元治臺思想與實踐略論

林延清　 阿桂與伊犁屯田

熊遠報　 傳統城市的基本生活用品供應市場—以清代

北京居民的用水買賣為中心

唐立宗　 嚴立盜掘之禁：明代頒行礦法條例的歷程觀察

封越健　 清代本地會館舉隅

趙毅、武 霞　明代基層士人中的藍袍大王—傳統士人

精神的背叛者

陳寶良　 明清幕府人事制度新探—以「幕賓」「幕友」

「師爺」為例

段曉亮　 鄭天挺與羅常培的交誼

朱洪斌　 劉節的大學生活側影及其學術思想之趨向

張金奎　 明中葉錦衣衛「新增」職能略論

吳大昕　 因事繁簡，以供其職—明初雜職衙門設置情況

翟愛玲　 明代朝廷用人機制與南人北人之爭

鄒長清　 明代庶起士再探

黃阿明　 明初文官考核制度建立新論

吳德義　 在直書與臆想之間：朝鮮實錄對明初「魚呂之

亂」的歷史書寫

劉建輝　 從廣州、上海到日本長崎—清末西學是如何

逐步東漸的？

馬　 驪　 晚清外交與列強入侵：從不平等條約到清朝滅亡

李晟文　 從《中國近事報導》看清代法國來華耶穌會士

李明對儒家思想與文化的認知

龐乃明　 明清中國負面西方印象的初步生成—以明清

之際漢語語境中的三個佛郎機國為中心

何孝榮　 明代寺院經濟研究—以南京八大寺公田租稅

糾紛與訴訟為中心的考察

王榮湟　 論明清叢林禪堂修行生活制度

李慶新　 明清時期航海針路、更路簿中之海洋信仰

石野一晴 　瓶缽飄然隨處去—「朝聖導遊書」所闡明

的清代僧侶參學與全國聖地

陳支平　 明代關於「天妃」封號的論辯

張傳勇　 明清城隍神的等級性及其表達

鈔曉鴻　 景觀的迷失與錯位—基於明清地方誌的分析

羅曉翔　 鄉土情結與都市依戀：論晚明以降的中國城鄉觀

卞　 利　 明代中葉以來徽州總結性文獻的編纂與地域文

化認同的強化

周正慶　 素馨花與粵人風情

劉祥學　 明清時期地方官紳對南方鄉土形象的重塑

餘新忠　 昌化石興起歷史考辨—兼論歷史書寫中的個

人情結問題

金暻綠　 明初朱元璋的軍事認知與統治體系的整備

肖立軍　 明代薊鎮參將及路協增設沿革考略—兼談明

代九邊等軍鎮設置標誌

趙樹國　 文、武之間：明代巡海副使沿革考論

吳　 滔　 軍事資源的再配置：明代永州南境的衛所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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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譽翔　 楊牧散文中的原鄉意象

張期達　 楊牧與周作人

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　What Makes a Tradition? 
Yang Mu’s Poetic Conversations with the Past

張依蘋　 From the Eighth to the Ninth Solitude: On Yang 
Mu Poetical Phenomenon

利文祺　 Becoming an Animal: The Ontological, Ethical, 
Aesthetic Poems of Yang Mu

須文蔚　 楊牧臺港文學跨區域傳播影響論

楊宗翰　 論文學編輯楊牧

廖啟余　 陳世驤〈原興〉：戰後文學思想初探

許又方　 楊牧的中國古典詩論

施湘靈　 走向樂土的路—楊牧《詩經》雅頌研究

解昆樺　 楊牧〈形影神〉詩手稿之互文詩學

鄭智仁　 論楊牧晚期詩作的時間意識

蔡明諺　 兩張桌子：楊牧與夏宇詩作的比較

石曉楓　 記憶與靈光：楊牧「奇萊書」系列中的時間敘事

沈曼菱　 楊牧詩中的懷舊書寫

佘佳燕　 翻譯的藝術：論楊牧譯洛爾伽詩

（李佳凌）

24
空間視野與地方知識：空間人文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

臺北‧2019.9.20-21

　　政治大學華人主體性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主辦 　　　

許源泰　 論「中介中心性」人物：新加坡華人先賢關係

網絡的中介人

齊偉先、戚常卉　 雲嘉地區媽祖廟參香網絡的網絡分析

李宗信　 歷史地理資訊系統（HGIS）與歷史社會網絡

（HSNA）的整合應用：以日記和戶口檔案為主

的案例

Chris White　Introduction of OSAGE (Online Spiritual 
Atlas of the Global East)

張智傑　 空間視野與地方知識：臺灣民間宗教與空間分

析的回顧與展望

James Morris　Spatiotemporal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Land God Shrines in Taiwan

吳　 欣　 南船北馬：清代的大運河交通格局

楊峻懿　 清末水產知識的傳來與直隸水產講習所的創立

李小林　 《明史 ‧ 河渠志》及其「黃河」篇辨誤

朱亞非　 明清時期仕宦家族與基層社會關係探討—以

山東地區為例

王洪兵　 清代京畿協同治理模式初探—以順天府四路

同知為例

劉仲華　 騎馬抑或坐轎：清代國家制度下的官員出行方式

趙克生　 優出常典：明代鄉賢專祠的禮儀邏輯與實踐樣貌

倪玉平　 「文書治國」還是「書吏治國」？—清嘉慶

朝王麗南私雕官印案研究

常建華　 禮物：康熙琺瑯器與皇權

山本英史 　溺女與教誨—以中日兩國的殺嬰對策為中心

朱鴻林　 明儒薛侃擬議的揭陽鄉約

湯開建　 清順康時期江南省天主教的發展與繁榮：1644-
1707—以江南省天主教教堂、教友數量發展

為中心展開

陳　 鋒　 清代鹽務與造辦處經費、物料來源

黎志剛　 張之洞的經世思想和實業政策

徐　 泓　 明朝國號「大明」的緣由及意義

陳秀芬　 醫療、法術與性別—試析明代「信巫不信

醫」現象

方志遠　 「知行合一」的陽明解讀

王躍生　 清代中期不同生命階段夫婦居住方式分析—

以乾隆朝刑科題本檔案為基礎

歐立德　 大清論大明：《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滿譯考察

井上徹　 圍繞傳統都市的討論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23
詩人楊牧八秩壽慶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9.19-20

　　東華大學楊牧文學講座、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東

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主辦　　　　　　　　　　　　　　  

鄭毓瑜　 仰首看永恆：楊牧的《奇萊》書寫

石計生　 顏貌化楊牧詩學

奚　 密　 鐫琢之名：楊牧詩中的古希臘羅馬

王國璽　 楊牧詩學與中國傳統詩觀

吳冠宏　 人神之際—楊牧《疑神》的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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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虹　 開埠早期上海虹口地區城市景觀的演變

陳文豪　 中國古代陪都類型駁議

鐘　 翀　 唐宋時代江南城市的變遷—中古蘇州城市形

態之再考

夏增民　 明代武昌府城的城市空間

吳朋飛　 黃泛平原古城城市形態演化探析

楊　 華　 重讀譚先生《中國文化的時代和地區差異》

周宏偉　 《考工記》「營國」制度的新認識

吳宏岐　 乾嘉時期澳門鋪戶房屋租賃糾紛檔案所見鋪底

權問題

李勇先　 范子長《皇朝郡縣誌》輯佚與研究

任小波　 吐蕃與唐、回鶻、南詔三國會盟史事新探

吳軼群　 《禹貢》作者群相關問題分析

侯甬堅　 甘肅省武山縣鄧家堡農業生產環境變遷遺跡調

查識別

孫冬虎　 京津冀地區環境史研究的疑難和設想

鄧　 輝　 北宋「塘濼」湖泊群空間分與水系結構研究

陳業新　 明清時期黃淮水患與泗州古城的渰沒

尹玲玲　 歷史時期峽江地區的水資源與水環境問題

鮑俊林　 近三十年國際氣候變化傳統適應研究進展

鄭炳林　 晚唐五代宋初的回鶻道研究

李並成　 有關絲綢之路研究中若干學理問題的再認識

王振忠　 河湖環境變遷與市鎮興衰—以明清時代的蘇

北新安鎮為例

陸　 韌　 明代烏撒道的特殊作用與交通護衛管控模式探析

袁為鵬　 試析中國近代郵政的空間分布特徵

賈小軍　 漢代酒泉郡驛置道里新考

吳松弟　 以農為生，還是多種經營—明清泰順縣的經

濟發展

龔勝生　 二千年來中國經濟重心變遷的時空軌跡

李玉尚　 清代對江浙大黃魚漁場的管理

路偉東　 異質與涵化—絲路中國段的穆斯林人口研究

張永帥　 對外貿易與近代雲南城鄉市場變化

王　 哲　 近代中國綜合交通地理資訊的整合與 GIS 建設

孫宏年　 「史地學風」與邊疆研究的思考

楊偉兵　 晚清條約所見中緬邊界與地理認知

樊如森　 近代海外中國文獻數位化整理的學術價值

潘　 晟　 譚其驤先生與歷史地理文獻研究

丁雁南　 他山之石：英國的歷史地理學家們在思考哪些

問題？

姚大力　 「大明混一圖」上的兩個印度

洪瑩發　 流動的信仰：臺灣民間信仰的當代空間分析：

以白沙屯與馬鳴山為例

溫宗翰　 重層信仰圈：松柏嶺受天宮進香網絡與祭祀圈

的連結互動

丁荷生（Kenneth Dean）　Digital Humanities Tool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Southeast Asian Communities

吳　 疆　 Place, Space, and the Formation of Hangzhou 
Buddhism: A Regional Religious System (RRS) 
Approach

Oliver Streiter　Modeling the Spatio-Temporal Propagation 
of Cultural Attributes: Approaches, Metrics and 
Interpretation

詹進發　 自願性地理資訊 VGI 於地方社區調查之應用

林敬智　 從 GIS 到 3D 的宗教空間分析

張伯雍　 佛學地名規範資料庫的建置—以《參學知

津》為例

（政治大學華人主體性研究中心）

25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 20 週年《歷史

地理研究》發刊學術研討會

上海‧2019.9.20-23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辦　　　　　　　　  

王子今　 漢帝國交通地理的「直單于庭」方向

辛德勇　 歷史地理學的大模樣

劉志偉　 從社壇看珠江三角洲鄉村聚落的歷史

劉　 敏　 自然—人文耦合：城市自然地理學的理論與實

踐

李金錚　 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之經驗：由近代冀中定縣

談起

王社教　 新時代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要有

新作為

毛　 曦　 性質與地位：中國近代史家對於歷史地理學的

認識

張寶秀　 歷史地理學在地方學學科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

晏昌貴　 近 70 年來歷史時期疆域與政區變遷研究的主

要進展

胡　 恒　 百年清史地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王尚義　 流域與都城—以渭河流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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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丞良　 金末山東流民遷徙現象初探

丁義珏　 從自適到教化：北宋中期知州的公共景觀營建

活動

梅村尚樹　兩宋「記」類文體史料所見士人之交流及其

地域性

山口智哉　宋代紹興地域的士人移動與交遊空間的轉變

金甲鉉　 南 宋 初 期 湖 南 地 域 的 書 院 與 張 栻 的 士 人 網

絡—以長沙城南書院與嶽麓書院為線索

周曲洋　 試論宋代「戶」的性質及其流動

吳雅婷　 宋代文士的遠遊觀

求芝蓉　 金元「中州士大夫」與「中州文統」

邱軼皓　 與「共飲班朱泥河水」相平行的歷史記事及其

傳播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27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建院 40 周年院慶暨國際視野

下的秦始皇帝陵及秦俑學研究學術研討會

西安‧2019.9.23-25

　　陝西省文物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俑學研究

會、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主辦　　 　　　

劉慶柱　 秦始皇陵：從王國走向帝國的坐標—「陵墓

若都邑」與「都邑若陵墓」思考

王子今　 秦始皇陵考古與秦統一歷史意義的新認識

肖健一　 西耳村、尹王村秦墓中所見的西戎文化因素

楊　 瑾　 試論西茅坡電學院秦墓春秋末至戰國早期銅盉

的文化淵源

張　 寅　 東周西戎族群的遊牧生產模式及其所決定的秦

戎關係

王宏波　 從民俗學視角看「黃腸題湊」

田亞歧、 劉明科　寶雞平陽秦國陵墓研究中的相關問題

探討

許衛紅、 張楊力錚　咸陽市窯店鎮新見鑄錢遺物對咸陽

城北區布局研究的意義

田小娟　 新入藏東周金銀器

葛明宇　 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園出土的幾座小型兵俑陪葬坑

唐　 新　 丹淅流域秦墓初論

左　 駿　 鵔鸃之冠—論戰國秦漢之際的對羊紋金片

張鴻亮、李繼鵬　 洛陽地區戰國秦漢墓的秦文化因素

華林甫　 雄安新區地名規劃大綱

韓昭慶　 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數位化及研究

孫靖國　 明代官繪邊防地圖初探

霍仁龍　 20 世紀初期英印在中國藏南地區的考察及地圖

測繪研究

韓茂莉　 人地關係研究中的多元視角

王妙發　 期待考古地理學科的新發展

王元林　 拓展民間信仰的歷史地理學嘗試

趙炳清   歷史疆域研究範式的轉變

劉祥學　 明清時期南方官紳對南方鄉土形象的重塑造

齊　 光　 關於深入展開歷史軍事地理學研究的問題與方法

唐曉峰　 高梁西河與漕運

藍　 勇　 歷史時期中國酸食的地理空間變遷研究

余同元　 試論江南地域結構與地緣關係的近代轉型

陸發春　 地域文化景觀生成與價值演繹—清代安徽二

個案例的討論

鄭維寬　 明清時期縣域流土共治政治運作—以廣西宜

山為中心

段　 偉　 從歷史地理維度看中國的三線建設

（陳文豪）

26
移動、流動與互動：跨域的歷史與歷史的跨域 
―東亞地區青年學者遼宋夏金元史國際研討會

新北市‧2019.9.21-22

　　臺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主辦　　　　　　 　

馬曉林　 漠北與中原：元代國家禮制的時空變遷

溫海清　 中統建元至宋亡初年之間忽必烈身邊的對宋謀

臣—以金源舊人為中心的考察

曹　 流　 遠交近攻：南唐視野下的唐遼邦交

陳昭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書金事探源

渡邊健哉　南宋士人眼中的元代華北社會—以「祈請

使行程記」為線索

伊藤一馬　 北宋時期對西夏戰略與情報傳達

洪麗珠　 元朝渡江前後對南宋的和戰訊息考析

高井康典行　余靖看到了什麼？—以「契丹官儀」中

所記的「宰相」爲中心

李宗翰　 五代墓誌中的武人階級流動

山根直生　 北宋定州對遼境界的社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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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健、王寧　 秦漢時代的「封泥群」現象試探

黃錦前　 伯克父諸器析論

梁萬斌　 秦縣的起源

李雲豪、李振鵬　 秦始皇留在廣宗的遺跡傳說及剖析

吳小強　 秦簡牘與秦陵秦俑研究芻議

休伊麗　 千年古道—秦直道

后曉榮　 考古文物中新見秦代置縣考

蔣大鵬、李季真、南竣祥、申茂盛、武麗娜　考古發掘

及出土文物的數字化技術與應用

姚天琦、 孟中元　互聯網時代下的博物館公眾知識資源

建設

楊　 璐　 秦始皇兵馬俑彩繪膠料的氣相色譜聯用分析

胡道道　 文物保護中不可忽視的表面化學

朱君孝、李季真　文化遺產視野中的秦始皇陵考古與秦

俑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張群喜　 西安市高新區三皇廟壁畫現狀調查及病害評詁

研究

孟中元　 秦漢歷史文物考古類專題陳列展覽的數字化虛

擬展示研究

孔利寧　 從珍寶閣到敘事：我國考古遺址博物館的展示

演進

呂勁松　 秦始皇陵二號銅車潤滑考略

武麗娜　 多彩與尚黑—秦兵馬俑彩繪相關問題研究

容　 波　 秦俑保護歷程的回顧與展望

李秀珍　 秦始皇兵馬俑製作中的藝術與技術

張尚欣　 秦陵建築基址壁畫材質及製作工藝研究

蘭德省　 秦俑一二號坑新出土兵馬俑的保護修復進展

羅昔聯　 遺址文物病害與環境調控技術研究淺談

夏　 寅　 秦俑土遺址本體和環境調控保護研究進展

（陳文豪）

28
第六屆玄覽論壇―金針度人：活化古學．提煉

新知

高雄‧2019.9.25-26

　　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

金會主辦　　　　　　　　　　　　　　　　　　　　  

張志清　 十年來中國國家圖書館對古籍保護傳承的探索

徐憶農　 東亞彩印版畫的源流與在世界史上的價值

董　 睿　 銅蒜頭壺與秦文化的傳播

趙化成　 北大藏漢簡《趙正書》「白泉之置」釋文及相

關問題

辛怡華　 秦人在寶雞的早期足跡

董衛劍　 吳山遺址考古發現的一些認識

朱　 津　 論中原地區秦墓的識別問題

陳欽龍　 鄭州地區東周墓葬用玉制度

李銀德　 從閻良出土秦石坯看我國大型石作的起源

梁雲、段旭穎　 戰國秦陵對秦始皇帝陵的影響

周波、邢 藝凡、劉聰　獅子山楚王陵漢兵馬俑及相關問

題研究

李令福　 秦始皇帝陵園與秦都咸陽的關係

孫宏志　 秦始皇帝陵園空間尺度問題研究

王望生　 秦始皇帝陵園北區吳中秦墓地的發現和認識

王學理　 秦俑發現發掘真相史

張維慎　 談「跽坐俑」及其相關問題

張衛星、孫煒　 秦兵馬俑及古代陶土來源研究綜述

申茂盛　 秦陵出土異形箭簇辨識

任建庫　 兵鎮六國—秦兵馬俑性質新說

龍天一　 秦始皇帝陵內外城垣比值問題探討

申　 娟　 赤陶雕塑—偶像與形像

黃曉芬　 東部歐亞大陸視野下的巨大墳墓

孫嘉春　 秦始皇帝陵建造年代考證

靳　 寶　 史書求真的局限—以「沙丘之謀」為中心的

考察

宋　 超　 秦代政治與「功德」觀念

陳文豪　 秦簡中的文書行政管理

高崇文　 秦始皇出巡與秦文化的傳播

劉照建　 試論秦文化對漢代楚國的影響

謝高文　 析秦文化中的拿來主義

史黨社　 重識西戎

徐衛民　 秦封泥與宮室苑囿研究

李　 超　 秦「喪」類印考

姜修翔　 秦印文字部件 簡化現象探析

雍際春　 秦早期文化與狄文化初探

王偉、范曉萱　 秦私印著錄史略

劉景純　 關於秦楚文化差異的幾點認識

楊曙明　 秦靈公建吳陽上畤和吳陽下畤考

王　 健　 秦文明發展道路和歷史性格尋繹—人文化進

化論的闡釋為中心

柴　 怡　 西咸新區空港新城蒲家寨墓地的發掘與初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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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Globalization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30
近世東亞佛教文化：明清與江戶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9.26-27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末木文美士　 日本近世思想與佛教

曾堯民　 晚明天台宗幽溪傳燈在日本

李志鴻　 16 世紀東亞佛教、王權與紀念物：以琉球王國

為中心

陳威瑨　 澤庵宗彭的儒學觀

邱怡瑄　 文化中介者南浦文之（1555-1629）的修行與世情

渡邉麻里 子　了翁祖休（了翁道覺）一切經勸進的過程

與意義

鄭涵云　 圓空與木喰：江戶佛教藝術試探

錦織亮介 　長崎晧臺寺收藏中國曹洞僧的肖像畫—鼓

山永覺玄賢像和為霖道霈像

廖肇亨　 江戶初期詩僧深草元政研究序說

王　 芳　 三千法門至理同—試論江戶僧鳳潭之宋代天

臺理解（之一）

劉家幸　 18 世紀日本禪林與東亞漢文學之交涉：以京都

相國寺派梅莊顯常《小雲棲稿》為考察中心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31
世界漢字學會第七屆年會―「面向世界的漢字

研究重要領域及課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京都‧2019.9.27-28

　　世界漢字學會、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

中心、慶星大學韓國漢字研究所主辦，立命館大學白川

靜記念東洋文字文化研究所承辦　　　　　　　　　 　

何莫邪　 試探古代漢語語言學方法論

臧克和　 見、現分化，實際使用年代

河永三　 漢字：東亞「文字中心分明」之根源

朱崎祥　 論殷墟龜甲正反面卜辭的對應關係—以《殷

墟文字丙編》（一）為例

張燕嬰　 新世紀以來大陸古籍整理與研究情況概覽—

基於《文獻》雜誌的觀察

吳智雄　 劉向春秋學釐探

楊儒賓　 重回孔子：聖人怎麼背叛而成全了他的族群與

宗教

姚俊元　 論古籍數字化之標準和規範

林明昌　 籍無今古—後現代之後的書籍

鄭來長　 數位科技運用於古籍活化與傳布—以國立臺

灣圖書館為例

莊惠茹、徐健國　融攝古法創新思維：國家圖書館敦煌

文獻修復紀實

吳　 政　 智慧圖書館與新一代圖書館服務平臺

吳可久　 公共圖書館創新經營與智慧科技 iLib Guider 尋

書導引應用

如常法師　 永遠從關懷出發—談偏鄉閱讀推廣

鄭小悠　 引導當代讀者走近歷史現場的幾點思考

丁　 勇　 全媒體時代圖書館閱讀實踐—以南京圖書館

「閱讀馬拉松」為例

潘政儀　 公共圖書館做為知識傳播的媒介：以讀者為中

心的閱讀推手—以高雄市立圖書館為例

（國家圖書館）

29
全球化與文化：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十二

次研討會

臺北‧2019.9.26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　　 　　　　　　　

蔡明璋　 Does Global Consciousness Enhance Local 
Identity? The Case of Taiwan

曾瑞鈴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fluences of Western 
Culture on Taiwan

葉崇揚　 Globalisation and Welfare Nationalism in Taiwan: 
An Empirical Test

沈幼蓀　 Global Exposure, Loc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Distance -Case in Taiwan

陳志柔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Taiwanese and Other 
Nationals: Patterns,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薛健吾　 Balance of Power, Liberal Edition: How People�s 
Perceptions of China Affect Their Attitudes t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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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msaka Sutra（大方廣佛華嚴經）

黑維強　 清朝民國綏德契約文書所見方言詞彙、語音及

文字價值考察

樓　 蘭　 宋本《玉篇》有音無義字研究

陳英傑　 《六書通》名義釋疑—談《六書通》的「通」

與「附通」

汪少華　 俞樾手札疑難字辨析

姚美玲　 清代山西土地契約印章之研究

金　 赫　 「交」、「爻」同源字説

徐正考　 漢代銅器銘文異體字研究

段　 凱　 北朝石刻俗字溯源（三則）

韓小荊　 論「形近相亂」對文獻語言的影響

冷衞國　 杜牧《阿房宮賦》異文辨證

姜允玉　 戰國時期楚竹書中「其」之語法功能

喬二虎　 今文字形偽簡論

劉　 淩　 連詞語義、語法和語體的互動—戰國楚簡連

詞語體分布調査

劉雅芬　 從認知角度再談形聲字的教學—以新 HSK
三級核心動詞形聲字為例

李　 媛　 篆隸萬象名義的本文研究

海村佳惟 　日本「自寫本」漢字音訓研究—以日本國

寶岩崎本《憲法十七條》第三條為主

陳秋萍　 日本「自寫本」文獻的漢語生成—以國寶

《日本書紀》為主

海村惟一 　 日 本 漢 字 的 書 寫 及 其 異 體 類 型 的 綜 合 研

究—以日本「自寫本」為主

重信歩　 關於江戸時代寺子屋教育所使用的漢字教材

《小野篁歌字盡》

杉橋隆夫 　京都、上賀茂神社收藏「賀茂舊記」的史料

價値與分析視角

徐志學　 漢字聲類意象認知方法與漢字教學

王　 津　 漢語児童早期知識圖畫書閲讀理解的眼動研究

張德劭　 文字學研究中的語言中心論的桎梏

鄧章應　  「文字」術語所指的不同層次

汪旭婷　 國際専業期刊中關於第二語言漢字認知教育問題

李乃琦　 敦煌佛典異體字研究—以《一切經音義全文

檢索數據庫》的構建為基礎

李強、大形徹　 推拿手法「滾」字考

姜勇仲　 近代漢語同源字論

蒲芳莎　 非常造字簡議

趙平安　 訛字的形成機理研究

李圭甲　 韓國所藏華嚴石經初步研究

池田証壽　 日本古辭書數據庫的構建與漢字研究

朴晟佑　 周代「簠」形銅器的自明研究

董蓮池　 說毛公鼎「   四方大    不靜」

謝國劍　 說「琁」「璇」

白於藍　 釋「弔」

草野友子　 清華簡《封許之命》研究

名和敏光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雜占之

二》《上朔》及《祭》（一）綴合校釋

朱葆華　 關於明清信札文字釋讀的若干問題

門　 藝　 甲骨文「口」形探析

郭靜云　 先秦「率」「𧗿」「䢦」異體字用意之區分

佐藤信彌 　論清華簡《攝命》的「蒿京」與西周甲骨金

文中的「蒿」、「  京」

落合淳思　 字形的變遷—從甲骨文到楷書

鄒　 虎　 「歹」字形義探源

胡雲鳳　 說 
金愛英　 《禪門拈頌集》形似異體字考察

湯志彪　 戰國陶文梳理

郭瑞、鄭 邵琳　「文鏡萬象」之「商周金文智能鏡」研

發報告

李海燕　 隋代石刻楷書過渡性形體及其功能研究

曹　 潔　 從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系列韻書看唐代的

正字觀

宋洪民　 《蒙古字韻》中「麾」小韻系的特殊標音

張玉金　 論古文字考釋異說檢驗標準

賈　 智　 敦 煌 出 土 字 樣 學 著 作 與“Hanzi Normative 
Glyphs Database”

劉興均　 商周金文名物芻議

吳良寶　 出土戰國文獻地名用字考察

松宮貴之 　古代奴隸制與默刑—分析文物演繹墨子思

想的基底

末次信行 　筆寫文字的系譜—以殷末周初以前的標準

書體為中心

沈祖春　 「襲」字本義考辨及引申義邏輯關係梳理

出野文莉　 白川靜博士在海內外的學術影響

楊　 冰　 有關《人間詞話》中的「我」的概念—以

「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為中心

李在星　 Emptiness（ 真 空 ）as Fullness（ 充 滿 ）：The 
Chinese Characters Describing the Dharma Body

（ 法 身 ）of Vairocana（ 毘 盧 遮 那 佛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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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軍事批判

邱琡雯　 離返、留守與性別規範：1960-70 年代嘉義大

林的沖繩返回女工

王　 笛　 從工廠到舞臺：中國後社會主義時期「大媽」

的生活變遷

吳育珊、魏書娥　動物輔助治療的專業化位階與醫療拓

邊的能動性之探究—以臺灣狗醫生為例

曾瑞彬　 老無效？：脆弱性於南臺灣農村的民族誌研究

沈秀華　 「狼性」中國夢、「陽剛」中國因素：一個女性

主義的初探

黃長玲　 中國崛起與臺灣企業治理的性別不平等

楊芳枝　 “Coming Home”: Regulating Intimacy as/and 
Empire Build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Market

戴瑜慧　 家庭價值與文化統戰的匯流：中國崛起下臺灣

影視資本如何西進

黃孟雯　 西裝與香花：戰後初期臺灣「穿褲的」女性的

身影

吳克威　 集結／解散？—脆弱性的情感動員與世代政

治論述

林書怡　 離散與連結，性歡愉作為一種抵抗

劉亞蘭　 如何用 Grosz 的性差異概念，思考跨性別身體

的能動性？

蔡承宏　 一個情感轉向的女性主義論述：自我與受傷害

林津如　 從殖民創傷中復原：原住民族女性的災後重建

之路

Audrey Yue　Queer Resilienc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LGBT South in East Asia

游美惠　 性別平等教育在臺灣：相關爭議的探討與評析

蕭靖融　 國 中「 性 教 育 」 教 師 的 培 育 現 況 與 教 學 困

境—以性別平等的觀點出發

蔣琬斯　 中學教師推動同志教育之挑戰與回應策略

王儷靜　 12 國教課綱之性別平等教育：危機、轉機與未

來性

紀大偉　 脆弱性，能動性，從同志文學到身心障礙文學

邱大昕　 如果海倫凱勒是生在臺灣

顏妤安　 高中生涯規劃課本中的障礙與性別

趙恩潔　 女身、象徵資本與皮爾斯符號學：清真化妝品

與禮拜前儀式潔淨爭議的啟示

林浩立　 Ali‘i Nui Wahine：書信中的夏威夷女性領袖身影

潘美玲　 流亡印度的西藏婦女地位的變遷

Hew Wai Weng（丘偉榮）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eiling: 

于　 宏　 高麗（918-1392）朝鮮（1392-1897）王朝試策

述略論

劉本才　 高麗本《龍龕手鏡》重出字初探

申世利　 朝鮮文人李圭景的古器書目

梁英梅　 韓國固有漢字組詞能力考察

梁曉虹　 日本俗字初探

陶芳芝　 在越南的漢語俗字：從漢喃郷約文本看起

阮俊強　 越南的文字自民族中心主義評析

周　 兢　 漢字・漢字文化圈・漢字文明

呂明恆　 天主教喃字文獻裡字形省略現象

申雄哲　 文字形態素論再探

張春鳳　 納西東巴經中的渉漢文獻初渉整理與研究

（立命館大學）

32
2019 台灣女性學學會「脆弱性與能動性」年度

學術研討會

臺南‧2019.9.28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台灣女性學學會主辦　　 　

Nakano Lynne Yukie　Raised for  Career  Success 
or Domestic Service?: Single Women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in Three East Asian Cities

唐文慧　 從呂秀蓮到蔡英文：臺灣的婦女運動、女性參

政與社會政策

姜貞吟　 性別與政治參與：以地方選舉為例

黃淑玲　 國家女性主義的基石？再探婦運與國家的社會

資本

伍維婷　 雙人成舞？性別團體在當代中國拓展政治空間

的策略—女性主義官僚形成的可能

張君玫　 從分子演化的觀點看性別的脆弱

王　 穎　 行走在不被稱為「人生」的生命裡：重思生命

政治論述與後民權時代美國南方非裔貧民的行

動處境

林雅萍　 知識的不正義及其抵抗

林　 妤　 人、動物與社會處境：臺灣現代詩的身體和感知

蔡旻螢　 瞄不準的戰爭技術與現代性經驗：臺北大空襲

下的身體經驗與情感反應

陳定良　 基礎建設的介面思考：在全球南方重構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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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秋龍　 中國大陸以公共產品形式推進「一帶一路」建

設及其侷限

田正利　 探討兩岸投資關係之演變與發展

吳瑟致　 我國學術人才西進對兩岸關係之影響：以臺師

赴陸高校任教為例

劉文斌　 大陸對臺假訊息作為蠡測與防制

林賢參　 日本新安保法案與臺海安全

揭　 仲　 中共在南海的基地體系及其影響

劉晊華　 群雄圍攻下的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與挑戰

（國家圖書館）

34
歷史記憶與概念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10.4-5

　　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東亞文化傳統

及其現代轉型主辦　　　　　　　　　　 　　　　　　

高嘉謙　 戰爭與華教：檳城華人的歷史記憶

黃子堅　 Memory and Remembrance of the Kinabalu 
Guerrillas and the Jesselton Uprising of 1943 in 
Sabah, Malaysia

藍適齊　 在國族之外追悼：臺灣的二戰戰歿者與遺族的

記憶

林姵吟　 歷史的皺摺—吳明益《睡眠的航線》（2007）

中的二戰記憶

郭美芬　 以痛知名：試論白澳時代下華人的情感記憶與

認同

潘宗億　 近代中國救亡與革命文化記憶的多層形塑、挪

用與重構

黃雪蕾　 感官隱喻、感覺結構與集體記憶：以毛時代的

政治語言為例

于京東　 17-18 世紀法國社會中的「中國」印象—基

於地圖與版畫的歷史考察

劉瓊云　 魔女、移民創傷到知識構成：「靖難記憶」多

聲部

邱偉雲　 數字人文視野下歷史記憶的建構與再現：以《清

季外交史料》（1875-1911）中的涉日記憶為例

鄭文惠　 事件 ‧ 記憶 ‧ 認同：中國近代「國恥」觀念

的形塑

陳建守　 胡適、湯恩比與歐美文藝復興研究之反思

Middle Class Morality and Female Muslim 
Agency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黃克先、朱冠蓁　底層女性的「家」與無家之後：性

別、親密關係與工作貧窮

何思瑩、柯志哲　性別化的傷疤效果？檢視非典型工作

對於臺灣就業者日後進入典型正職可能性的影響

林曉憶、周玟琪　全人照護醫者之殤—探討我國精神

科醫護人員因應病人暴力風險管理之職業安全

現況與問題

吳心越　 「我們這種年紀的人」：中國養老護理員的勞動

生命流轉

吳東翰　 裹足而前：《桂花巷》女性身體改造與能動性

邱令潔　 我來，我見，我突破：《睡美男》的女性凝視

和身體

鍾昀珊　 反救贖：凌煙《寄生奇緣》的賽伯格身體

周寅彰　 女人院：姜貴《重陽》的女人身體與生命政治

余貞誼　 More Work for Mother：從新聞媒體再現來探究

資訊溝通科技下的新母職藍圖

孫嘉穗　 隨著慰安婦的故事巡走：博物館、媒體與網絡

串聯

方念萱　 我們是一體、要看我就看：親密伴侶監控分析

陳宜倩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Partner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Japan

廖珮如　 「爸爸媽媽不見了，爺爺奶奶消失了」：建立超

連結全球反性別運動

胡郁盈　 同婚運動構框中的「同志」與「國家」

勤定芳　 家、傳統與自我：臺灣同婚辯論裡的脆弱異性

戀敘事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33
前瞻 2020 年：中國大陸與臺海情勢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10.4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國家圖書館、中共研究雜

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主辦　　　　　　　　　　 　

蔡文軒　 停滯的制度化：重回毛左路線的「習掛帥」模

式

邵軒磊　 探索中國研究：歷年中國研究論文主題分析與

文字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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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嘉誼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的項聖謨作品

蔣方亭　 從仙山到實境—明代前中期紀遊山水之發展

變遷

陳冠男　 師其心而不師其蹟—北山堂藏品所見中國繪

畫的臨仿畫例

莫家良　 寫貌圖真—北山堂藏《竹笑蘭言圖》

陳芳芳　 弄花香滿衣—仕女畫中的「羅浮香影」圖

何嘉誼　 明代慶壽神仙人物畫

徐麗莎　 揚州畫壇—以《揚州畫舫錄》為研究材料

張藝議　 19 世紀初廣東文人畫家的鄉邦情結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37
朝向臺灣「新文學」：2019 臺灣文學學會年度學

術研討會

新竹‧2019.10.19

　　臺灣文學學會、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巴　 代　 臺灣原住民文學的新文學運動

翁勝峰　 被遮蔽的文化與文學：論 1895 至 1920 年臺灣

新學與「新」文學

劉怡臻　 臺灣日治時期的石川啄木文學受容—以吳瀛

濤、錦連、林書揚為例

呂美親　 「言文『不』一致」的起點：重論張我軍〈新

文學運動的意義〉及其時代

曾秀萍　 底層漂浪與家園政治：臺語女同志電影中的

「新鄉 ╱舊土 」
戴華萱　 娼妓文學的新視角—女性作家的娼妓書寫

許劍橋　 伴侶、創傷、我—臺灣近十年同志散文的新

生與逆襲（2010~2019）

張毓如　 從書面到空中：論反共文藝時期臺灣廣播劇的

文類發展及其敘事策略

邱昱翔　 臺灣紙芝居協會作品中的臺灣色彩

李順興　 擴增實境（AR）：應用於文學傳播和創作的初

步觀察

郭正宜　 從「資料庫消費」看流行歌詞—以五月天

〈洗衣機〉、蔡依林〈大藝術家〉文本分析為例

陳韻如、 王萬睿　鄉土視界：論「植劇場」的類型定位

與互媒實踐

陳允元　 當代臺灣日治時期「文學劇」的興起—《送

沈國威　 中西如何會通：赫胥黎的「宇宙過程」與嚴復

的「天演」

陳力衛　 《普通百科新大辭典》（1911）與新詞新概念

周志煌　 科玄論戰之外：「玄學」概念在民初學術思想

中的運用與對接

Kai Vogelsang　The Concept of “Class”in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Modernity

林少陽　 「哲學」與「宗教」之間：章太炎與明治日本

佛教界

朴英美　 19 世紀末韓中的近代認識：以《獨立新聞》和

《天演論》為中心

宋寅在　 從過去尋找未來—重新解釋「文明」、「天

下」、儒學與中國道路

（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35
2019 城隍文化國際學術論壇

臺北‧2019.10.16

　　財團法人臺灣省城隍廟主辦　　　　　　　　　　  

辜神徹　 臺北市的城隍信仰—兼談「夯枷」、「粧八

將」習俗

蔡亦竹　 家將陣頭與城隍—民間信仰裏冥界「臨在感」

吉　 凌　 城隍信仰與城市文明—兼談新加坡的城隍廟

和城隍爺

古家信平　 臺灣的土地神與沖繩

謝宗榮　 城隍厲祭傳統與普度賑孤信仰

郭哲銘　 金門城隍信仰的淵源與特殊傳統

廖鴻昌、 詹素貞、古家信平、周宗賢、蔡明志、中里亮

平　城隍信仰研究與臺北文獻學

（財團法人臺灣省城隍廟）

36
北山汲古：中國繪畫專題研討會

香港‧2019.10.19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　　　　　　　  

李蘊詩　 文俶—藝術代理人與贋品

吳秀華　 北山堂藏花鳥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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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亮　 內在化的木雕—橋本平八的藝術

徐柏涵　 1990 年代臺灣雕塑公共性淺探—以高雄市立

美術館雕塑公園之設置為例

（朱銘美術館）

39
Sinology–Chinese/China Studies–Guoxue : 
Their Interrelation, Methodologies, and Impact

Siegburg, Germany‧2019.10.21-22

　　德國奧古斯丁華裔學志漢學研究院和臺灣華裔學志

漢學研究中心主辦　　　　　　　　　　　　　　　

Victor Mair　The Present-day Methodological Status of 
Sinology

曾淑賢　Explo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search 
Platform for Digital Humanities and Its Services—

Taking the “Universal Typ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latform on Chinese Ancient Books” 
Established by the NCL as an Example

潘鳳娟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Missionary Sinology

Helwig Schmidt-Glintzer　The Chinese World in Three 
Keys, China Centrum Tübingen

Thoralf Klein　Constructing Objects of Knowledge: 
Transcultural  Layers  in the Formation of 

“Hakkaology” (Kejiaxue)
Ravni Thakur　Studying China in India: Academic and 

Popular Perceptions
任大援　The Rise of European Academic Sinology and Its  

Impact after the 19th Century,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Christian Soffel　Facing Guoxue, 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Exceptionalism: Some New Challenges 
for Contemporary “Western” Sinology

Peter Zarrow　Sinology and Heritage in Modern China
黎婉欣　Cangjie pian in the Peking University Collection: 

Some Thoughts on the Guoxue  and Hanxue 
Perspectives

胡龍隆　Transdisciplinarity – As Illustrated by Law and 
Literature in “Guoxue”

報伕》、《先生媽》、《臺北歌手》以及《日曜日

式散步者》

林　 妤　 《活版印刷小誌節》：臺灣當代詩跨界的「新」

創作形態

張晏菖　 「編輯者賴和」：戲劇新文類與 《臺灣民報》移

臺發行後的文藝欄（1927~1930）

張俐璇　 「寫生」年代：臺灣報紙副刊的「新文藝」樣

態（1949-1959）

梁慕靈　 論 1952-2016 年臺灣文學場域中報刊對張愛玲

及其作品的想像和形塑

申惠豐　 文學如何「有用」的教學思考—以「故事行

銷」課程作為個案討論

楊傑銘　 臺灣文學系所課程設計的新方向：以「報導文

學」課程設計做為討論案例

張琬琳　 文學聚落新思維：以文化領導歷史空間再生的

創意與實驗

李時雍　 從屬者的戰爭：太魯閣戰爭與新歷史小說

黃茂善　 遲來的，後殖民？《綠島》、歷史敘事與遠距

民族主義

陳琳婷　 續寫臺灣女性鄉土：新移民女性書寫的空間再現

蔡造珉　 舊瓶新酒，自出機杼—談鄭丰武俠小說的三

個特色

林祈佑　 臺灣文學與溝通幻象：現代主義，從心電感應

到 BB Call
呂政冠　 臺灣閩南語民間故事集中的語境詞分析—以

「就著啦」為例

（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38
2019 朱銘美術館國際學術研討會―藝樹：戰

後雕塑多樣性的探究

新北市‧2019.10.19-20

　　朱銘美術館主辦　　　　　　　　　　　　　　　

松本透 　現代雕塑中的木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

的木雕

Valentin Nussbaum（諾斯邦）　從貼紙法到硬紙板學：硬

紙板於現代與當代雕塑創作的運用與意義

林以珞　 臺灣戰後雕塑媒材轉變之探討—以朱銘雕塑

發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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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孟謙　 晚明虞山書院的生死輪迴之辨—兼論耿橘、

張鼐的思想立場

陳政揚　 《理學字義通釋》人性觀論析

羅雅純　 「德性知識論」視域下的戴震哲學

盧啟聰　 試論王充耘《書義主意》詮釋經義的進路

鄧秀梅　 明代歸寂說之演變

許華峰　 江聲《論語俟質》的考據方法與聖人觀

賴柯助　 王陽明對懷疑論的批評與回應：兼論朱子的

AHIE 定位

梁奮程　 再論宋明理學中「圓教」概念的意義：以程明

道、胡五峰為討論的核心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41
2019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宗教的

人文關懷與生命哲學

高雄‧2019.10.25-26

　　正修科技大學主辦　　　　　　　　　　　　　 　

李豐楙　 三官考校與出巡圖：一個道教的「謝罪與功

德」觀

常志靜　 金元時期全真教和道教法術的結合：對中國宗

教生活 某些特點的思考

加藤千惠　 《悟真篇》來源考

譚偉倫　 佛教與新時代的人文教育兼論佛教實踐

葉先秦　 移民與海外宣教：真耶穌教會近期的全球拓展

李忠達　 林兆恩九序心法在內丹學史上的意義

陳德和　 唐君毅道家超人文說之商榷

何清釧　 有與無

楊松年　 生命關懷與信仰文化—我從文學轉向信仰文

化研究的感想

戴碧燕　 析論《莊子》教學策略 對學生心性之啟發—

以〈養生主〉為例

范　 軍　 《太平廣記》神仙故事 與道教的生命關懷

丁孝明　 道家的生命智慧

蕭霽虹　 明清雲南道教醫學典籍初探

胡小柳　 從祈雪儀式看道教的人文關懷

金清海　 《道德經 ‧ 首章》多元面向的哲學詮釋探微

（正修科技大學）

Patricia Sieber　Is Si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Its 
Ow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ories? The Case 
of Chinese Song-Drama

黄渼婷　Crossing the Border: Towards an “Asian Sinology”

韓子奇　A Classic for the Nation-Stat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 in Early-Twentieth Century China

（德國華裔學志漢學研究院）

40
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 VI 學術研討會

桃園‧2019.10.24-25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儒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明清推動委員會主辦　　　　　　　　 

黃崇修　 論程明道識仁言說之實踐性義涵：「中正而誠」

視野下之還原與展開

游騰達　 朱子學思發展階段論—以朱澤澐《朱子聖學

考略》及相關討論為焦點

曾美雲　 明清婦女才性思想探析—以蒙書及女教文書

為中心

王慧茹　 經典詮釋的繼承、轉化與發明：以焦循、淩廷

堪、阮元為核心

郭芳如　 補天之憾？論明清之際儒學中的天人張力

楊晉龍　 清朝後期經解中的陳澔《禮記集說》：以兩部

《清經解》收錄書籍為範圍的探究

楊自平　 元代黃澤《易學濫觴》析論

陳睿宏　 明代朱升《易》學重要內涵之析論

袁光儀　 以無善無惡為體用—論李贄的龍谿學詮釋

史甄陶　 顧夢麟《詩經說約》興論研究

楊淑瓊　 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之闡析—以《宜山

會語》為核心之理解

林保全　 從經筵文本的角度探討真德秀《大學衍義》的

解經特色

劉毅鳴　 王船山對孟子「知言養氣」工夫的詮釋

詹秉叡　 略論四書學於朱熹學術系統中之定位

康凱淋　 折衷朱、胡：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的

解經方法

陳威睿　 論元代科考程文所反映的《春秋》學思維

林永勝　 「而」與「即」—理學初期的本體論建構

姜隆翔　 周敦頤「濂溪」稱號爭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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翳、中醫

喻永生　 尺八與觀音

蔣欣欣　 道家思想於護理團體之應用

朱柏諭　 道醫與現代預防醫學之關聯與應用

蘇永昌　 療癒三高的心得報告

羅涼萍　 陶弘景的仙學思想與養生觀

張秀菊、 黃棟銘　道教拔度科儀的終極關懷—以牽車

藏為例

勞格文　 道教如何改變我對宗教的理解

李豐楙　 玉格與天律：明初以後地方道壇受籙的權／能

問題

祁泰履　 墓葬中的文獻與地方道教

蕭霽虹　 從道士墓群考尋一個地方道派的源與流

高振宏　 道教地司太歲法研究

許　 蔚　 莫月鼎及其傳記資料的成立—以《元人畫莫

月鼎像》為中心

謝世維　 14 世紀道教的山水藝術：以龍虎山為中心

張超然　 本山、京闕與地方：明初龍虎山道士的多樣化

發展

高莉芬　 創世與救世：《瑤命皈盤》與臺灣西王母信仰

張　 珣　 道教與媽祖信仰的關係：從天妃的朝封與道封

思考國家與道教對於地方宗教的一陽一陰的雙

重治理

柏　 夷　 Buddhism in the Writings of Tao Hongjing (456-
536) —以《登真隱訣》的敦煌版本、《真

誥》剪輯痕跡為例

譚偉倫　 雲南劍川阿吒力教儀式傳統與道教

宗樹人、謝孟慶　文武佛道：廣東省英德市黃花鎮溪村

的醮儀文本與劇作結構

胡小柳　 從雲南文山瑤族《保畜科》看傳統道徒的祈望

阿旺嘉措　 道教與苯教的關係研究

丸山宏　 清末臺南曾家《太上三五都功版券職籙請法仙

簡》初探

林敬智　 當代府城延陵道壇開光儀式之空間分析與網絡

分析

林振源   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再續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42
冷戰時期東亞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19.10.25-26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韓國東國大學大學院國

語國文系主辦　　　　　　　　　　　　　　　　　　

張俐璇　 冷戰時期中美建交後的臺灣文學場域：以《文

季》文學雙月刊（1983-1985）為觀察對象

鍾秩維　 抒情的獨一與共通：王禎和個案

楊富閔　 戰後臺灣國語運動脈絡下的張彥勳《寫作教室》

許炳植　 臺灣的發現：趙炳華詩集《石阿花》中所體現

的雙重心象地理

李成株　 印刻在韓國戰後詩中的冷戰體制痕跡：以《韓

國戰後問題詩集》為中心

金大晉　 對 1960 年代涉及詩的音樂性的言論研究：以

宋稶的《詩學評傳》為中心

金尚浩　 金光林與余光中詩裏所呈現的鄉愁意識比較研究

林祈佑　 逃逸／飛航路線：白景瑞電影中基本設施的承諾

尹宥那　 日軍「慰安婦」題材電影《雪路》所見證的

「故鄉」

田泰昊　 1990 年代圍繞韓國動畫展開的言論及製片人的

實踐

嚴芝姬　 現代小說中「長女」的具體體現及教育的跡象

尹在敏　 東亞冷戰文化研究的轉換：上海漫游者金光洲

的武俠小說翻譯

金聖恩　 冷戰意識形態與崔仁勳的文學實踐

楊雅儒　 冷戰時期的兒女情話：論《殷海光 ‧ 夏君璐

書信錄》中的「關係／經驗」世界

朱雙一　 超克「冷戰—內戰」交疊構造與第三世界經

驗：陳映真思想的重要脈絡之一

黃美娥　 冷戰時期臺灣抒情傳統的建構—以易君左古

典詩歌論述行動為考察中心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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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

討會暨道醫論壇

臺北‧2019.10.26-28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中國嗣漢張天師府道

教總會主辦 　　　　　　　　　　　　　　　　　　　

張意將　 天師道「觀」生命、宇宙進而演化出天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