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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

Recent Activities of  Research Institute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 國內

  1.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2.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3.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4.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0.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11. 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12.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13.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14.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15.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16.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17.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18.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19.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20.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1.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22.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23.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24.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25.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26.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7.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28.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29.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

30.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31.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32.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33.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34.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35.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36.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37. 國史館

38.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39. 國立故宮博物院

40.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41.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42.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43. 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 南大校區 )、華文文學研究所

44.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45.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46.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

47.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48.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49.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50.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51.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52.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53.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54.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55.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56.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57.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58.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59. 臺灣大學文學院

60. 臺灣大學哲學系

61.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62. 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63.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64.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65.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66.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67.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68.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69.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70.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 國外

71.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72. 美國哈佛大學

73. 香港中文大學

74. 香港城市大學

75.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漢學研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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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9　 黃一農　 曹雪芹的佚著《廢藝齋集稿》

108.10.31　 郭　 沂　 從價值結構看東西價值系統的差異

與匯通

108.11.22　 彭小妍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

蒙》新書座談會

108.12. 3　 趙陽陽　 書・版本・印本—古籍版本學研

究的與時俱進

108.12.18　 蔡明燁　 放映臺灣的軟實力：論臺灣的電影

節

2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8　 劉光能　 從比較閱讀到比較文化：李安《臥虎

藏龍》之武俠國粹與西風科幻《駭客

任務》對決程式之笛卡爾密碼

108.11.26　 羅　 青　 興遊美學與海上畫派：從改琦的「紅

拂」出發

108.12.23　 廖鴻基　 海洋閱讀

108.12.26　 秦兆雄　 談日本解讀應用《論語》與《孟子》

的社會文化背景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0 月 1-31 日舉辦「以人為鏡—人文領域生命

書寫」主題書展。

2. 本系 10 月 18-19 日舉辦第 26 屆 「金聲」全國中文研

究生論文研討會。

3. 本系與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明清推動委員會主辦，中央

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承辦之「2019 年宋明清儒

學的類型與發展 VI」學術研討會，於 10 月 24 -25 日

在本校舉行。

4. 本系、中國訓詁學會於 11 月 15 日主辦「第十四屆中

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

5. 本系 11 月 8 日舉辦「2019 經典活化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康來新　 大師談經典—說紅樓

劉少雄、卓清芳　 高教現場的經典活化—談宋詞、清詞

胡川安　 經典與生活美學—從京都談經典與生活美學

方妙鳳、趙淑瑩　 國教現場中的經典活化

饒　 俊　 民間影視傳媒的經典活化—談如何以優質的影

視作品活化經典

3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13　 林敬智　 GIS 在史學研究中的應用

108.12.17　 王汎森　 余紀忠講座：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於 12 月 26 日與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

辦「看的視覺與物質文化史：一個全球史的角度」學

術研習營。講師：賴毓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2. 本所於 12 月 27-29 日與中央大學師培中心、臺灣歷

史博物館、成功大學歷史系合辦「2019 臺南古蹟與博

物館的考現學」臺南博物館田野調查。

3 本所與桃園市政府主辦「2019 桃園學系列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1　 張弘毅　 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的理念與實踐

108.11.18　 林煒舒　 眷戀桃花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桃園

眷村計畫的執行歷程

108.12. 2　 陳倩慧　 知識、在地生活與共學行動：木藝

生態博物館與大溪學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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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月惠研究員 108 年 12 月 9 日至 109 年 9 月 30 日獲

科技部核定為 108 年度（第 57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

人員赴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研究。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 10 月 24 日舉辦「古禮研究新視野工作坊」第五

場討論會，由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劉千惠助理教

授主講，講題：「從〈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一段談養

老之制」。

2. 本所 10 月 25 日舉辦「沈潛與探新：中國文哲研究所

三十週年所慶論壇」。

3. 本所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舉辦「移動：交會於五

世紀」學術研討會。

4. 本所 11 月 14-15 日舉辦「經學史重探 (I)—中世紀

以前文獻的再檢討」第四次學術研討會。

5. 本所 12 月 12-13 日舉辦「情動與批判：現代文學／

文化中的語言、身體與政治」學術研討會。

6. 本所 10 月 3-4 日舉辦「翻譯德勒茲：德勒茲思想的

翻譯、轉化與創造」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張小虹　 翻譯之影

黃建宏　 潛殖下的翻譯

彭小妍　 情動力：德勒茲的斯賓諾莎論如何翻譯—

「表現」或「體現」？

楊凱麟　 字詞的問題化作用與概念的前個體化場域

李育霖　 擬造：後人類視野

陳佩筠　 思考之必要，遇合之偶然：德勒茲的「學徒鍛

鍊」與「符號」

李鴻瓊　 共含平面（Plane of Consistency） 

鄭如玉　 德勒茲之創生簡圖：以徐冰為例

涂銘宏　 「分體」：重思遊戲與分身

蔡善妮　 從孔竅聆聽多重整體：德勒茲「虛（擬）」的

老莊詮譯

林宛瑄　 觀音低眉、佛祖俯視：臉性機器在《血觀音》

及《大佛普拉斯》中的分子化流變

李書雨　 精確而無法辨認：從當代水墨畫到翻譯

7. 本所 11 月 7-8 日舉辦「當代生活美學工作坊：以茶

道為中心的探討」：

4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12　 魏竹君　 李明維參與式藝術中的陰性好客與

正向批判性

108.11.12　 何炎泉　 看熱鬧？看門道？書法欣賞入門

二、出版訊息

1. 議藝份子 ‧ 第 33 期

108 年 10 月，篇目：〈華喦《村童鬧學》中的樂與

真〉（盧俊傑）、〈化妝品廣告中女性的多重審視—

以 1918 至 1925 年間《申報》中旁氏廣告為例〉（張

育晴）、〈身軀若勇國會強：1930 年至 1933 年間《臺

日畫報》中的運動圖像初探〉（張慈彧）、〈新加坡國

家收藏（National Collection）的建立〉（江祐宗）、

〈試析林布蘭特風景畫中之宗教意涵—以《石橋》

（Landscape with a Stone Bridge）為例〉（蔡和純）、

〈初探聖塞西莉亞圖像在 18 世紀的新意與轉變〉（林

采樺）、〈荒野上的悲劇—埃德英・藍道西爾（Sir 

Edwin Henry Landseer）蘇格蘭高地紅鹿狩獵圖像研

究〉（黃懷義）。

2. 藝術學研究 ‧ 第 24 期

108 年 10 月，篇目：〈新王后和她的西班牙式禮服：

雅客柏•安波里所繪《瑪麗亞•梅迪奇和法王亨利四

世的婚禮》（1600）中的服裝描繪與其意涵〉（葉嘉

華）、〈閱讀威廉•霍加斯的《賈里克扮演理查三世》

圖像：作為劇場文件與社會文本〉（林雯玲）、〈有緣

千里來相會—臺北聖家堂彩繪玻璃的前世今生〉

（于禮本）、〈真謬之間如如觀：凱吉音樂中的禪意解

讀〉（彭宇薰）。

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1. 雷之波助研究員自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帶職帶薪赴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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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佩暄　 後魯迅時代的病態中國：盛可以《錦灰》與韓

松《醫院》三部曲的疾病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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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本所 12 月 13 日舉辦「禪學思想史—從傳統到現

在」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廖肇亨　 看話禪在明清

嚴瑋泓　 忽滑谷快天與近代臺灣佛教研究—以曾景來

為中心

周玟觀　 明清之際禪堂風光—以晦山戒顯廬山道場為

例

劉家幸　 禪宗與東亞文化交流

果幸法師　 曹洞宗正偏教義與默照禪之關係

吳孟謙　 元代禪法思想探悉

柳幹康　 永明延壽與其放生

曾堯民　 諸說並立—早期禪宗的發展樣貌

森慈尋　 黃檗宗與日本近世臨濟宗永源寺—警策與齋

堂的比較研究

森慈尋　 永源寺的歷史、景觀與文獻

12. 演講、座談、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3　 郭梨華　 先秦儒道哲學對於「中」的繼承與

轉化

108.10. 7　 歐陽開斌　 木心、伊卡洛斯—藝術家、

Romantic Bildung—一份研究提綱

108.10.14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幽默與嚴肅：杜

甫的雞柵

108.10.26　 李育霖　動物教我們什麼？

108.10.28　 田曉菲　從經國大業到喫時下飯：文選，文

話，文運

108.10.30　 Bart Dessein　China on the “International＂Scene: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108.11.12　 趙思木　沒入歷史長河的「學界巨人」— 

近代日本古文字學家高田忠周生平

考述

108.11.18　 劉威志　世變詩學、詞體特質，與遺民新

說—「淪陷／易代」作為方法

108.12. 2　 鄧國光　唐文治先生推尊方宗誠評點之經教

主講人    　　講　                   題 　　

周　 渝　 正靜清圓

何心鵬　 從海德格爾、老子和茶道談「靜」的現象

林淑文　 王夫之《莊子解》在茶道哲學的應用

余安邦　 以氣機導引做為生活美學的殘餘

鍾振宇　 香氣的哲學探討

何乏筆　 公共道場—關於紫藤廬的文化意涵

林俊臣　 中國書法人—書關係問題析論

8. 本所 11 月 19 日舉辦「明清朱子學的變遷」研究工作

坊：

主講人    　　講　                   題 　　

莊民敬　 明代通禮書對朱熹「曲禮」說的繼承與轉化 

劉千惠　 朱軾《禮記纂言校補》探析—以〈月令〉、

〈檀弓〉二篇為例

劉柏宏　 《禮記集說大全》引用朱子經說探析

羅聖堡　 郝敬論辨《易》圖的學術史定位

呂政倚　 王夫之對朱子「人性、物性」論的批判—以

《讀四書大全說》為核心

陳繪宇　 陸象山與韓儒李寒洲「心即理」之比較—以

道德動力根源為中心

江俊億　 山崎闇齋與朱子的「心」論比較研究—以心

性論、理氣論為中心

蔡至哲　 明正學在乎尊朱子—淺析朝鮮正祖對朱熹的

尊崇

9. 本所「魏晉南北朝與周邊世界」讀書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27　 黃則彰（Harrison Huang） 　顏延年「三月三

日曲水詩序」：山東在於劉宋的帝

國想像

108.12.25　 趙立新　《宋書》中的東北亞政治與文化：

由〈蠻夷傳〉談起

10. 本所 12 月 10 日舉辦「雛鳳清聲： 文哲青年學者冬

季論壇」：

主講人    　　講　                   題 　　

余雅婷　 Mutual Encounters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Ricci and Ruggieri’s 

Dicionário

梁奮程　 從牟宗三的政治哲學論述主權與政治正當性

羅聖堡　 郝敬論辨《易》圖的學術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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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1　 王甫昌　 臺灣族群概念的內涵、崛起與轉

變：概念史的考察

108.10.24　 黃舒楣　 襲產、記憶與懲罰：再現東亞城市

的殖民時期監獄承繼及保存

108.10.28　 丁仁傑　 女神拯救父權社會？！女性成神歷

程中的性別對話與靈驗展現

108.11.16　 吳　 紅　 榮耀逝世巫師：中國內蒙古的記

憶、儀式與墓葬祭場

108.11.25　 張　 珣　 標準化與帝國隱喻：從天妃的「朝

封」與「道封」談起

108.11.27　 朱芳儀　 「佛祖」、「政治犯」和「大哥」：綠

島文化遺產及其當代挑戰

108.12. 4　 許嘉麟　 異國料理技藝及文化的習得：法國

廚藝學校學習歷程探討

108.12. 9　 張仁和　 文化心理學於人類認知之近期研究

回顧與展望

108.12.18　 陳如珍、容邵武　圍城紀事，或關於香港還

有甚麼沒說的？

108.12.30　 Derek Sheridan（謝力登）　Why Taiwan Mattered? 

讀冷戰時代美國在臺灣「中國」人

類學的口述歷史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 11 月 8-9 日舉辦「你在焦慮什麼？」—族群問

題與族群治理論壇。

2.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國家海洋研究院於 12 月 15-16 日主辦「跨越黑

潮：臺灣東方海洋文化探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3. 本所 12 月 6-8 日舉辦「近現代日本哲學／思想與心

理學的相遇（II）」研習營：

主講人    　　講　                   題 　　

黃文宏　 修行、身體與共通感覺：從湯淺泰雄到中村雄

二郎

陳一標　 意識・虛無・空性：西谷啟治哲學中自我的否

定與肯定

范淑文　  淺談日本兩位國民作家：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

廖欽彬　 田邊元的種的邏輯與九鬼周造的偶然哲學及情

緒論

廖肇亨　  河合隼雄與佛教

要義

108.12. 2　 藤田正勝　日語與日本的哲學

108.12. 3　 宋　 琦　 近世東亞三教圖的再省思

108.12. 5　 胡曉真　風聲與文字：從歌謠運動回思非漢

語的漢字傳述

108.12. 9　 楊小濱　歡樂、遊戲與諧趣：管管的頑童詩

學

108.12.10　 莎拉維耶娃（Olga V. Solovieva）　遷徙、記

憶與跨語際主義：談黑澤明如何改

編阿爾謝年夫的《德蘇•烏札拉》

108.12.16　 張誦聖　「理論」與文學研究：幾點閱讀心

得

108.12.19　 姚治華　意識的記憶論證：基於陳那的重構

108.12.27　 邱彥彬　治理與革命：從《科學怪人》與

《1984》談起

108.12.27　 黃冠雲　典籍、中國、古代世界

三、出版訊息

1. 日本江戶時代古學派對朱熹《詩》觀之批評

張文朝，108 年 10 月。

2. 今古一相接： 中國文學的記憶與競技

楊玉成、劉苑如主編，108 年 11 月。

3. 中國哲學的當代議題：氣與身體

林月惠主編，108 年 12 月。

4. 中國哲學義理的詮釋類型與論爭

周大興主編，108 年 12 月。

5. 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詮釋探問

  黃冠閔、梁奮程主編，108 年 12 月。

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7　 周玉慧　 華人家庭價值觀之意涵與流變

108.10. 9　 劉龍心　 國族起源與近代中國的歷史書寫

108.10.14　 Maple Razsa　A Radical Experiment with 

Ethnographic Form: Live Interactive 

Docu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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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5　 任天豪　 檔案運用及歷史研究—以中研院

近史所《外交部檔案》為例

108.11.26　 傅樂吉（Sergey Vradiy）　Two 19th Century 

Chinese and Korean Papers about 

Russia

108.12.12　 徐保安　 再造「已仕人材」：京師大學堂仕

學院的開辦緣起與影響

108.12.12　 楊思機　 指稱與實體：中國「少數民族」的

生成與演變

108.12.17　 馮　 進　 江南腔調：當代中國的美食懷舊與

中產階級的建構

108.12.18　 王志勇　 流亡港臺傳統派知識分子「文化中

國」意識探論—以《民主評論》

為中心（1949-1966）

108.12.19　 汪正晟　 解剖自己也解剖別人—青年自我

實踐與延安整風

108.12.24　 和文凱　 Public Welfare and State Legitimatio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33-1780), 

Japan(1640-1895), and China (1684-

1911)

108.12.26　 朱瑪瓏　 輪船用煤與19世紀中葉東亞的英、

美帝國主義

108.12.27　 郭琦濤　 明朝中晚期徽州的宗族、商人與貞

節觀念

108.12.27　 余華林　 20 世紀 2、30 年代知識界對貞操的

現代詮釋

三、學術活動

1. 本所 11 月 22 日舉辦「超越 1945 ／ 1949 之外：時代

變遷與政治抉擇的東亞經驗」學術研討會。

2. 本所 11 月 28 日舉辦「西方經驗與近代中日交流的思

想連鎖」2019 研討會。

3. 本所 11 月 28-29 日舉辦「海關與近代中國」國際學

術研討會。

4. 本所 11 月 29 日舉辦第四屆「東亞外交史的新視

野—外交史研究的新見解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5. 本所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舉辦「近代貨幣史之新

視野」學術研討會。

6. 本所 11 月 22 日舉辦 2019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年

楊祖漢　 韓國朝鮮朝儒學的現代詮釋

三、出版訊息

馬淵東一著作集第四卷

田彌生主編，108 年 12 月。

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張力研究員於 108年 11月 1日起退休。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4　 任智勇　 1850 年前後清政府的財政平衡問

題

108.10. 8　 徐相文　 韓戰與金日成的權力鬪爭

108.10.17　 賴毓芝　  「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

成立與其相關圖像的製作

108.10.21　 卜正民（Timothy Brook）　Completing the Map 

of the World, 1644: Cartograph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Lecture 1. Taipei, 1644: Drawing the 

World from China

108.10.22　 蕭小紅　 1930 年代民國政治下的上海城市

社會動員

108.10.24　 卜正民　 Completing the Map of the World, 

1644: Cartographic Exchange between 

Ch i n a  a nd  Eu rope—Lec t u r e  2 . 

London, 1644: Drawing China from 

the World

108.10.25　 韓敬山　 喇嘛服下的軍統格西：臺灣的西藏

學之源歐陽無畏

108.10.26　 孫慧敏　 近代上海：一座賃居者城市的形成

108.10.26　 蘇聖雄　 蔣介石的秘密檔案

108.10.31　 許文堂　 釣魚台群島與中國的海域觀

108.11.19　 李沛霖　 公共交通與城市嬗變—以民國

「政治首都」與「經濟首都」為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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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芳如　 明清之際儒學中的天人張力

林峻煒　 明清之際儒學天人觀與治理思想

林勝彩　 清初浙西遺民理學的流衍—以楊園學派為中

心

周敘琪　 近代中國家政概念的變遷

艾靜文　 Refreshingly Experimental: Wang Ji’s ( 王畿, 1498-

1583) Dialogic Crafting of Confucian Arguments in 

Terms of a Buddhist Lexicon

9. 本所 12 月 21 日舉辦「現代中國的戰爭、政治與外交

（十五）」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江佳威　 如何管理首都：抗戰前的南京警察與社會管理

體制

曾寶滿　 戰間期日本的區域秩序論述與社會思想之匯

流：從蠟山政道的「亞洲門羅主義」批判到

「東亞協同體」論

林亨芬　 戰爭與通訊：日本在滿洲設置軍用有線電信之

探析（1904-1922）

施純純　 抗戰時期圍繞著「民主」的爭論

四、出版訊息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 第 105 期

108 年 9 月，篇目：〈科舉制度與清末上海書業市場：

以崇德公所和書業公所為中心的探討〉（徐世博）、〈另

一場新文化運動—梁啟超諸人的文化努力與五四思

想界〉（周月峰）、〈青年政治運動之底蘊與兩難—

以浙江各縣戰時政治工作隊為例（1938-1940）〉（汪

正晟）、〈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

族政治（1928-1949）》〉（呂迅）。

2. 傅秉常日記

 「民國三十七─三十八年」、「民國五十一─五十四

年」，傅錡華、張力校註，108 年 11 月。

3. 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04），張寧，108 年

12 月。

度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王裕明　 徽州文書與徽商研究

游博清　 清代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簽發的國際匯票探

究

李佩蓁　 侵漁抗租—清代臺灣邊區的開發利益與訴訟

吳景傑　 清代後期重慶竊盜被害者的選擇與訴訟風氣

衛姿伃　 清代中後期張家口稅關的財政應對與對皇室財

政的貢獻

鹿智鈞　 「因地制宜」：清朝吉林將軍轄區的地丁錢糧徵

收制度

賴惠敏　 滿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

毛傳慧　 法令與經濟利益之間—明清蠶桑的發展與制

約

7. 本所 11 月 27 日舉辦「海關與海洋史」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濱下武志　 海關資料與近代東亞史研究

林貞儀　 誰是書寫者：海關醫官的來華因素與教育背景

黃寶雯　 打狗為何開港？—《天津條約》的談判過程

與臺灣開港的提出

陳令杰　 奪小民之利？論海關兼辦大清郵政與民信局的

競合關係

江豐兆　 清末海關鹽務調查初探：以兩淮鹽場為例

林易澄　 從米糧業試探二戰對華中商業網絡之衝擊—

兼與海關統計資料所見比較

8. 本所 12 月 13 日舉辦 2019「近世儒學與社會工作坊」

研究計畫成果分享座談會：

主講人    　　講　                   題 　　

何淑宜　 祀典與地方政治：以江浙地區的人物祠祀為中

心

張繼瑩　 清代山陝甘邊防空間的變化與地方社會

何威萱　 新視角下的明清學術思想研究—以聶豹、方

東樹為中心

楊正顯　 反思陽明後學研究—從「王陽明門人考」談

起

魏綵瑩　 孔教的救贖與經世：陳煥章宗教思想研究

丘文豪　 調節與嚴分：清中晚期的理學風潮與嚴格程朱

學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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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昇一　 臺灣、朝鮮的舊慣調査與習慣法比較

李命鍾　 日帝殖民地臺灣及朝鮮的 ｢ 戶口調査規定

洪良姬　 帝國日本與殖民地朝鮮的「離婚」判例比較研

究試論

許雪姬　 在滿洲的臺灣女性 1897-1941

林正慧　 日治時期六堆人的滿洲經驗

黃子寧　 由旅券資料看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宗教活動：基

督教部分

王麗蕉　 旅券資料庫的建置過程、內容特色及未來運用

4. 本所 11 月 15 日舉辦「白色恐怖研究：臺灣白色恐怖

歷史概覽編纂計畫期末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林正慧　 二二八事件後的特務們

楊麗祝　 從爆炸案到爆「詐」案—官方檔案與口述歷

史的映證

曾文亮　 白色恐怖中的罪與罰 1：動員戡亂時期的特別

刑法及其實踐

林政佑　 白色恐怖中的罪與罰 2：動員戡亂時期的軍事

審判

陳百齡　 從政治檔案中尋找言論獲罪者的身影

三、出版訊息

1. 臺灣史研究 ‧ 第 26 卷第 3 期

108 年 9 月（108 年 11 月實際出刊），篇目：〈積泥成

埔：清代臺江內海「港口濕地」的築塭與認墾〉（李

文良）、〈1920 年代臺灣的書房教育：以鄭家珍《客中

日誌》為觀察中心〉（詹雅能）、〈冷戰與去殖民：美

國政府對戰後初期臺灣獨立運動的試探與評估（1947-

1950）〉（陳翠蓮）、〈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

展望〉（蘇瑞鏘）。

2.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8 年度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編，108 年 12 月。

3. 黃旺成先生日記（二十）一九三四年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108 年 12 月。

4.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底層社會：臺灣與朝鮮

陳姃湲主編，107 年 12 月（初版）、109 年 12 月（再

刷）。

5. 古典日文解讀法

劉元孝，95 年 8 月（初版）、98 年 9 月（一刷）、108

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7　 許瑞君　 偏鄉小社團的在地經驗與調查

108.10.29　 翁佳音　海賊系譜：一個研究的反省

108.10.30　 沈翠蓮　 學校與外部資源的正向連結：偏鄉

學校的運作模式

108.11.14　 葉爾建　 試驗場、農林牧業與美屬菲律賓時

期的殖民科學

108.11.18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　Suminokura, Caron 

and Yiguan, Three Bold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Heritage

108.11.19　 林秀幸　 族群的相對論

108.11.25　 Victorino Manalo　菲律賓國家檔案館數位化

與所藏閩南華人史料概況

108.12.10　 路丹妮（Táňa Dluhošová）　臺灣人物傳記知

識本體庫（TBIO） 與地方菁英研

究：課題與展望

108.12.11　 張素玢　 如何建構傳記資料庫

108.12.17　 伍漢騏（Rudolph Ng）　19 世紀拉丁美洲華

工權益的發展

108.12.24　 鍾淑敏　 戰爭動員與戰後審判：二戰時期臺

灣人在印尼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 10 月 24-27 日舉辦「第五屆東亞環境史學會年

會」。

2. 本所 11 月 21-22 日舉辦「近二十年臺灣地方志成果

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3. 本所 10 月 18-19 日舉辦「跨境與境內：殖民地支配

政策研究」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曾文亮　 日治時期臺灣入出境的制度研究

李昇燁　 在留禁止的制度與實例

朴贊勝　 1895-1919 年朝鮮與臺灣的地方制度改編比較

崔惠珠　 在殖民地朝鮮、臺灣進行的幣原坦教育活動比

較研究：以在朝鮮的教育活動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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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31　 倪管嬣　 執拗低音價值的再追尋︰鎌倉新佛

教中心史觀之近代性與普世化轉向

108.11. 4　 延廣真治　 明清文學與江戶落語

108.11. 6　 邱貴芬　 音像與網路時代的歷史敘述模式：

從《賽德克・巴萊》、紀錄片《霧

社・川中島》到維基百科的「霧社

事件」

108.11. 7　 Peter M. Jones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James 

Watt (1736-1819) the Engineer Who 

Power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08.11.15　 齋藤智寬　 《續高僧傳・感通篇》閱讀札記

108.11.18　 Aude Lucas（盧秀珠）　Dreams that Rebounded 

Over and Over Again: Rewritings and 

Disillusion in 17th and 18th Century 

Chinese Tales

108.11.20　 Hilary A. Smith（司馬蕾）　Science and Sustenance: 

Dietary Guidel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108.11.21　 Peter Sturman　Signatures and Inscriptions of 

the Song Literati

108.12. 3　 李永迪　 王者之藝：安陽殷墟手工業考古學

研究

108.12. 5　 葉書珊　 秦簡訛變字「 」辨析

108.12. 9　 Haun Saussy（蘇源熙）　Something Evermore 

about to b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mong the Disciplines

108.12.11　 王　 謙　 最早的變形顱習俗和起因探討

108.12.12　 Frédérique Valentin　Flexed or Extended: Thoughts 

on Past Burial Practices Interpretations

108.12.12　  秦　 健　 The Linked Archive Project: Acquiring 

Knowledge from Metadata Descriptions

108.12.13　 倉本尚德　   日本學界的道宣研究回顧

108.12.16　 陳　 劍　 張家山漢簡《金布律》「煮濟潦」

探微

108.12.17　 林佑庭　 萬那杜北部 Lapita 早期陶器來源分

析：以萬那杜（Vanuatu） Makué 遺

址為例

108.12.17　 蔡靜婷　 阿里山區域史前切鋸技術的實驗考

古分析

年 12 月（二刷）。

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1. 歷史學門劉錚雲研究員自 11 月 1 日起退休，並自該

日起獲聘為兼任研究員。

2. 林聖智副研究員自 12 月 13 日起升等為研究員。

3. 李貞德研究員榮獲「第 63 屆教育部學術獎」。

4. 劉欣寧助研究員榮獲 2019 年「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

獎」專書寫作獎。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4　 何朝暉　 明代的印刷與行政

108.10.19　 海老根量介　日本學界《日書》研究的回顧

與展望

108.10.21　 徐少華　 羅山高店曾子季卷臣器組及曾季氏

析論

108.10.24　 Hilde De Weerdt（魏希德）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Tang Mirror Literature:  From 

the Learning of Emperors to the 

Comparison of Monarchies

108.10.25　 Anatoly P. Derevianko　Recent Discoveries in 

the Altai and Issues 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Humans

108.10.29　 Laure Dussubieux　Glass in Southeast Asia

108.10.29　 Claudia von Collani　A German Jesuit at 

the Imperial Court: Kilian Stumpf, 

Astronomy, the Art of Glass, and Rites 

Controversy

108.10.30　 沈宇斌　 瘧疾研究的全球網絡與近代中國熱

帶醫學的形成

108.10.30　 Christophe Sand　Austronesian Settlement of the 

Polynesian Homeland: Archaeology 

and the End of the Lapita Trail

108.10.31　 吳政緯　 論朝鮮清心丸的流行與清代遼東社

會︰以燕行文獻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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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教授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主講，主題：

「全球科學、考證學與明清的學術思想史」：

日　  期　　　講　                   題 　　

108.12. 2　 考證學在明清的歷史意義

108.12. 4　 重新思考前近代科學史與明清歷史

108.12. 6　 全球科學與前近代東亞史

7. 本所同仁學術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7　 趙金勇　 馬祖列島灘岸考古調查的發現與意

義

108.10.14　 黃銘崇　 殷墟末期的青銅器：從「分器」角

度的考察

108.10.28　 陳熙遠　 清朝政權的交替與轉折二題：（一）

《要緊補遺檔》與康熙、雍正政權

交接之際的「實錄」，（二）嘉慶

「咸與維新」考辨

108.11.11　 鄭雅如　 北魏鮮卑諸王的婚姻與爵位繼承

108.11.25　 王汎森　 宋明理學與政治行動：以 19 世紀

以降若干人物為例的討論

108.12. 9　 顏娟英　 涅槃變圖像的發展：從西魏麥積山

石窟到初唐敦煌莫高窟

108.12.23　 郭素秋　 臺灣「大坌坑時期」的提出：新的

史前文化架構試案

四、出版訊息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 第 90 本第 4 分

108 年 12 月，篇目：〈金門浦邊貝塚遺址的文化內涵

和分布範圍〉（陳維鈞）、〈揭示若干組商代的樂歌樂

舞—從甲骨卜辭「武湯」說起〉（王子楊）、〈西漢

早期的天地模型—以馬王堆帛書《地剛圖》及《堪

輿》為中心〉（黃儒宣）。

2. 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

生命刑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二十，108

年 12 月。篇目：〈新舊《唐書．刑法志》的比較研

究〉（黃正建）、〈論宋太宗的法律事功與法制困境—

從《宋史．刑法志》說起〉（趙晶）、〈元代法律形式

與法律體系的構建〉（劉曉）、〈秦漢律令中的婚姻與

奸〉（劉欣寧）、〈元代姦非案疑題試解〉（洪金富）、

108.12.17　 廉海萍　  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鑄銅技術

108.12.19　 廉海萍　 先秦時期銅鼎鑄造技術的演變

108.12.20  Andre Wakefield   Leibniz and the Science of 

Innateness

三、學術活動

1. 本所 11 月 1-2 日舉辦「Europe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World beyond Europe 歐洲啟蒙與歐洲以外的世界」國

際學術研討會。

2. 本所 11 月 13-14 日舉辦「舊社考古學與族群溯源」

學術研討會。

3. 本所 11 月 30 日舉辦「學術社群、知識生產與歷史書

寫—《新史學》三十週年研討會」。

4. 本所 10 月 18 日舉辦「法制史青年學者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連啟元　 明代宗藩犯罪的審判依據與裁決

曾美芳　 在嚴懲與慎刑之間：明代「監守盜」律的法律

抉擇

黃琴唐　 從主婚權到婚姻同意權—清末民初的中西法

理競逐

陳韻如　 別居的權利史：立法活動與司法實踐（1911-

1949）

古怡青　 從鹵簿看唐朝皇帝巡幸的駕行法制

李如鈞　 名過於實：大不恭罪在北宋時期的轉變

5. 本所 11 月 4 日舉辦「科學史歷史學傑出學人演講暨

國際學術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Jed Z.  Buchwald　 Isaac Newton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洪廣冀　 An Art Studio, a Publishing House, and a Bank: 

Assembl ing Places  for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Botany

郭文華　 You’ve Got the Point? Acupuncture and the 

Techno-Politics of Bodyscape

雷祥麟　 The Birth of Science as Cultural Authority in 

China: Tianyanlun (On Heavenly Evolution) in the 

Post-1895 Debate

張谷銘　 Multiple Authorship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

6. 本所 2019 年「傅斯年講座」，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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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實踐

108.11. 6　 丁凌凜　 突破自我的勇氣—我寫網路小說

及出版的經驗

2. 本所於 12 月 14 日舉辦「Awakening 原藝覺醒工作

坊」：

主講人    　　講　                   題 　　

雅柏甦詠・博伊哲努　 傳智條例的緣起

臣姳曄、巴努・巴嘎暮暮　邵族傳統智慧專用權成果分

享

林三元　 傳智條例的實踐—以奇美部落案例為例

劉智濬　 樂舞歌謠及展演

12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5　 胡明光　 越南漢文教學歷史回顧

108.10.21　 邱正略　 古文書在地方史研究中的運用

108.10.24　 王政文　 近代臺灣基督徒社會網絡的研究方

法與實務

108.10.28　 K r z y s z t o f  B i e l a w s k i　E x e m p l i  G r a t i a 

Recons t rc t ion  o f  the  E leus in ian 

Festival

108.10.30　 傅樂吉（Sergey Vradiy）　印象與現實：俄羅

斯對臺關係初探

108.10.31　 林燊祿　 情與欲

108.11. 7　 魏　 堅 　 北魏六鎮軍政地位的考古學觀察

108.11.21　 顏尚文　 臺灣地方志編纂與田野調查

108.12. 4　 蘇全正　 民間信仰與臺灣歷史的發展

108.12.12　 古怡青　 居安思危：唐朝皇帝入蜀與蜀道交

通

108.12.19　 王萬雋　 蠻夷猾夏：「蠻人」的秦漢六朝史

108.12.18　 周婉窈   如何看待臺灣島史

108.12.26　 吳修安　 湖泊、景觀與空間：唐宋時期鄱陽

湖的空間演變

二、學術活動

1. 杜子信助理教授 10 月 15 日至高雄文藻外語大學德文

〈秦漢時期的死刑與暴屍、埋葬〉（水間大輔）、〈唐代

死刑發展的幾個轉折〉（陳俊強）、〈清代到日治時代

臺灣統治理性的轉變—以生命刑為中心的地方法律

社會史考察〉（林文凱）。

3. 安陽發掘簡史

石璋如遺稿，李匡悌、馮忠美輯補，108 年 8 月。

10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3　 陳福濱　 《易經》哲學的現代意義

108.12.11　 傅樂吉（Sergey Vradiy）　俄羅斯漢學史中的

海參崴東方學院

108.12.11　 傅樂吉　 俄羅斯在 19 世紀中國的形象

108.12.17　 于成寶　 論《易傳》哲學體系的構建—以

相類「範疇」的連结為中心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與臺文創應所於 10 月 4 日合辦「文學與語言的

多元視界」學術研討會。

2. 本系 11 月 14 日主辦「性別、圖像、知識：東亞漢學

新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

3. 國際漢學系列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12　 錢南秀　 追尋賢媛：開拓東亞漢文化圈的女

典視域

108.11.15　 朴永煥　 韓流文化與東亞主體性

108.11.21　 張　 鳳　 張愛玲在哈佛大學：改變現代文學

史的生態譜系。

11
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學術活動

1. 職涯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30　 陳睿穎　 劃界也跨界—一位臺文畢業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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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3　 呂建鋒（呂捷）　 歷大無窮

108.11.14　 王震邦　 新聞與歷史：職涯與選擇

三、出版訊息

中正歷史學刊 ‧ 第 22 期

108 年 12 月，篇目：〈西漢西域的軍政管理—西域

都護、戊己校尉拾零〉（林宏哲）、〈「白登之圍」雙方

用兵策略比較〉（陳美容）、〈唐代浙江宗教信仰與地

域性格—以陳碩真叛亂為中心〉（吳李洋）、〈神僧與

妖僧—北宋僧智悟斷臂祈雨考〉（林君憲）、〈試探閩

南泉州地方神祇廣澤尊王的生平與祖源〉（毛帝勝）、

〈臺灣清領、日治時期的神明會買賣契約文書—以嘉

義溪口曾家古文書為例〉（官志隆）、〈朴子高明寺與地

方社會的互動初探〉（呂國瑋）、〈再造民主—論李登

輝時代修憲的原因〉（王郁中）、〈淺析 Kenneth Burke

對 Hayden White 之影響〉（齊冠凱）、〈評《唐代高層文

官》〉（劉竣承）。

13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術活動

本系與中國經學研究會、香港浸會大學中國傳統文

化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 10 月 26-27

日舉辦「第十一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出版訊息

中華詩學 ‧144 期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編輯，中華詩學雜誌社發行，108

年 12 月。

14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5　 劉家幸　 一葦渡江海—明清渡日華僧之詩

文考察

系演講，講題：「夢幻與血腥之間：格林童話真相的

探索」。

2. 本系、朝陽科技大學、松山教育事務基金會於 10 月

19-20 日舉辦 2019「跨域交流與海上絲路文化國際學

術研討會」。

3. 中正大學歷史系、歷史系系友會於 10 月 26 日主辦

「108 課綱與教育翻轉：歷史教育的現場、接軌與挑

戰」工作坊。

4. 朱振宏教授 11 月 13 日至東海大學歷史系演講，講

題：「由內亞文化視角重新審視中國史—從漢初嫚

書事件說起」；11 月 16 日至臺南誠品書店演講，講

題：「五胡是亂華還是興華：匈奴、鮮卑、蒙古、滿

洲與中華世界」。

5. 蘇全正助理教授 11 月 23 日擔任臺北保安宮「2019

臺灣文化與歷史系列講座」講者，講題：「九品芝麻

官—清代臺灣的僧官體系」；11 月 25 日擔任「嘉

義縣 108 年寺廟導覽講習會」講者，講題：「民間宗

教信仰」。

6. 本系、臺大全國夏季學院、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於 11

月 9 日主辦「2019 人文智略 ‧ 深耕領航—嘉義溪

口曾家古文書研習會」：

主講人    　　講　                   題 　　

溫振華　 古地契中多元的歷史訊息

曾嘉鴻　 曾振擔任兩屆溪口鄉長的施政與治績

邵慶旺　 古文書紙質檢測與修復

蘇全正　 詩比圖像更近真—曾家老照片所見溪口張氏

「笑園」考

官志隆　 日治時期「寺廟整理運動」政策下的神明會解

散書初探—以嘉義溪口曾家古文書為例

7. 本校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歷史學系於 12 月 5 日

主辦「2019 人文智略・深耕領航—觀音在嘉：觀

音信仰與靈性生活研習會」：

主講人    　　講　                   題 　　

顏尚文、蘇全正　觀音信仰在雲嘉南地區的發展與現況

見臻法師　觀音信仰與嘉義縣玉山岩香光寺暨香光尼眾

佛學院圖書館

自衍法師　觀音菩薩經典介紹、梵唱與手抄體驗（觀音

菩薩十二大願）

8. 職涯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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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國際研討會」。

4. 本所詹閔旭助理教授於 11 月 27 日舉辦「文字的複

調—跨媒介文學實驗工作坊」。

5. 本所 12 月 16、20 日舉辦「國際學者講座—美國加

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Howard Chiang（姜學豪）副教授」

主題演講。

16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吳政憲副教授獲頒本校 108學年度教學特優。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3　 楊智傑　 當歷史人文遇上數位遊戲：臺南在

地的實踐

108.11. 6　 莊仁傑　 東南亞華人：中國史或東南亞史？

108.11.15　 蔡明純　 近代臺灣與東亞女性旅人群像

108.12. 6　 黃聖松　 春秋時代的「賦」—以《左傳》

為核心的考察

108.12.11　 顧雅文　 為樹寫傳記—全球與在地視野下

臺灣金雞納樹的社會生命史

108.12.13　 李　 浩　 究人冥天之際：新見唐代墓志銘的

人文價值與意義

108.12.17　 廖敏淑　 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

之歷史實像

108.12.18　 胡　 坤　 選海浮沉—宋代基層文官的仕路

掙扎

108.12.20　 陳弘音　 從音樂到制度、從經學到史學—

《周禮》六樂的「復原」與「建構」

三、學術活動

侯嘉星助理教授 11 月 30 日參加中國近代史學會第

11 次工作坊活動並發表新書《機器業與江南農村：近代

中國的農業工業轉換（1920-1950）》；12 月 19 日至社團

法人臺灣山林歷史文化資產學會主講：「一個山林各自表

述：從高山農場與大雪山林場談起」。

108.11.22　 李　 浩　 空間敘事與時間雕刻：唐園語唐詩

的互動研究

108.12.13　 涂艷秋　 從世間到出世間—論《高僧傳》

人物品鑑中的世俗標準

108.12.20　 李秋菊　 激情和想像譜就的華麗樂章：彈詞

《再生緣》之「奇」探析

二、學術活動

本系於 10 月 18-19 日主辦「第 13 屆通俗文學與雅

正文學—『文學與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

15
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7　 陳念萱　 香料、靈性—走在麻六甲、尼泊

爾、恆河邊

108.10.22　 黃俊銘　 臺灣流行音樂在中國：情感、記憶

與政治

108.10.23　 瀟湘神　 從妖怪推理論臺灣的可能

108.11. 4　 黃崇凱　 對了，不如來寫小說吧

108.11.14　 胖胖樹（王瑞閔）　從張騫到哥倫布：從人

類的旅行看植物傳播與地景變遷

108.11.18　 陳芷凡　 想像共同體的（未）完成：金門籍

南洋作家的華語語系表述與反思

108.12. 5　賴萱珮 　  數位典藏跨界轉譯創新應用—以

歷史地圖散步與 CCC 創作集為例

108.12.26　 石岱崙　 臺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課程演講 

—《賽德克・巴萊》的中「德」

翻譯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 11 月 11、20 日舉辦「駐校作家 —Stephan 

Thome（施益堅）系列講座」，分別進行主題演講及創

作工作坊。

2. 本所陳國偉副教授 11 月 22 日主辦「後人類人文與科

幻」工作坊。

3. 本所與臺灣人文學社於 11 月 23-24 日主辦「人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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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14　 洪秉澤　 經營社群基地的經驗與觀察

108.12.14　 胡芷嫣　 非虛構寫作：找到藏在細節裡的魔

鬼與天使

108.12.23　 簡汎傑　 博物館展示—跨領域的專業對話

19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蘇敏逸老師榮升教授。

2. 李淑如老師榮升專案副教授。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29　 吳燕娜　 夾邊溝勞教營記事敘事和電影如何

建構「文化創傷」

108.12.13　 陳良基　 博士這條路—科技大爆炸時代，

臺灣的機會與挑戰

108.12.16　 柳幹康　 佛教的傳播與開展

108.12.16　 錢錫生　 《蘇園六紀》—談地方景物文化

的風華再現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與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

合辦「201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2 月 6 日

在金門大學舉行。

2. 法國哲學漢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訪臺系列演

講：

日　  期　　　講　                   題 　　

108.11.11　 沒有文化同一性：但我們捍衛文化資源

108.11.12　 論真生活（一）：論真生活

108.11.14　 論真生活（二）：不是美好生活，不是良善

生活，不是幸福生活

108.11.18　 論真生活（三）：失落的生活

四、出版訊息

成大中文學報 ‧ 第 67 期

108 年 12 月，篇目：〈從因祭論清華簡〈程寤〉的祭

祀〉（鄭雯馨）、〈談《上博五・弟子問》「飲酒如啜水」

17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學術活動

1. 本系 12 月 18 日舉辦第 45 次教師學術論文研討會：

教　師    　　論　　文　　題　　目 　　

洪逸柔　 記錄與傳承：從清抄《白羅衫・看狀》身段譜

到當代折子戲

2. 本系 12 月 25 日舉辦第 18 次碩士班學生學術論文研

討會：

碩士生    　　論　　文　　題　　目 　　

余聖舫　《桑青與桃紅》裡的「父權面對」

郭鎮奇　 臺灣棒球小說裡的運動員心態—以〈封殺〉、

〈紅不郎〉為研究對象

18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14　 楊小濱　 懷舊、批判與反諷：臺灣新電影與

現代性

108.11.12　 黃崇憲　 共產黨宣言

108.11.26　 陳煒智　 百老匯大時代：21 世紀的前 20 年

108.11.29　 蔡政良　 返潮彼時的生與死：2019 大地藝

術節的影像與跨界創作作為一種潮

間帶民族誌

108.12. 1　 施岑宜　 在瑞芳辦學—新村芳書院的小鎮

文藝復興運動

108.12. 6　 楊聰榮　 太平洋兩岸華人移民與臺灣人移民

的類型比較

108.12. 6　 洪玉儒　 1980 年後南加州臺灣移民社區史

編寫經驗分享

108.12. 8　 王甫昌　 臺灣族群概念的內涵、崛起與轉

變：概念史的考察

108.12.11　 孫　 煒　 我國運用政策工具推動客家族群主

流化之省思

108.12.11　  曾嬿融　 那些年我們一起推動的性別平等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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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尼爪哇蘇丹宮廷文化系列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27　 K. R. A. Tejo Bagus Sunaryo　印尼梭羅蘇丹

宮蘇丹宮廷文化：傳統理念、宗教

儀式、藝術表演

108.11.28　 K. R. A. Tejo Bagus Sunaryo　梭羅宮廷軍樂

之遺緒

108.11.29　 K. R. A. Tejo Bagus Sunaryo　宗教歌曲 Santi 

Swara 與 Laras Madya：伊斯蘭教義

與梭羅宮廷爪哇宇宙觀（Kejawen）

的融合

21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7　 趙文豪　 域見新視野—文學與創意的 3D

跨界實驗

108.10.18　 成潤淑　 韓國的中文教育

108.10.18　 張泰源　 韓國中文系的語言學教育

108.10.24　 吳茂松　 文學，生命的終極關懷—我的宜

蘭經驗和文學路徑

108.11. 4　 黃于倫　 沒想到這樣也能作書封—Power 

Point 玩設計

二、學術活動

本系 12月 17日舉辦「2019吳沙文化論壇」：

主講人    　　講　                   題 　　

陳　 復　 由吳沙開墾蘭陽平原來省思族群議題

胡川安　 從殖民主義的觀點思考噶瑪蘭的開發

陳進傳　 吳沙開蘭歷史定位及其爭議

蔡佳芳　 從空間維度到歷史軸線：故居經營之路

田運良　 詩詠吳沙・文學開蘭：在地微旅行演繹

及其相關問題〉（金宇祥）、〈漢唐文本所見的李陵現象

及其生命抉擇〉（汪娟、陸穗璉）、〈《群書治要》與貞觀

之治—從君臣互動談起〉（林朝成）、〈周作人的文學

思想（1902-1923）—兼論其與五四新文學運動之關

係〉（陳俊啟）、〈宋春舫的旅行書寫及世界想像：以《海

外劫灰記》與《蒙德卡羅》為例〉（羅仕龍）、〈作為隱

喻性的竹塹／新竹符碼—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

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陳惠齡）。

20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6　  神奇海獅（李博研）　畢業以後的世界……

我們面對的挑戰與機遇

108.11. 4　  鄭麗榕　 漁民、科學家與博物館：臺灣美人

魚儒艮的文化史

108.11. 5　  Peter M. Jones　跳出框架思考：驅動工業革

命的工程師詹姆士・瓦特

108.11.15　  包樂史　 Three Bold Entrepreneurs in the 17th 

Century

108.11.18　 嚴智宏　 文化流動融合的現象：以東南亞的

佛教、伊斯蘭建築為例

108.11.23　 范文俊、裴光雄　東南亞的印度教化與大乘

佛教的興起

108.12.18　 趙恩潔　 當實驗室是棲息地，而物種是生物

文化回應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9 月 7 日至 10 月 24 日舉辦「地圖超展開—臺

南四百年古地圖特展」。

2. 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東亞環境史學會主辦，

成功大學歷史系協辦之「第五屆東亞環境史學國際會

議」於 10 月 24-27 日在本校舉行。

3. 本系 11 月 23-24 日舉辦「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傳承工

作坊—飯後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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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7　 雷傳平　 慎言納行—由《論語》看孔子的

說話藝術

108.10.23　 錢錫生　 用歷史化石擊發思想光芒—談電

視系列片《蘇園六紀》的創作

108.11.22　 曹春茹　 中國文化在東亞的傳播與影響

108.12. 5　 曹明升　 統序的建構與清代詞壇的經典化進

程

4. 常態性學術研討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30　 沈惠如　 儀式與預示—論電影《盂蘭神

功》對戲曲文化的隱喻

108.11.25　 林季芸　 老子「心」論探析

108.12.27　 鍾正道　 張愛玲負評小史

三、出版訊息

1. 東吳中文學報 ‧ 第 38 期

108 年 11 月，篇目：〈融貫性詮釋—用郭象以《老》

注《莊》為例展開〉（楊穎詩）、〈元結撰、顏真卿書

〈大唐中興頌〉碑主旨新探〉（楊化坤）、〈方以智《瞻

旻》的亂離書寫與孤臣心志〉（謝明陽）、〈戴震的

「理—禮」視域新探—以《孟子字義疏證》為中心〉

（施盈佑）、〈論花東卜辭同版異文現象〉（胡雲鳳）。

2.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 第 48 期

108 年 12 月 31 日，篇目：〈由高適、岑參作品探析

盛唐邊塞詩中天朝意識與華夷觀念〉（陳濟安）、〈明

《六十種曲》「家門」析論〉（張啟超）、〈性與死：論

邱妙津〈水甕裡的紅蠍〉中的「死亡本能」〉（林政

誼）、〈論轉化格中的神／魔性化：以報紙標題為考察

對象〉（陳宣方）。

23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學術活動

本系 109 年 1 月 7 日舉辦「陶晉生講座」成立大

會。

22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1　 于長妏　 文科人的商場進擊和晉級

108.10.22　 段存馨　 臺灣電影現況—你不能不知道的

新導演們

108.11.14　 許仙瑛　 漢代瓦當

108.11.21　 馮忠芳　 泰國漢語教學發展新動態及其動力

機制

108.11.26　 任明信　 滄海桑田—與任明信淺談生活中

的閱讀

108.11.29　 黃一農　 曹雪芹佚失的著作《廢藝齋集稿》

108.12. 5　 謝昕璇　 C 式人生，勇敢追夢 去想做不到，

去做意想不到

108.12. 9　 李　 崗　 真誠與真相

108.12. 3　 王志榮　 從鄉愁到不再相愁—留美生涯經

驗分享

108.12.11　 謝　 璇　 看電影，約嗎？影展的幕前幕後

108.12.11　 翁正雄　 水意詩情—一小時就讓你掌握古

典詩寫作要領

108.12.13　 楊富閔　 花甲故事的流轉—從小說、電視

到電影

108.12.17　 林慶彰  　 臺港《詩經》研究異同

108.12.18　 鹿鶴松　 鹿人說甲—甲骨文的文化傳承與

現代文創的應用

108.12.20　 孫亞冰　 從甲骨文看商代的世官制度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2 月 3 日與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合辦「唐音探

索工作坊」，邀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林慶勳教授主

講：「唐音的材料及其探討方法」。

2. 陳逸文助理教授 11 月 21 日至臺北商業大學主講：

「靈龜輓歌—甲骨文字的占卜世界」。

3. 國學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4　 阮慧玲　 藍鼎文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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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從漢初「嫚書事件」說起

108.11.20　 周樑楷、胡昌智　西方史學方法與理論在臺

灣的傳播

108.11.29　 王健安　 世界劇場：16-18 世紀版畫中的羅

馬城

108.12. 2　 張瑞林　 莎草紙學與古希臘羅馬的歷史

108.12. 5　 廖肇亨　 明清時期的宗教對話

108.12.13　 高明美　 圖畫書裡的生命教育

26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彭衍綸教授 108學年度休假 1年。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1　 許劍虹　 英烈的故事—口述歷史的寫作

108.10.22　 裴銀漢　 韓國朝鮮時代的韻書運用概況

108.10.29　 林繼富　 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

狀、困境與可持續發展對策

108.10.30　 林永發　 于右任的書法與太極

108.11. 5　 林繼富　 中國民間故事講述的語言智慧：基

於對《皮匠駙馬》故事的討論

108.11.15　 唐澄暐　 真的有怪獸：那些用虛構生物喚起

真相的作品

108.11.18　 鍾振宇　 跨文化視域下的莊子學

108.11.19　 舒兆民　 吃喝玩樂的華語文化教學

108.11.21　 陳金木　 經學文獻對經學研究可能的貢

獻—以敦煌吐魯蕃唐抄本與日本

漢籍抄本為例

108.11.25　 王樂怡　 海洋・印記・香港人

108.12. 6　 乃賴、伍薰　從萬歲到下半場：生活與創作

的連結

108.12.17　 林繼富　 「鄉村振興」與土家族「撒葉爾呵」

傳承新態勢 

108.12.27　 淺見洋二　文本的「公」與「私」—宋代

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

24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周芬伶教授獲聘為 108學年度特聘教授。

二、研究計畫

1.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周玟慧　 從手舞足蹈到口議心思及其他：中古肢體動作

動詞詞義演變研究

林香伶　 從新南社、南社湘集到北山詩社—後南社／

後五四時代的文學轉化與回望現象之考察

阮美慧　 歷史、敘事、重構：以陳千武詩學為例考察跨

語世代詩人文學的「跨越」軌跡

黃繼立　 「良知」與「良知工夫」：陽明學者的工夫隱喻

研究

陳慶元　 兩晉門閥士風與玄言詩嬗變研究

陳筱琪　 論《中原音韻》桓歡韻的語音基礎及漢語音韻

史之流變

劉淑貞　 風景的罪愆：賴香吟小說中的抒情主體研究

李忠達　 唐宋道教內丹學之演變

李忠達　 方以智聲韻學、樂律學的易學基礎

2. 其他單位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劉淑貞　 廢力計畫：（可能沒有用的）大一中文閱讀與

創作課程

李忠達　 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

三、學術活動

本系 11 月 23 日舉辦「與時俱進—古典文學的傳

承與新變學術研討會」。

25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13　 朱振宏　 由內亞文化視角重新審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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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3　 周霽恩　 練習做一個用手思考的人

108.11.19　  陳政偉　 我與真實的距離—在通訊社的日

子

108.11.26　 王德威　 小說與怪獸：華語文學變形記

108.11.27　 王德威 　 華夷故事：從花蓮開始

108.12. 3　 廖之韻　 從詩人到闆娘：詩創作與文創內容

經營

二、學術活動

東山彰良老師擔任本學期駐校作家，系列演講：

日　  期　 　　講　                   題 　　

108.11.12　越境文學、認同問題以及固有觀念的相對化

108.11.13　作家的日常生活，出道的契機

108.11.18　《火影忍者劇場版 血獄》映後座談

三、出版訊息

1. 月牙公主

須文蔚，臺北：秀威少年出版社，108 年 11 月。

2. 理想的讀本：國文 1

須文蔚等編撰，臺北：一爐香文化公司，108 年 12

月。

3. 看見機會：我在偏鄉 15 年

須文蔚，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08 年 12 月。

29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14　 曾令毅　 「厲」與地方社會：農村經濟的角

度與新發現

108.11.20　 洪健榮　 「臺灣陶都」鶯歌陶瓷產業的發展

與轉型

108.12. 3　 李毓嵐　 臺灣家族史研究與方法

二、學術活動

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歷史學系、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於 11月 1日合辦「沒有歷史的

人」論壇。

三、學術活動

本系 10月 19-20 日主辦「文的脈動：傳衍，越界，

轉譯」國際學術研討會。

27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2　 賴錦慧　 「山海國的抉擇」公民參與的反思

108.10.30　 張桂分　 從 SDGs 談如何與他人合作

108.10.30　 段洪坤　 我們與歷史的距離：你不認識的西

拉雅族

108.11. 6　 陳玠廷　 從有機 3.0 的倡議者看臺灣有機小

農的現況與出路

108.11. 9　 龔卓軍　 策展的路徑Ｘ《路徑》的策展

108.11.27　 劉冠妙　 以友善環境向糧食致敬：以生態農

業為基礎的食農教育課程發展為例

108.11.28　 方鈞瑋　 原住民族教育與博物館

108.12. 5　 吳楠箏　 交換生了沒？書卷多情是故人—

邂逅東華

108.12.11　 Richard Howit　Unsettling Settler Colonial 

Geographies: Sustainability, History, 

and Justice in Development

108.12.12　 鄭肇祺　 養殖漁業的韌性：石斑產業作為例

子

28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1　 利文祺　 臺灣同志詩選之編輯構想芻議

108.10.23　 簡士耕　 你的劇本不是你的劇本

108.10.30　 朱國珍　 閱讀《古正義的糖》與 Action

108.10.31　 巫維珍　 編輯的快樂—市場競爭下，出版

編輯能做什麼

108.11.11　 張雅涵　 Dare to dream—「程式麻瓜，我

追夢」跨界分享



總 153 期　民國 109 年 2 月（2020.2）頁 97-138　漢學研究中心　115

學 界 消 息

4. 本系「深波學術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5　 裴銀漢　 中國韻書對韓國韻書的影響—流

傳、翻刻、改編、創新

108.11.15　 蘇建洲　 說秦漢竹簡中兩個「揄」字的讀法

108.11.29　 蔡慶良　 陜西韓城春秋早期芮國大墓出土玉

器研究

108.12.19　 孫亞冰　 商末征伐陰美方的相關地點和時間

108.12.20　 林啟屏　 在傳世與出土之間—文獻隙縫中

的思想研究

5. 本系 11 月 2 日舉辦「道南論衡—2019 年全國研究

生學術研討會」：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武　 玥　 達治好正，清理識要—傅嘏之玄學思想與政

治表現

丘慧兒　 心有徵知：析論《荀子》中禮義道德之實踐可

能

張育豪　 荀子「誠」與「中」的觀念探析

龔昭瑋　 山居・記憶・僧人—以漢月法藏與三峯清涼

禪寺為觀察中心

李燕欣　 論謝肇淛《五雜組・地部》的地景書寫

盧亮廷　 國民孤憤英雄淚：「革命和尚」蘇曼殊的信仰

與實踐

陳思璇　 論程敏政《心經附註》「心學」修養功夫論

黃彥維　 《清華柒・趙簡子》史事補證

謝宜潔　 從《尚書釋天》〈胤征〉論盛百二對仲康日食

的論辯與解讀

程益丹　 署名王鏊所撰篇目真偽考

簡儀瑄　 《玉蜻蜓》故事寶卷研究

楊朝閎　 論楊萬里詩對「老」的書寫—以其創作歷程

為軸的討論

張芳瑜　 以事寓理：漢樂府中的「寓言詩」及其內容意

蘊

四、出版訊息

政大中文學報 ‧ 第 31 期

108 年 6 月，篇目：〈華人文化曠野的微光—華人文化

主體性如何重建與美感經驗如何省思〉（顏崑陽）、〈劉

阮故事的文本層次、語境變遷與意義轉移〉（許蔚）、

30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林宏明教授自 108年 8月 1日起接任本系系主任一職。

2. 陳碩文教授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8 月 31 日

育嬰留停 1 學年。

3. 本系 108 學年度起新聘黃庭頎教授為助理教授。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1　雷勤風　 抗戰勝利！該誰萬歲？國共內戰時

期的喜劇片如何算帳？

108.11.12　吳亮衡　 隱於文本的百年物質文化史

108.11.18　 蔡佾霖　 明朝人也懂的古文明—兼論馬雅

文字小知識

108.11.20　 畢恆達　 如何學術？怎樣論文？給論文初心

者的一堂課

108.11.23　 李瑞騰　 民國文學的域外流動

108.12. 5　 江　 鵝　 散文的日常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2019 深波甲骨學與殷商文明學術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4　 趙　 鵬　 殷墟甲骨鑽鑿佈局的整理與研究

108.10. 7　 方稚松　 同義詞和反義詞在甲骨字形義上的

體現

2. 本系「2019 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4　  池田知久　《老子》的哲學—形而上學、

存在論以及萬物生成論

108.10.18　 池田知久　性三品說的形成與展開—圍繞

人本性的平等和不平等

108.10.21　 池田知久　 近代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

3. 本系「2019 潘黃雅仙人文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11　 徐興無　 「六經」次序及其思想結構

108.11.13　 徐興無　 董仲舒與「春秋之道」

108.11.15　 徐興無　 漢儒的身體觀念與道德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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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婷）、〈艋舺角頭與地方信仰研究回顧〉（鍾秀雋）、〈竹

塹社的研究回顧與評析〉（廖志軒）。

32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7　 細井尚子　「胡撇」的越境力—在 20-21

世紀的娛樂市場當中

108.10.23　 Robert Tierney　Japanese Empire in Post-

colonial Studies

108.11.15　 金惠俊　 華語語系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華

人華文文學

108.11.19　 吳豪人　 從「殖民地的法學者」看近代法學

與文學的交匯與疏離

108.11.21　 吳豪人　 從「野蠻的復權」尋找法學與文學

的新典範

108.12. 2　 駒込武　 「殖民地」とは何か？—台湾の

経験と比較の視点から考える

108.12.10　 Todd A Henry　視覺化韓國酷兒性：從跨國

觀點談 1965-1980 報紙週刊的興起

108.12.12　 Todd A Henry　結而不婚：南韓歷史中的同

性愛

二、學術活動

本所於 10 月 16 日舉辦「後殖民與後帝國座談

會」，由陳芳明講座教授主持。

三、出版訊息

臺灣文學學報 ‧ 第 35 期

108 年 12 月，篇目：〈另類時間：童偉格《西北雨》、林

俊頴《我不可告人的鄉愁》的（不）返鄉路徑〉（蘇偉

貞）、〈記憶所繫之處：戰後初期在臺日僑的文化活動與

記憶政治〉（王惠珍）、〈錦繡中華—反共脈絡下的中

國山河再現〉（崔末順）、〈冷戰時期臺港文化生態下臺

灣女作家的論述位置—以《大學生活》中蘇雪林與謝

冰瑩為探討對象〉（王鈺婷）、〈「世界華文文學」、「華語

語系文學」、「世界文學」：以楊牧探測三種研究臺灣文

〈魔、精把關：《西遊記》的過關敘述及其諷喻〉（李豐

楙）、〈道教月孛法研究—道經和通俗文學的綜合考

察〉（高振宏）、〈朝鮮天主教儒者對《七克》思想的再

詮釋—以星湖左派為中心的探討〉（蔡至哲）、〈唐詩

格律發展的關鍵進程—以日本詩格《作文大躰》為核

心的探討〉（蔡瑜）、〈從詞彙之譯到視角之異：論元雜

劇《貨郎旦》在法國的傳播和接受〉（羅仕龍）、〈抒情

輓歌：泣與血的易順鼎詩學〉（曾守仁）、〈陳寅恪典故

考釋批評觀念及其實踐方法析論〉（李貴生）。

31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9　 Robert Lemelson　影像技術：心理人類學觀

點

108.11.14　 方克舟　 “Mata Taiwan＂Experiences: How Do 

I Conceptualize the Indigenous Media 

in Taiwan?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1月 29-30日舉辦民族學系 50週年所慶研討會。

2. 50 周年系慶系列活動—歐陽無畏先生系列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4　 韓敬山、陳乃華　從拉薩到臺北：「奇才異

能」的臺灣藏學之父歐陽無畏

108.11.14　 張駿逸　 臺灣藏學之父—歐陽無畏老師的

教學

三、出版訊息

民族學界 ‧ 第 43 期

「原住民族發展的行動及其研究」專號，108 年 12 月，

篇目：〈原住民族發展的行動及其研究專號說明〉（林

修澈）、〈｢ 原住民族〉與 ｢ 原住民身分 ｣：民族運動與

民族理論的交叉發展〉（周士煌）、〈原住民族教育在

研究與發展的共振〉（陳誼誠）、〈從邊緣發聲到望向多

方：再探原住民族文學的學位論文趨勢〉（陳芷凡）、〈A 

Survey of Yami Nasal Substitution and Its Subgrouping〉（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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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林美香教授、陳秀芬教授榮獲 108 學年度科技部研究

獎勵。

2. 黃仁姿助理教授榮獲科技部新進研究人員兩年期計畫

補助。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5　 雷祥麟　 以公共痰盂為傲？香港、紐約與上

海的反吐痰運動

108.11. 6　 郭美芬　 在澳洲發現臺灣史

108.11.19　 張廣達　 隋唐以來農耕定居地區政權與內陸

草原遊牧族群及其汗國的互動

108.11.19　 苗延威　 馮玉祥主政時期的河南放足運動

108.11.21　 張廣達　 隋唐以來農耕定居地區政權與內陸

草原遊牧族群在文化領域的互動與

交融

108.11.27　 趙曉陽　 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以聖經

中譯本為中心

108.11.29　 蔡秉修　 文物修復產業的現況與實作

108.12. 2　 郭凱迪、林家興　 歷史如何實踐政治

108.12. 5　 張廣達　 近年有關中世紀以來內陸亞洲國度

與其鄰邦互動的宏觀論述和微觀考

證—近年新刊著述舉要

108.12.10　侯家榆　夢想是成為很好吃的滷味

108.12.11　張育軒　從人民角度看 1979 年伊朗革命

108.12.17　姜學豪　閹割與地緣政治在近代中國

108.12.18　呂紹理　近代臺灣社會生活史研究芻議

108.12.26　 黃進興　 反思「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辯論：

一個虛構的「假議題」（pseudo-

problem）

108.12.30　 八百谷晃義　《湘學報》的經營、流通和重

編

學的跨文學框架〉（邱貴芬）、〈原住民學研究理論之商

榷：從後殖民理論到華語語系的思考〉（江寶釵、羅德

仁）。

33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5　  李育修　1. 泰國弱勢族群兒童和青少年的外

語學習初探；2. 難民在第 2 國等待

期間的語言溝通問題

108.10.16　  Piotr Romanowski　1.From Linguistic Competence 

to  In te rcu l tu ra l  Communica t ive 

Competence —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 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mes in 

Polish Schools, 3. Translaguaging in 

Education Programmes: Tertiary and 

Secondary

108.10.18　  Piotr Romanowski　The Intercultural Approach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108.11.27　  陶紅印　  情感態度的表達及對華語文二語教

學的啟示

108.12. 4　  Ka r l  A l exande r  Ade l a a r　Aus t r one s i 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he Island 

of Borneo as the Homeland of Various 

Major Daughter Languages

108.12. 5　Karl Alexander Adelaar　Siraya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108.12.23　廖灝翔　 專業華語教學之「語言學」與「學

語言」：我的 W. H. O. M. 經驗

108.12.30　 Marc Tang　Computer-assisted Phonology 

with Databases and Art iculatory 

Speech Synthesizers: Investigating the 

Divergence of Sound Inventories in 

Language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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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版訊息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 第 52 期

108 年 11 月，篇目：〈「君臣大義」與東、西魏政權的建

立和穩固〉（胡勝源）、〈《乾坤正氣集》與清中葉的纂修

書籍風潮〉（唐屹軒）、〈實踐信仰生活： 1931 年的中國

聖教曆〉（吳蕙芳）、〈賀伯特的《亨利八世史》（1649）

與近代早期英格蘭君主至尊權〉（許朝祺）。

35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9　 郭漢辰　 南方書寫與警示寓言：郭漢辰的小

說創作

108.10.22　 敖國珠　 一個電視節目的誕生

108.11. 1　 陳正勳　 拍出影響力

108.11. 5　 簡立玲　 廣播節目與活動的規劃

108.11.22　 蘇碩斌　 文學策展

108.11.27　 楊奇峰　 限制催生創新—找回教育工作者

的專業價值

108.12. 3　 陳　 靚　 廣告品牌與行銷

108.12. 4　 林秀偉　 水滸 108 之終極英雄蕩寇誌

108.12. 6　 胡元輝　 別掉入假訊息的陷阱—訊息查證

的入門素養與技巧

二、學術活動

1. 王松木主任 10 月 8 日至臺南市後甲國中演講，講題：

「翻轉觀念—數位時代公民應具備的語文能力」；10

月 23 日至大葉大學演講，講題：「擺渡人—在專業

之外，如何成為學生的心靈導師」；10 月 25 日至臺中

市豐南國中演講，講題：「圖像的力量—邁向圖文整

合的新時代」；10 月 29 日至新北市江翠國中演講，講

題：「翻轉觀念—數位時代公民應具備的語文能力」。

2. 本系 10 月 19-20 日舉辦「第 22 屆宗教心靈改革學術

研討會」。

3. 本系 11 月 2 日舉辦「國文學系與系友學術成果展」

暨「國文學系第七屆系友會」。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與大學部學會於 10 月 19 日、11 月 9 日合辦「近

世東西方宮廷飲食史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周惠民　 宮廷飲食文化概念介紹

嵇若昕　 宋代以後的飲食文化器用

楊惟安　 英國都鐸王朝宮廷飲食：炫耀式文化

2. 本系與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於 11 月 8-9 日舉辦

「2019 年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暨東京大學總合文化

研究科學術交流會」：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張　翼　 滬上尋津：威妥瑪在上海與《尋津錄》的誕

生，1850-1859

袁經緯　 從知識分子到技術官僚：以翁文灝為中心

（1931-1936）

吳健榮　 臺北松山菸廠歷史的幾個問題考察

許慈佑　 新、馬華人對新、馬從合併到分家的態度與反

應

小野坂元　日中戦争、第二次大戦期の国際労働運動と

キリスト教社会主義ネットワ ーク—連合

国の戦争目的における「民生」と「生活水準」

連承晞　 從戰後中華民國外交淺談 1950 年代在印尼華

僑之地位問題源流

朝野嵩史　 辛亥革命與保護日本僑民

霍東昆　 明治日本における新聞紙と立憲政治の確

立—『寸鉄』からみる松方内閣前後の政治

的葛藤

張玉涵　 戰後中國留日學生的研究視角：以東京大學中

國同學會為中心

黃瑜平　 晚清海軍近代化下海軍外交的初步形成

景　旻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における外国人管

理：漁業紛争と日本捕虜の処理

張以諾　 現代中國軍醫的起源：清末新式陸軍的軍醫

楊善堯　 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作戰階段之後勤運作

張志誠　 一二八事變前後的中華書局（1932-1937）

王志淵　 臺灣空襲記憶的箝制：比較戰後日本、中國、

英國空襲紀念活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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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1　 張崑振　 臺灣文化資產修復調查研究的史料

運用

108.11.28　 黃國超　 聽見「娜魯灣」：戰後臺灣山地歌

謠唱片小史

108.12. 5　 Bavaragh Dagalomai 謝若蘭　原住民族教育

自決權：世界潮流與臺灣脈動

108.12.19　 施靜菲　 青花瓷—第一個全球品牌？

108.12.26　 劉瑞超　 臺灣客家全球化

二、學術活動

1. 本館「國史館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4　 吳淑鳳　抗戰時期「軍統局」在泰越的工作

108.10.31　  葉惠芬　 蔣經國與反攻大陸—以「野龍計

畫」為中心

108.11.20　 陳世局　 社會部勞動局的人力動員研究：以

流動調查登記站為例（1942-1945）

108.12.12　 許瑞浩　 《臺灣政論》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發展的影響—以雜誌論政和參與

選舉為例

2. 本館「檔案與歷史研究系列」：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7　 蕭李居　 1930 年代東亞的國際競合—中

日蘇三國的糾葛

108.11. 4　 何鳳嬌　 從國史館館藏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檔

案看戰後的日產問題

108.12.12　 林秋敏　 第一屆立法委中的女性身影

3. 本館 12 月 21-22 日舉辦「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

討論會：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陳君愷　 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從《臺灣市街庄政

之實際》看王添灯的地方自治觀念

李鎧揚　 臺灣地方選舉前史：總督府官僚私文書中的行

政區劃與自治權限調整案分析

陳翠蓮　 地方選舉、省籍關係與反對黨：1950-1960 美

國政府對臺灣政治發展之主張

藍適齊　 他者眼中的臺灣選舉：以新加坡為例

林果顯　 百里侯的誕生：臺灣首次縣市長選舉的推動與

意義

4. 龔詩堯助理教授 12 月 20 日至本校茶道社演講，講

題：「人間草茶差嘗盡—韓國古典漢文茶詩概說」。

36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一、學人動態

蔡根祥教授 108學年度第 2學期休假研究一學期。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9　陳政揚　儒道思想與經典教育

108.10.29　李皇穎　尚秉和的易學特色

108.10.31　郭　沂　道統與儒家核心經典系統之重建

108.11. 9　鄭卜五　臺灣閩南婚禮習俗之特色

108.11.14　張忠明　論世說新語繪畫形神觀

108.11.15　楊晉龍　「四庫學」的研究與反思：譴責與

實評

三、學術活動

1. 本所 12 月 2 日與高雄道德院合辦「2019 道行天下國

際道教學術論壇」。

2. 本所 12 月 3 日辦理「第十五屆青年經學學術研討

會」。

37
國史館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3　應俊豪　 海盜的挑戰：民國時期英國與中

國海盜的較量

108.10.24　陳小雀　 歷史・美食・記憶：以古巴庶民

美食辣肉燉為例

108.10.31　 吉娃思巴萬　 賽德克族廬山部落歷史

108.11. 7　 陳登武　 「製作檔案」：隱藏的真相與虛構

的歷史

108.11.15　 林莉菁　 不只一哩路—當代歷史記憶與人

權國際漫畫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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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訊息

1. 阿美族娜荳蘭部落歷史研究

陳誼誠、高志遠、古代・嘎娃哈，108 年 10 月。

2. 賽德克族廬山部落史

吉娃思巴萬、沈明仁、伊婉・貝林、詹素娥、吳永

昌，108 年 11 月。

3. 臺灣文獻 ‧70 卷 4 期

108 年 12 月，篇目：〈清代臺灣原住民女性形象初探：

以官文書和宦遊筆記為中心〉（杜曉梅）、〈清領時期

彰化縣知縣高鴻飛事蹟探討〉（蘇淑芬）、〈海國香煙

遍古今：艋舺龍山寺線香香爐之研究〉（張靖委）、

〈消失的漆藝搖籃：臺中工藝專修學校的興廢（1945-

1947）〉（許世融）、〈戰後臺灣東部地區政治犯監獄成

立始末研究〉（謝英從）、〈臺灣運動漫畫中政治現象

析論（1966-1987）〉（李鳳然）、〈旌義流芳：雲林義

民公普度文化初探〉（黃偉強）。

39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一、展覽

1. 院藏善本古籍選粹（民國 108 年 11 月 16 日至 109 年

2 月 16 日）。

2. 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民國 108 年 11 月 16 日至

109 年 2 月 16 日）。

3. 故宮 x 高美館：國寶新境—新媒體藝術展（民國

108 年 9 月 7 日至 12 月 1 日）。

4. 古畫動漫—清院畫十二月令圖（民國 108 年 9 月 26

日至 12 月 25 日）。

5. 受贈寄存名品展（民國 108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月 25

日）。

6. 巨幅名畫（民國 108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月 25 日。

7. 筆墨見真章—歷代書法選萃（民國 108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月 25 日）。

8. 以文會友—雅集圖特展（民國 108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月 25 日）。

任育德　 當革命民主遇上選舉：1950 年代國民黨與臺

灣地方選舉

蘇瑞鏘　 吳三連與戰後臺灣選舉

王御風　 澎湖派戰神：第一任民選高雄市長謝掙強的四

場選戰

許瑞浩　 《臺灣政論》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發展的影

響—以雜誌論政和參與選舉為例

羅國儲　 從影像看戒嚴時期臺灣選舉

曾建元、蕭嘉弘　 學生自治選舉與臺灣民主轉型

黃仁姿　 戰後青果合作社的改進與人事選舉

海樹兒・犮剌拉菲　原住民族立委參選史：候選人及其

政見分析

顧恒湛　 從批判到行動：80 年代原住民族運動的選舉

論述與影響

薛化元　 總統選舉與國家認同

李福鐘　 黨產、威權統治與選舉

周馥儀　 地下電臺與 1990 年代選舉動員

三、出版訊息

1. 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

（1912-1987）

吳宇凡，108 年 10 月。

2.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特交文

電至其他）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編輯

委員會，108 年 10 月。

3. 阿美族 Pangcah 娜荳蘭部落歷史研究

陳誼誠、高志遠、古代 ‧ 嘎娃哈，108 年 10 月。

4.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陳誠

歐素瑛、黃翔瑜、吳俊瑩，108 年 11 月。

5. 賽德克族廬山部落史

吉娃思巴萬、沈明仁、伊婉・貝林、詹素娥、吳永

昌，108 年 11 月。

6.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陳文成案史料彙編（一）、（二）

張世瑛、蕭李居，108 年 12 月。

7.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蔣海溶案史料彙編

廖文碩，1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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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講　　　　　　　　題 　　

周東彥　 虛實交替當中的數位藝想

葉廷皓　 光影與聲音交織的創作樂章

王奕盛　 多媒體影像的魔幻對話

陳芯宜　 探尋藝術家「生火」的過程

四、出版訊息

1. 故宮文物月刊 ‧ 第 439-441 期

第 439 期（108.10），篇目：〈以文會友 —雅集

圖特展介紹〉  （林宛儒）、 〈以畫會友〉  （張華芝）、 

〈明中晚期江西宗室與士人社集〉  （張藝曦）、〈名山

鉅作—張大千廬山圖特展〉  （劉芳如）、〈山高水長

情更長—略記張大千與張羣情誼〉  （方慧潔）、〈天

南地北—院藏清代有關袁崇煥後裔文獻資料述介〉  

（鄭永昌）、〈揭開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暹羅金葉表文

之神秘面紗〉  （陳鴻瑜）、〈古人防蠹法之今探〉  （楊若

苓）、〈書法展之觀察—以東博顏真卿展為例〉  （林

姿吟）、〈精進張大千紀念館導覽解說的敘事方法〉  

（賴鼎陞）、〈登盤山天下秀〉  （林莉娜）。

第 440 期（108.11），篇目：〈提防吳人心手日變—

從《長物志》編輯團隊看晚明文氏家族的藝文影響

力與危機感〉（邱士華）、〈精明強幹，任事實心—

蔣元樞任官之評〉（蔡承豪）、〈在故宮遇見泰國—

「薩瓦蒂泰」教育推廣特展導讀〉（周奕妏）、〈玉史．

玉識—寫在《故宮玉器精選全集》首卷出版時〉（鄧

淑蘋）、〈中國瓷器在國外—中國外銷瓷對西方製造

業的影響〉（羅諾德）、〈亞洲製造—印度繪染棉布

在歐洲引領的時尚〉（楊芳綺）、〈院藏中日書帙之保

護與維護析述〉（高宜君）、〈院藏不丹唐卡裝襯織品

材料分析與修復〉（蔡旭清）、〈從皇宮到博物館—

淺談泰國曼谷國家博物館的肇建與收藏〉（杜士宜）、

〈回顧「巨匠的剪影—張大千 120 歲紀念大展」

之展示設計與維運紀實〉（黃正和）、〈沒地望與名 

望—《吳縣志》與《吳郡名賢圖傳贊》筆下的文震

亨〉（鄭永昌）。

第 441 期（108.12），篇目：〈追求優雅人生—明

清士人的科舉壓力與美學生活〉（王鴻泰）、〈文青日

常—17 世紀文震亨的選物指南〉（許媛婷）、〈從榮

封賜賞到歷史珍寶—王得祿文物的時代意義〉（蔡

9. 小時代的日常—一個 17 世紀的生活提案（民國

108 年 9 月 28 日至 109 年 1 月 5 日）。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3　 王冠文　 臺灣史前與歷史時代玻璃珠反映的

區域互動

108.10. 2　 余佩瑾　 從《長物志》看 17 世紀的物的鑑

賞與流通

108.10. 9　 許媛婷　 長物日常—17 世紀文青的選物

指南

108.10.16　 邱士華　 小時代的日常書畫—談文震亨同

溫層喜好與厭惡的作品

108.10.23　 王鴻泰　 明清文人的美學生活

108.10.30　 賴毓芝　 晚明的「好事家」與贋本

108.10.31　 巫仁恕　 明清士大夫的休閑購物與男性特質

108.10.22　 Peter Knowles　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大洋洲

特展導覽創作

108.10.24　 Peter Knowles　身歷其境的奧祕：博物館導

覽內容製作演變史

三、學術活動

1. 本院 108 年 10 月 1 日至 109 年 1 月 31 日舉辦「故宮

遊藝思—學子嗨 FUN 參訪北部院區」。

2. 本院於 10 月 19、26-27 日、11 月 9 日，分別在臺中

道禾六藝文化館與高雄駁二共創基地舉辦「博物館日

常：故宮預防性文物保存講座與線裝書教學製作工作

坊」：

主講人    　　講　　　　　　　　題 　　

岩素芬　 文物駐顏術

賴清忠、高宜君　 線裝書製作工作坊

張　 琳　 從博物館的日常談生活中的預防性保存概念

楊若苓　 預防性文物保存之蟲害管理

3. 本院於 9 月 28 日至 11 月 13 日舉辦「最佳南主角—

『2019 年東南亞語導覽種子培訓計畫』招募」。

4. 本院於 108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7 日舉辦「故宮 X

印花樂」文青美感手作坊。

5. 本院 11 月 17、23 日、12 月 14、21 日舉辦「當博物

館遇上新媒體」跨界對談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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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3　 林淑貞　 織女形象的顛覆與悖異—唐小說

〈郭翰〉對神話傳說之沿承與新創

108.10.24　 葉海煙　 莊子哲學的理論建構與意義解構

108.10.31　 吳肇嘉　 談儒道義理之根本分別及其對理論

體系的影響

108.11. 1　 宋玉雯　 一個小眾人文編輯的生長記

108.11. 7　 劉久清　 由普遍與特殊間的張力看中國學術

108.11.19　 周文鵬　 御宅文化的文創價值

108.11.20　 李靜宜　 從譯者到出版人

108.11.20　 賴凱俐　 一個人也可以開出版社

108.11.20　 劉又銘　 兩種中道，孟荀並建—儒家道統

觀新論

108.11.21　 張雙英　 細讀經典：解析《禮記・禮運》篇

裡「大同」與「小康」的意蘊

108.11.28　 周志文　 論語三章試講

108.12. 5　 曾昭旭　 如何從體驗指點語中發現蘊含其中

的義理架構：以仁者不憂、智者不

惑、勇者不懼為例

108.12.11　 陳文成　 像我這樣一個學者／編輯

108.12.19　 呂正惠　 中國農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

108.12.26　 吳哲夫　 談盡信書不如無書

二、學術活動

第 31 屆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所學會於 12 月 13

日主辦「茶與學術」研討會：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黃靜惠　 《桃花女》元雜劇與歌仔戲之比較研究

戴君珉　 擇善而固執—試析《中庸》言「誠」思想研

究

周君璞　 建構義理意義上的「時間」、「空間」評價原

則—以《周易》「乾坤成列」、「相須而備」、

「兼而迭用」釋《莊子》〈養生主〉「無厚入有

間」與《中庸》首章

張　 騰　 從《桃花源記（並詩）》看陶淵明的理想世界

鍾伯清　 賈誼「不問蒼生問鬼神」史事辨析

龔銘釗　 識才膽力詩寫理事情

盧鈺文　 六頂思考帽在中學生閱讀與寫作教學之運用

承豪）、〈從廟堂到博物館—記「蔡牽與王得祿」特

展王得祿匾額借展品之維護〉（林永欽）、〈「法國凱

布朗利博物館面具精品展」精彩選件—非洲、亞洲

篇〉（楊芳綺）、〈「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面具精品展」

精彩選件—美洲、大洋洲篇〉（陳慧芸）、〈友善

的博物館—兒童體驗空間與展示規劃觀察〉（葉郁

玫）、〈日常裡的奇觀—以「故宮動物召喚師」自主

導覽體驗為例〉（賴志婷）、〈叢輕折軸—卷軸書畫

摺痕之成因與預防〉（施雯文）、〈佛教造像藝術攝影

初談〉（王鉅元）、〈It’s Party Time ！—清冷枚〈春

夜宴桃李園〉〉（林宛儒）。

2. 故宮學術季刊 ‧ 第 36 卷第 1、2 期

第 36 卷第 1 期（108.9），篇目：〈北宋本洪芻《香後

譜》辨正輯佚〉（商海鋒）、〈宮中行樂—仇英〈漢

宮春曉〉研究〉（許文美）、〈《西清古鑑》成書的時代

脈絡〉（吳曉筠）。

第 36 卷第 2 期（108.12），篇目：〈〈煙江疊嶂圖〉與

董其昌的政治隱情〉（孫明道）、〈談國立故宮博物院

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

例〉（侯怡利）、〈乾隆時期掐絲琺瑯的轉變—以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中心〉（胡櫨文）。

40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3　 林素玟　 中國學術專題

108.10. 8　 邱爾立　 臺北巷弄裡發現文創—談餐酒館

的飲食文化

108.10. 8　 陳毓欣　 創新國文教學、深耕文創基石—

兼談國語文評量新方向

108.10.17　 陳仕華　 文獻學中的「書距率」

108.10.17　 黃亞歷　 為何現代，如何共時—談《日曜

日式散步者》和「共時的星叢」

108.10.22　 愛　 羅　 圖文創意表達：以手機攝影為例

108.10.22　 陳　 皓　 穿梭在文學、設計與商業之間—

我的文創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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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9　 李屏瑤　 冰山是如何煉成的：文字工作者的

生存心法

108.11.21　 黃珮珊　 紙上紀錄片—亞洲紀實漫畫的出

版突圍

108.11.21　 徐珮芬、linlin　旅人分享會與旅人募集

108.11.25　 阮福安　 明清小説《金雲翹傳》在越南文藝

中的蛻變

108.11.29　 吳曉昀　 鹽鐵會議—後武帝時代儒家的黜

與興

108.12. 3　 石峻山　 世界戲曲：中國跨國和國際性的舞

臺史

108.12. 4　 陳智德　 「純」的告別—林海音、王敬羲

與臺港《純文學》的傳播

108.12. 5　 劉子華　 編輯人生—熱血與戰鬥，夢想和

現實

108.12. 5　 上田莉棋　 旅行是為了遇見未來

108.12.10　 張英進　 電影敘事與美學

108.12.12　 蔡文力　 知識文化的輸送帶—友善書業的

創設、當下與未來展望

108.12.20　 宋慧慈　 「華語閱讀」對話教學

108.12.23　 淺見洋二　文本的「公」與「私」—宋代

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

108.12.25　 吳億偉　 紙中乾坤：戲劇、報刊與圖像研究

方法

二、學術活動

本系與本校歷史研究所於 12 月 20-22 日合辦「宋代

文獻新視野：研究課題及方法的反省與前瞻國際學術研

討會」。

43
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南大校區）∕華文文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 9.23　 林月惠　 中文學界韓國儒學研究之反思

108.10. 2　 裴在美　 裴在美文學創作中的後現代歷程

108.10.16　 廖肇亨　 東亞佛教漢文學中的文化交流

108.10.25　 謝忠安　 國際教育與國際學校

41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2　 Tim Riswick　History, What is It Good for? 

Using Sources

108.10.23　 Theo L. M. Engele　The European Union United 

in Diversity

108.11. 6　 鄭毓瑩　 東馬砂拉越田調的趣聞

108.11.20　 尤佳瑋　 玉器美感賞析

108.12.11　 梁蘭莒　 漫談古文物在市場的價值

42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5　 丁名慶　 從「可見的」前往「不可見的」途

中：談寫作主題的展開

108.10.17　 詹閔旭　 南方文學的貧窮與富饒

108.10.18　 吳佳育　 華語文課堂教學規劃與設計

108.10.24　 周易正　 地方創生方法論：工藝・產業・文

化與刊物編輯

108.10.29　 汪俊彥　 後「中體西用」—認識學科的軌

跡

108.10.31　 翁健鐘　 版權經紀、歷史研究與 IP 開發—

新世代的內容產業經驗分享

108.11. 1　 高雅寧　 中越跨境斷頭英雄儂智高（Nùng 

Trí Cao）的傳說故事與崇祀活動

108.11. 6　 吳岳霖　 劇評的可能與不可能：戲劇評論寫

作

108.11. 7　 何欣潔　 在跨境華文媒體做個臺灣記者是怎

樣的體驗？

108.11. 7　 潘美玲　 印度的西藏地圖

108.11.13　 許仁豪　 談上海當代戲劇文化：全球化下的

在地視角

108.11.15　 游皓雲　 108 年華語文聽力與口語訓練教學

108.11.15　 劉正忠　 怎樣讀現代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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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 4　 郭忠豪　 近代東亞的食物、技術與消費

108.12. 4　 吳欣芳　 耶穌會在華形象的重塑，1842-

1949

108.12. 4　 吳國聖　 「番漢合時」—胡漢語文獻考證

的歷史學實踐

108.12.18　 邱馨慧、李毓中　 語彙的歷史學研究

108.12.23　 淺見洋二　文本的「公」與「私」—宋代

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

二、學術活動

1.「喧譁的伏流：從異質性重看宋代士文化」研究團隊

主辦，本所、本校中國文學系、本校人文社會學院協

辦，於 12 月 20-22 日舉辦「宋代文獻新視野—研究

課題及方法的反省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系「近世史料研讀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3　 吳國聖　 大元王孫：忽必烈子嗣的歷史語言

文獻學考證

108.10.23　 陳肇萱　 「民權主義之實施，即地方自治

是」—1949 年臺灣省地方自治研

究會的任務

108.11.27　 李朝凱　 刑科題本與清代臺灣民眾的生活世

界

108.11.27　 蕭　 琪　 近世老人醫療知識的建立與傳衍初

探

108.12.18　 陳碧玲　 從《印地亞斯法典》看 16 至 17 世

紀東亞白銀流通之初探

108.12.18　 黃麗君　 乾隆皇帝的民人嬪妃

108.12.18　 曾獻緯　 攤派與轉嫁：戰後臺灣糧食體制之

運作（1954-1968）

3.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競爭型團隊研究計畫主

辦，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研發處、歷史研究

所協辦，於 12 月 6-7 日舉辦「Religion and Cosmology 

in Pre-modern China: Missionaries and Transmission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國際學術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徐光台　 17 世紀中西自然知識辨：以《乾坤體義》對

《周髀算經》的辨駁為例

Mario Cams（康言）　Mapping Traditions: Did Chinese and 

108.10.29　 安煥然　 馬華文學的背後：她的文化資源

108.11. 8　 王俊秀　 地方學的影響力：清華的抓地力

108.11. 9　 林敏浩　 四國學的線上學習

108.11.12　 劉玲君　 華語教師和華語文能力測驗

108.11.22　 王偉勇　 整理詞總籍應有的認知

108.11.26　 笭　 菁　 我如何成為一個說故事的人

108.11.27　 鄭怡庭　 談情說愛：小說與電影中的《大亨

小傳》

108.12. 3　 李奕樵　 軟體工程師的小說創作者指南

108.12.17　 許維賢　 直通歐洲影展的馬來西亞土腔電

影：以大荒電影公司為例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於 11 月 8-10 日舉辦「歷史風華與文藝新象—

第四屆臺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所黃雅莉教授於 11 月 22 日主辦「2019 臺灣詞學

學術研討會」。

三、出版訊息

且向花間留晚照

黃雅莉，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8 年 11 月。

44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學術活動

本所於 11月 9-10 日辦理「臺灣哲學會年會 2019年

學術研討會—哲學與現代社會」。

45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3　 毛傳慧、琅元　傳教士與東西方科學知識、

技術交流史

108.10.23　 熊慧嵐　 宋代館職理想型的內涵與衍變：以

除職誥詞為中心的分析

108.11.20　 馬雅貞、馬孟晶　 從圖像看東亞出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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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綉玲　 漢字文化出版專題

李淑萍　 從漢字觀察古今女性地位的嬗變

姜允玉　 韓國漢字文化教育之現狀與課題

羅慧玲　 論西班牙語學員華語學習中的俗語因素

翟本瑞　 藝術文創與科技媒體

余　 風　 漢字設計與視覺傳達

劉雅芬　 數位時代中漢字教材發展的可能性

朱文光　 擬仿與真實：數位人文教育的困境與出路

47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7　 李玉瑛　 文物藝術品市場與贗品文化

108.10.31　 蔡秀美　 臺中近代學校教育的開端—臺中

公學校

108.11.11　 魏　 堅　 北魏六鎮軍政地位的考古學觀察

108.11.11　 魏　 堅　 陰山汪古與景教遺存的考古學觀察

108.11.21　 陳達明　 臺灣早期傳統服飾刺繡探討

108.12.19　 褚縈瑩　 西葡殖民美洲的特色與遺緒

二、研究計畫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李建緯　 文物普查與暫行分級專業輔導中心及研習推廣

計畫

李建緯　 防災科技思維下文化資產防災之調和性研究」

之子計畫「運用現代科技執行文化資產內重要

文物災害潛勢與風險評估

李建緯　 107-108 臺中市萬和宮潛力古物調查研究暨七

將軍廟文物普查計畫

王志宇　 106-107 臺中市日治以前創校中小學校文物普

查建檔計畫

陳玉苹、余瓊宜　國立臺灣博物館人類學門藏品分級計

畫

余瓊宜　 記憶文化：Helma Sanders-Brahms 的《德國，

蒼白的母親》（Deutschland, bleiche Mutter）

余瓊宜　 柏林民族學博物館館藏臺灣文物目錄製作

European Cartographies Ever Really Meet?

Vera Dorofeeva-Lichtmann（魏德理）　An Insular Conception 

of the Imperial Realm in Late Qing China and 

Its Origins: Two Late Qing Dynasty Map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PIWG (Berlin)

Dimitri Bayuk　Thomas Pereyra and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Three Inconsistent Versions of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楊偉婷　 Study of Buddhist World View: The Case of Two 

Versions of the Nansenbushu 南瞻部洲 Map Designed 

by Hōtan 鳳潭 (1659-1738)

Alexei Volkov（琅元）　Monk Iakinf’s (Nikita Ya. Bichurin, 

1777-1853) Interpretation of Zhou Dunyi’s 周敦頤 

(1017-1073) Taijitu Shuo 太極圖說

陳培軍　 Iakinf Bichurin (1777-1853)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Religions

Soh Jeanhyoung　Negotiating and Struggling with Chinese 

Concept of Number (shu 數 ): Different Imaginations 

of the World through Jesuits’ Geometry and Chinese 

Numerology

毛傳慧　 “Science＂ and “Religion＂in China: The Case of 

Rites Controversy

46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4　 李　 浩　 新見唐代石刻文獻—文史價值與

意義

二、學術活動

本系、中國文字學會於 11 月 23-24 日主辦「Asian 

Community—2019國際漢字文化與科技媒體研習會」：

主講人    　　講　　　　　　　　題 　　

周碧香　 談教師知能的基本功—從本體知識到教學方

法

出野文莉　日本漢字文化—現代繼承的漢字（訓）和

假名（音）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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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美〉、〈虛實相生，正中見奇—顏崑陽《窺夢人》

的散文觀及其實踐〉、〈詩索海和島的心事—高世澤

的澎 湖地誌詩〉。

2. 國文經緯 ‧ 第 15 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暨臺

文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108 年 12 月，篇目：〈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

市》之魔幻寫實宗教元素運用及象徵意涵〉、〈洛陽橋

寶卷中的人物形塑〉、〈論林海音短篇小說中對新舊女

性之間形象與連結的描寫〉、〈試論《香山寶卷》的宣

教技巧〉、〈試論孟姜女故事寶卷中配角形象變化及作

用〉、〈論邱妙津《鱷魚手記》中女同志毀滅的悲劇之

愛〉、〈劉一明易學概說〉、〈從「天狼星論戰」看洛夫

與余光中觀點的視差〉、〈吳明益《複眼人》中的空間

形塑〉。

50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研究計畫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1　 陳淑華　 在地小食的力量—從《彰化小食

記》談起

108.10. 8　 黃慧鳳　 報導文學的採訪與撰寫

108.10.15　 楊錦郁　 食在小西

108.10.16　 張芳慈　 成為一個動詞

108.10.22　 簡慧珍　 現場直擊寫新聞

108.10.30　 王浩一　 孤獨練習的老樹之旅

108.11.12　 鄭清鴻　 如何找出在地人情味—專題企

劃、採訪實務與故事行銷

108.11.13　 黃慧鳳　 報導文學的誇域閱讀與素養

108.11.25　 李欣倫　 閱讀生命的光與影：從《以我為

器》談自我生命書寫

108.11.26　 蘇茵慧　 飲食企劃力：風土故事這樣來

108.12.11　 許秀年　 歌仔戲天后許秀年的藝術人生

108.12.18　 蔡素芬　 跨二十年的《鹽田兒女》三部曲

三、學術活動

1. 李建緯教授於 11 月 8 日至雲林虎尾演講，講題：｢

認識雲林傳世宗教文物—以西螺福興宮為例 ｣；11

月 16 日至北港鎮安宮演講，講題：｢ 臺灣寺廟與文

物年代鑑定 ｣。

2. 余瓊宜副教授於 10 月 24 日至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演

講，講題：｢ 異國情調：18 世紀邁森（Meissen）瓷器

的中國風瓷繪設計 ｣。

48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9　 史芬妮（Stefania Travagnin）　從在線佛堂到

機器僧：佛教、媒體與科技之相互

關係在現代中國的新發展

108.10.29　 史芬妮　 近現代歐洲佛學研究：概況與核心

議題

108.11. 6　 戴愛蓮（Elise Anne DeVido）　臺灣佛教發展

中性別的特殊角色

49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6　 張芳慈　 成為一個動詞

108.10.30　 王浩一　 孤獨練習的老樹之旅

108.11.27　 歐麗娟　 大雅：紅樓夢的文化價值

108.12.11　 許秀年　 歌仔戲天后許秀年的藝術人生

108.12.18　 蔡素芬　 跨二十年的《鹽田兒女》三部曲

二、出版訊息

1.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 第 39 期

108 年 12 月，篇目：〈何焯評點學與八股文之關係〉、

〈由字譜音讀角度探論王昌齡〈從軍行〉（其四）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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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 4　 劉紹華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

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

108.12.11　 劉瓊云　 人我之間—《三寶太監西洋記》

中的異域知識與他者想像

108.12.24　 許暉林　 河水、淚水與技術：《老殘遊記》

中的情感工程

53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林蘭芳副教授擔任系主任職務至 10 月 2 日止，李

廣健教授為職務代理人，並遴選繼任主任為林偉盛副教

授，聘期自 108年 10月 29日起。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2　 范雅鈞　 歷史系教我的事

108.10.28　 戴彼得　 晚明的史學家與野史問題

108.10.29　 莊宇清　 人文學科與書店、文化事業的關係

108.11. 6　 鄧相揚　 從「打里摺」一詞談水沙連的族群

關係

108.11.13　 劉益昌　 從考古研究談「土地認同」

108.12. 5　 許朝祺　 歷史、時代與人物—從探究方法

談歷史學的價值

108.12.10　 陳怡行　 邁入世界：16-17 世紀初期葡、西、

荷人筆下的福州描繪

108.12.11　 吳景傑　 清代重慶的城市治理與地方秩序

108.12.12　 李瑞源　 船山風雲—以故事力打造大學和

社區的共同體

108.12.12　 林建廷　 口述訪談整理、考訂及補訪

108.12.12　 許凱翔　 宋代成都玉局觀藥市的宗教性

108.12.16　 包修平　 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轉變的歷史考察

108.12.19　 石文誠　 博物館的歷史學實踐—關於策展

這件事

108.12.24　 尹在碩　 韓半島儒家文化的形成與近來出土

的《論語》簡

108.12.24　 黎明釗　 簡牘史料的詮釋—以五一廣場東

漢簡牘為中心

51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12　 魏　 堅　 居延漢塞的考古學研究

108.12.26　 張哲維　 教師甄試 online

二、學術活動

1. 陳文豪所長 11 月 25 日至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地理

研究中心演講，講題：「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回顧與前

瞻」；11 月 25 日至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演講，講題：「臺灣歷史地理研究新進展與特色」。

2. 李宗信副教授於 9 月 27 日至清水牛罵頭遺址文化園

區演講，講題：「歷史地圖 X 史料空間化」。

3. 李進億助理教授 11 月 15 日至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

心演講，講題：「GIS 與臺北區域研究：以淡水河流

域人河關係變遷為中心」；11 月 23 日至樹林社區大

學演講，講題：「後村圳歷史、相關史蹟與活化構想」。

4. 本所、本校師培資育中心、南一書局於 11 月 30 日合

辦「108 課綱與歷史教學新趨勢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楊維真　 高中歷史課本素養教學設計與大考趨勢

張育甄　 108 課綱東亞史 歷史考察教學示例分享：「記

憶中的美好味道」

廖泫銘　 運用資料庫重現家族遷移史

莊宜穎　 108 課綱素養導向評量社會科命題原則

52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3　 黃錦樹　 從華人史看馬華文學

108.11.19　 璜・希爾　大航海時期馬尼拉的華人與西班

牙漢文辭典

108.11.27　 須文蔚　 人文跨領域學程的規劃與實踐

108.11.29　 川合康三　探求不可視的世界—杜甫「慈

恩寺塔」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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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2.14　 伍振勳　「儒道」與「知天」：先秦儒學的兩

個論述主題

108.12.28　 詹千慧、詹宜穎　跨出知識的國界—域外

漢學交流及研討

56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9　 林果顯　 民主與人權：從戰後臺灣管制外來

資訊說起

108.10.21　 曾立維　 近代通訊在殖民地臺灣的發展和侷

限

108.10.22　 鄭螢憶　 庇我岸社：18 世紀以來岸裡社群形

成與部落變遷

108.11. 4　 路寒袖　 當文字有了翅膀—談我的歌詩創

作

108.11.19　 戴華萱　 反射鏡—臺灣 70 年代女性小說

敘事

108.11.27　 錢鴻鈞　 鍾肇政文學研究、全集編輯與我

108.11.27　 田啟文　 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心得及建議

108.12. 4　 洪健榮　 清代臺灣風水文化史與方志學的研

究

108.12.19　 許惠玟　 古典新詮—從《臺灣漢詩三百

首》談起。

57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9　 Robert Bush Lemelson　“Tajen Interactive”: 

Complementing a Canonical Text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於 10 月 16 日與「內容力有限公司」合辦「從河

流到聲音：歷史學 X 內容力實務工作坊」職涯講座：

主講人    　　講　                   題 　　

郭立媛　 重新看見濁水溪—濁水溪畔的人文風景

翁健鐘　 跨域、轉譯、新科技：內容產業的經驗分享

2. 本系於 11 月 27 日與內容力有限公司合辦「疑案講座

暨工作坊」，邀請臺中女中劉姝言教師主講：「『福爾

摩斯上法庭』—將冤案帶進教室」。

54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31　 Krzysztof Bielawski　澤爾韋尼翁紙草文獻與

奧菲斯傳統

108.10.31　 清水唯一朗　日本如何養成年輕人才—從

明治維新到現在

108.10.31　 安煥然　 小國崛起：滿剌加（馬六甲王朝）

與明代朝貢體制

108.11.19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　The Chinese Massacre 

in Batavia of 1740

108.12. 4　 黃寬重　 藝文中的政治 - 南宋士人與政治、

文化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2 月 13 日「臺灣世界史討論會」，邀請倫敦大

學高等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盧省言博士主講：「『姊妹』

鬩牆—13 世紀英格蘭的女繼承人的遺產之爭」。

2. 本系教師學術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4　 山口智哉　從東西街到琵琶城：宋代天台縣

城空間的形成

108.11.28　 查　 忻　 17 世紀的臺灣美色甘檔案研究現

況與展望

108.12.26　 林士鉉　 從旅獒到蒼猊：關於清代職貢圖像

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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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9　 田曉菲　 「笑此一時彼一時」：關於現代漢詩

的反思

108.11. 5　 李　 浩　 滿亭山色借吟詩：中國園林文學研

究的回顧與展望

108.11.13　 François Jullien（朱利安）　論真生活 ：不是

美好生活，不是良善生活，不是幸

福生活

108.11.18　 齋藤智寬　僧傳與燈史：中國佛教史籍的魅

力

108.11.22　 洪允姬　 從媒體性的維度看神話的現在性：

以千變萬化的九尾狐爲例

108.11.22　 黃錦樹　 別再「華語語系」—從華人史、

華文文學看 Sinophone

108.11.25　 三浦秀一　 鄒元標的前半生及其思想

108.11.26　 平田昌司　電報、電話與晚清民初的語言文

學

108.11.27　 平田昌司　章太炎與胡適—重讀〈文學改

良芻議〉

108.11.29　 平田昌司　 文化制度與漢語發展

108.12. 2　 曹明升　 周濟詞律觀的轉變及其詞學史意義

108.12. 9　 廖鴻基　 人與海的對話

108.12.11　 鄭吉雄　 海外漢學發展的回顧與前瞻

108.12.18　 張惟捷　 論「夔」字及相關問題—從小臣

俞犧尊談起

108.12.18　 孫亞冰　 從甲骨實物整理談甲骨研究應注意

的事項

三、學術活動

1. 學術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30　 洪淑苓　 女詩人利玉芳的南方經驗與日常書

寫

108.11.13　 康韻梅　 從唐小說「傳奇」到明戲曲「傳

奇」—一個同名移轉文學史現象

的觀照

108.12.25　 梅家玲　 現代大學與國文教育

2. 本系 12 月 14 日與哈佛大學東亞系合辦「古典文學新

論：臺大∕哈佛博士生學術研究工作坊」：

with Contemporary Interactive Visual 

Ethnography

108.10.28　 Christophe Sand　Public Archaeology in a 

Decolonizing Context: The Case of 

the Deva Development Project in New 

Caledonia

108.11.12　 劉子愷　 語言是屬於誰的？從語言相對論到

殖民化語言的文化脈絡

108.11.29　 黃宣衛　 鄉鎮作為「社造」單位如何可能：

臺東縣池上鄉的案例分析

108.12.12　 洪廣冀　 近代環境治理與地方知識：以臺灣

的殖民林業為例

108.12.13　 Frederique Valentin　Becoming Polynesian: 

An Analysis Based on Funerary Data 

Recorded at Talasiu Site, Kingdom of 

Tonga

108.12.16　 李宜澤　 從人類世時間到多物種地景：後殖

民觀點如何復返原住民倫理議題

二、學術活動

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於 108 年 11 月 22 日至 109

年 1 月 20 日主辦「傳承與先行—胡家瑜教授紀念特

展」。

58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鄭毓瑜教授 12 月 31 日借調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發展司司長期滿。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4　 王德威　 華夷之變

108.10.16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　The Last Classical 

Poet (?): For Wu Wenying

108.10.22　 胡曉真　 《桃花扇》西遊記：明清之際西南

土司的文藝活動

108.10.29　 李奭學　 明清之際天主教的翻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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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挫折〉（蘇子齊 ）、〈「新」、「異」之變：近代楚辭學

現代性轉型的學術特徵〉（李文）、〈井上伊之助《生蕃

記》研究：隘勇線社會的風俗誌〉（柳書琴）、〈工具性

與無關緊要性：蒯因論指稱和實體化〉（王聰）。

60
臺灣大學哲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1　 孫雲平　 呂格爾哲學之人的圖像

108.11. 4　 郭　 沂　 由價值的本原看形上學之重建

108.11. 7　 郭　 沂　 從西周德論系統到東周儒道哲學

108.11.11　 John Hyman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108.11.12　 Erica Brindley　A Creator God? Spontaneous 

Arising and an Ethics of  Creativity in 

Early Daoism

108.12. 9　 邱一平　 論孟子之「義」與外在因素

108.12. 9　 熊偉均　 《莊子》哲學與自殺議題：為何談？

如何談？

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1 月 16-17 日舉辦「2019 年「般若經典與《大

智度論》」學術研討會」。

2. 本系 11 月 9 日舉辦「新出土資料和中國哲學」青年

學者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郭　 沂　 歷史文獻之於觀念史與行動史研究的不同價

值—以《尚書》為中心的考察

高君和　 論北大簡《節》篇的兵陰陽思想

李筱婷　 讀清華三《赤鳩之集湯之屋》札記

蔡妙坤　 古典儒學中的體現心（embodied mind）

林彥廷　 《清華簡》君子觀探究

3. 本系 12 月 3-4 日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合辦「第一

屆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鍾　 磊　 Physicalism without Supervenience

周先捷　 A Novel Approach to McTaggart-Fine Paradox

鄧敦民　 A New Cosmological Argument from Grounding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何維綱　 從敕之文體論南朝賜物謝表到謝啟的過渡

林偉盛　 馴化山水—柳宗元、白居易貶謫詩文裏的山

水書寫

陸　 倪　 「狐」疑不決：唐代狐妖小說中的線索、知識

與認識模式

田福彬　 虛構與創新：論牛僧孺《玄怪錄》的歷史概念

陳柏言　 「友」與「遊」：論《酉陽雜俎》的微物、情感

與文人世界

許明德　 從軍與還鄉—論元代歷史英雄劇的敘事框架

與歷史意識

趙夢蝶　 名代公案小說的文學實驗：以「殺死姦夫」故

事為例

游勝輝　 史傳形象與詩性自我：以明遺民周篔史傳及詩

歌之生計書寫為中心

葉叡宸　 從內聖外王到家國世變—清代園林志中的政

教空間與意義詮釋

李菊華　 論《四庫全書》的編纂與流播對朝鮮正祖「文

體反正」之影響

吳佳鴻　 國體、女體與家庭倫理的危機時刻—晚清小

說域外行旅中的「夫人」敘事

3. 本系 12 月 20-22 日與早稻田大學合辦「21 世紀中國

研究的新面向—文學、文化、語言」研究生學術工

作坊。

四、出版訊息

臺大中文學報 ‧ 第 67 期

108 年 12 月，篇目：〈董仲舒《春秋繁露》「弒君」說

析論〉（宋惠如）、〈唐代官亭的建制及其書寫〉（曹淑

娟）、〈論《采菽堂古詩選》之「虛」評於物色中之表

現〉（鄭婷尹）。

59
臺灣大學文學院

出版訊息

臺大文史哲學報 ‧ 第 92 期 

108 年 11 月，篇目：〈今本何氏《解詁》弒殺異文辨〉

（郜積意 ）、〈「體離」的焦慮：杜恕《體論》的思想與



總 153 期　民國 109 年 2 月（2020.2）頁 97-138　漢學研究中心　131

學 界 消 息

61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4　 韓仁慧　 臺灣與朝鮮的跨國文學，《臺灣》

108.10.31　 施懿琳　 數位人文與《全臺詩》

108.11. 7　 邱函妮　 藝術家筆下的臺北風景

108.11.12　 彭瑞金　 1930 年代臺灣文學論爭史料的再省

思

108.11.29　 黃麗禎　 大航海時代的輿圖試繪：現行高中

課本的小說課程地圖設計

108.12.10　 杜國清　 臺灣文學史側影：我的世代，我的

詩

108.12.12　 陳南宏　 嚴肅文學改編戲劇的幾種可能與未

來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韓國東國大學大學院國語國文系於 10 月 25-26

日主辦「冷戰時期東亞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本所合

辦之「協作時代 /Writing Style—臺灣長篇小說跨領

域論壇」於 11 月 2 日舉行。

3. 本所與臺大音樂學研究所於 12 月 13-14 日主辦「第

五屆藝術與美學國際研討會」。

4. 本所 10 月 5 日舉辦「第五屆張達修及其同時代作家

臺灣古典文學工作坊」：

主講人    　　講　                   題 　　

廖振富　 天涯猶有未歸兒：張達修漢詩的創傷書寫

陳麗蓮　 張達修的遺民意識與鸞堂書寫

梁鈞筌　 《中華詩苑》與張達修的書寫策略

黃乃江　 菽莊吟社研究

廖雪蘭　 從曾今可《臺灣詩選》談 1950 年代兩岸詩壇

的匯流

陳慶煌　 「中華詩學所」的開創及其承續—往哲高吟

心可感，今賢尚志韻能追：以十二首七律論述

該所早期十位大詩人

賴恆毅　 論李建興的炭礦經營與戰後初期（1945-1949）

的政局參與

文　 哲　 Quantum Physics and Kant on Freedom and 

Determinism

劉創馥　  The Unity of Kant’s Psychology and Metaphysics

陳志強　 清儒惡論初探

李翰林　 Aggregation

Alexandre Erler　What Makes Us Who We Are? A Critique of 

Narrative Approaches to  Identity

陳樂知　 Pat Lewtas on Emergent Conscious Powers

姚治華　 Two Arguments for Consciousness

4. 本系 12 月 16-17 日與夏威夷大學哲學系合辦「臺灣

大學—夏威夷大學聯合學術工作坊：實踐哲學—傳

統與批判」：

主講人    　　講　                   題 　　

Franklin Perkins　Seeing the World like a Sage: Mengzi on 

Cultivating Perception

彭文本　 Fact of Reason, Second-person Reason and Intellectual 

Intuition

Sean M. Smith　Pain as the Scaffold of the Lifeworld: Some 

Reflections on Indian Buddhist Philosophy

王榮麟　 Mencius’s Therapy for Moral Insensitivity

Joseph Tanke　Philosophy as Practice: Rousseau, Reverie, and 

the Sentiment of Existence

魏家豪　 What is the Wheelwright Bian Story About?

羅名珍　 Rediscovering Adorno’s “Psychoanalytical Theory 

of Thinking”: Why Adorno Believes the Kantian 

Antinomy of Freedom and Causality can be “Dissolved＂

鄭義愷　 Defending Philosophy: On the Myth of Er

George Tsai　 Gratitude Without Debt

三、出版訊息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 ‧58 期

108 年 10 月，篇目：〈墨子對於「兼愛」之論理與實踐

精神〉（洪巳軒）、〈從「承給意義」論遊魚之喻—一個

探究《莊子》實踐意義的跨領域進路〉（馮鳳儀）、〈氣相

應、性偽合、參於天地—荀子的感通論建構〉（許從

聖）、〈論海德格對康德「敬重」之詮釋—《現象學基

本問題》和《康德與形上學問題》之研究〉（林薰香）、

〈知識與實用因素〉（李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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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怡文　 臺灣總督府日本漢文人的滿韓行旅及其東亞觀

（1895-1910）

魏亦均　 臺、韓漢詩壇戰後的轉向與銜接：以彭國棟、

李瑄根為中心

邱怡瑄　 華北淪陷區雜誌《中和》月刊上的「補書堂詩

錄」專欄及其詩史意義

劉兆恩　 明鄭臺灣漢詩離散經驗研究

洪靜芳　 臺灣古典詩的陶淵明現象

62
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 8.17　莊育穎　 Analyzing Speech Data with GAMs

108. 8.19　Chen Wei-Rong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in Phonetic Studies Part 1: Forced 

Alignment

108.10.17　 田中廣明　(Un) in tended Impl ica ture  and 

Explicature: Towards a Dynamic 

Pragmatics

108.10.18　 黃居仁　 Chinese as a Complex Self-adaptive 

System: Some Preliminary Studies

108.10.18　 安可思　 Metaphorical Framing: A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Approach

108.10.25　 Akinori Ito　Human-machine Meta-communication

108.10.24　 Willy Vande Walle（范德望）　Language Study 

and Translation in Pre-modern Japan 

and China

二、學術活動

1. 本所於 11 月 28-29 日舉辦「第一屆臺大與德國杜賓

根大學跨領域語言學研究研討會」。

2. 本所於 11 月 29 日舉辦「第二屆語言學與 AI 科技創

新論壇：語言學如何重新定義自然語言處理任務？」。

63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王世宗教授與李文良教授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假研

究 1 學期。

2. 羅士傑副教授獲美國哈佛燕京學社之訪問學者獎助計

畫，於 108 學年度帶職帶薪出國研究 1 年。

3. 陳翠蓮教授獲頒 107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4. 周婉窈教授、羅士傑副教授、宋家復助理教授與李君

山兼任副教授獲頒 107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閻鴻中副

教授與顏杏如副教授獲頒 107 學年度文學院教學優良

獎。

5. 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新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梁元禎副研究員為兼任副教授，開設「伊斯蘭

文明」課程。

6. 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新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劉欣寧助研究員為兼任助理教授，開設「秦漢

史」課程。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1　 鄭光博　 紀錄片《Lmuhuw 言的記憶》映後

導演講解與問答

108.10.22　 李宗信　 歷史 GIS 應用與歷史地理編碼實作

108.10.25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　經筵與宋元之際

經典化講學之白文化

108.11. 1　 魏　斌　 六朝山林文化空間的興起

108.11. 4　 范燕秋　 日本帝國與殖民醫學

108.11. 4　 Jonathan Israel　Spinoza, Empire and a Counter-

Philosophy against Imperial Expansion

108.11. 6　 Peter Jones　The Religion, Rationality and 

Passions of James Watt (1736-1819): 

Pioneer of the Steam Engine

108.11.18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Rivers in Southeast Asia

108.11.20　 鄭尹真　 南管：百年御前客

108.12. 3　 胡曉真　 這（不）是一個好兆頭—明清小

說中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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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煖　 高雄港的空間爭奪戰：高雄港區土地權利變遷

初探

四、出版訊息

1. Lord Salisbury and Nationality in the East: Viewing 
Imperialism in its Proper Perspective
王世宗，London: Routledge，108 年 6 月。

2. 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增

訂版

李文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108 年 9 月。

3. 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

周婉窈，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108 年 10 月。

4. 史原 ‧ 復刊第 10 期（總第 31 期）

許滸主編，108 年 9 月，篇目：〈秦稱戎狄：剖析關

於秦人的歷史書寫〉（歐陽宣）、〈《策林》中的禮、

刑思想〉（王齊聖）、〈羅馬知識人皇帝與希臘城市

政治：尤利安致阿戈斯人書信研究〉（王班班）、

“Political Reform and Commercial Society: Mackintosh’s 

Anti-Burkean Respons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Zeng 

Yi-jia）、〈「兩把菜刀鬧革命」：一個經典故事背後

的事件、經歷與神話〉（王天駿）、〈出土簡冊背墨

線及刻劃線研究綜述〉（王谷）、〈「個體」與「群

體」：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研究回顧與展望〉（蔡旻

遠 ）、“State of the Field: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 

on WWII Central European Jewish Refugee Migration to 

China＂（Kimberly Cheng）、“Book Review: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Joshua Tan）、〈東漢諸侯王表補并註〉（王

澤）、〈〈郭珮墓誌〉考釋〉（郭珮君）、〈聚沙成塔，砥

礪前行：記倪豪士領導的《史記》全譯本項目〉（蔡

譯萱、蘇哲宇）。

5.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27 期

顏杏如主編，108 年 10 月，篇目：〈蔡涵墨教授訪談

錄〉（詹前倬）、〈張帆教授訪談錄〉（杜冠穎）、〈陳

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衣

若蘭）、〈《藝文中的政治》導讀—南宋歷史的新認

識〉（方震華）、〈2019 年「婦女史研習營：性別視角

下的全球史」心得〉（陳恬緣）、〈2019 年閩粵紀行〉

（張哲僥）、〈2019 年「第七屆中國史研習營」心得〉

108.12.11　 柳書琴　 復振中的尖石鄉泰雅族文學：從口

傳、風俗誌到現代文學

108.12.16　 尤巴斯・瓦旦　 番人襲擊隊

108.12.16　 曾士榮　 日治末期臺灣的戰爭動員與近代性

的重構

108.12.18　 蘇源熙（Haun Saussy）　Paradoxes of Cultural 

Property: Revisiting the “New Qing 

History＂ under Comparative Auspices

108.12.24　 何明修　 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與前景—從

雨傘運動到反送中抗爭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教師講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7　 張嘉鳳　 醫學與歷史書寫中的術數／數術

108.11.28　 王遠義　 戰爭與政治變遷—國共兩黨的建

國之路

108.12.26　 陳慧宏　 明末兩位葡西耶穌會傳教士的中國

故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世界史視角

2. 本系 10 月 4-5 日與韓國延世大學歷史系舉辦「2019

年臺灣大學．延世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術交流會」：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李志鴻　 東亞佛教王權與禮儀空間：以北魏與新羅都城

為例

陳瑢真　 荷蘭東印度公司大員倉庫之初期形成（1623-

1635）

南玟玖　 探析 16、17 世紀朝鮮送回漂流唐人

咸昇延　 清代婚姻法的變化以及作為契約的婚姻

蕭　琪　 明代士人家庭中的乳母

韓萬暉　 論隆慶年間廣東的倭寇問題及治安對策摸索：

以兩廣總督的改編制度為中心

蔡松穎　 清代歸化城中的山西商人群體及其社會網絡分

析

池寬順　 中華民國初期保守派的再儒化試圖及挫折—

以 1911 年以後「孔教派」和清末遺老的活動

為中心

河瑛乾　 1950 年代日本の共同体的想像──『サーク

ル村』を中心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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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一、學人動態

1. 本系講座教授、國際知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馬悅

然教授（Göran Malmqvist, 1924-2019）10 月 17 日逝

世，享壽 95 歲。馬悅然教授是瑞典學院院士，也是

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中，唯一深諳中國文化、精通

漢語的漢學家。翻譯超過 50 部中文名著，包括《西

遊記》、《水滸傳》、《詩經》等名著。

2. 陳芳教授以《抒情・表演・跨文化：當代莎戲曲研

究》一書榮獲 108 年度第 54 屆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人文社會類中山學術著作獎。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22　 宋　灝　 從現象學的視角讀《莊子》

108.10.22　 蕭揚玲、林文瑋　相約紅梅樹下—細說邂

逅情事

108.11.26　 劉承慧　 從文獻篇章切入的古漢語語法研究

108.12.24　 錢錫生　 唐宋詞的傳播與接受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 10 月 4-5 日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辦

「2019 第六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本校圖書館 12 月 2 日與本系合辦「明代文獻學學術

研討會」。

3. 陳芳教授與臺大彭鏡禧名譽教授合作編劇的《可待》

（Hold On, Love），於 10 月 5-6 日由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在國家戲劇院首演，並出版中、英文合一劇本書（附

服裝、舞臺設計圖）。

4. 王基倫教授 10 月 12 日至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專

題報告：「臺灣各大學人文學科研究生培養模式簡述」；

10 月 23 日擔任福建師範大學高等師資培訓中心與臺

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共同主辦，萬卷樓圖書公司承辦

之「2019 年福建省人文社科漢語言文學類師資聯合培

養活動」授課教師，講題：「文言白話共通的散文節

奏論」。

（官柏勳）、〈2019 年早稻田大學參訪交流紀〉（王崇

怡、林于煖、李聿康）、〈2019 年臺灣大學．延世大

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術交流會〉（林于煖）。

6. 臺大歷史學報 ‧64 期

李文良主編，108 年 12 月，篇目：：〈三清考〉（李

龢書）、〈唐蕃「官員退休」的用語及其文化背景之探

討〉（林冠群）、〈宋代成都玉局觀藥市的宗教性〉（許

凱翔）、〈晚明人痘法起源及其傳播的再思考〉（邱仲

麟）。

64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3　 阮俊強　 越南儒家文本中文言的白話化現

象：以〈四書約解〉中的註解為研

究中心

108.10. 7　 林永強　 情感與身體：三木清的行為哲學

108.10.28　 陳福濱　 漢學在中國的回顧與進展

108.11.20　 顧孝永（Piotr Adamek）　 俄羅斯漢學

108.11.20　 劉育育　 地方與創生—苑裡掀海風返鄉青

年的文化紮根行動

108.11.20　 淡志隆　 由中美南海角力探討休昔底德陷阱

命題之真偽

108.11.26　 吳國清　 酒駕大數據分析與數位人文

108.12. 2　 郭慧英　 跨殖民地的華人文化認同：以 20

世紀初期香港孔教會的南洋和臺灣

關係為例

108.12. 5　 馬振坤　 當前美中臺三邊安全關係

108.12.16　 李正珉　 漢字文化圈

108.12.17　 施競儀（Virginia Shih）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Research Resources, 

Language Training & Global Linkages

108.12.19　 邱慧珠　 臺灣老樹文化與保育及文化創意行

銷—論第三部門鄭福田文教基金

會之營運歷程

108.12.19　 盧俊偉　 解析美中貿易戰：成因與展望

108.12.30　 賴啟健　 新加坡華人與建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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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活動

1. 本系 10 月 24 日邀請海島演劇演出臺語戲劇「回憶的

華爾滋—張常美、丁窈窕、施水環」並進行導演座

談。

2. 本系 12 月 10 日與意傳科技舉辦「SuíSiann 媠聲」講

座暨發表會。

67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一、學人動態

陳登武教授、楊彥彬副教授、林欣宜副教授、周東

怡助理教授榮獲本校 107年度「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

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3　 賴惠敏　 滿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

衙門與商號

108.10.24　 許雅惠　 政治中的藝文：宋代士大夫的金石

古器收藏

108.10.31　 陳秀芬　 從蔣維喬靜坐法初探近代中國的身

體革命

108.11. 7　 鄭維中　 荷治時期大員港的入港規範：駁

船、旗號與盪纓

108.11.14　 楊　 翠　 如何看見？—歷史真相與檔案運

用

108.11.28　 劉法柔　 博物館學國外進修與實習之經驗分

享

108.12. 5　 楊維真　 眺望彩雲之南：雲南地方史的學思

歷程

108.12. 5　 劉世珣　 歷史文物的策展與導覽

108.12.19　 陳正國　   「半開化」：一個觀念的前世今生

三、學術活動

學術討論會：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9　 李峙皞　 民主化與專業化的衝突？牛津大

學、工人教育協會與英國公民教育

運動，1909-1949

四、出版訊息

國文學報 ‧ 第 66 期

108 年 12 月，篇目：〈自覺乎？附庸乎？—《典論・

論文》的時代意義探究〉（陳慶元）、〈劉卲《人物志》

之經學淵源與創發〉（梁偉賢）  、〈令狐楚編《御覽詩》

舊說釋疑及內容辨證〉（徐國能）  、〈《湖海新聞夷堅續

志》校補—以元刊前、後集十二卷本編次復原〉（賴

信宏）  、〈論吳昌綬、張祖廉之生平交誼及詩詞唱和—

以《松鄰書札》、《城東唱和詞》為中心〉（佘筠珺）  、

〈甲骨卜辭「Ｘ受Ｙ又（祐）」意義及其相關問題再探〉    

（張宇衛）。

66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1　 吳庭宇　 公視臺語臺工作經驗分享

108.10.22　 劉定綱　 翻轉國文課：做一本現代公民需要

的國文課本

108.10.29　 蔡蕙頻　 談情說愛半世紀：日治時期臺灣人

的愛情

108.10.30　 陳彥樺、莊宜璇、潘彥維　Carbon-Cutter 從

人文生活觀察到科技實踐

108.10.31　 許書容　 校友薪傳實習經驗分享

108.11. 5　 巴　 代　 巴代寫作歷程

108.11.12　 王昭文　 聽故事、寫歷史、揣家己

108.11.12　 徐聖凱　 「校史」的發現、研究、推廣與校

齡延長

108.11.20　 鄭清鴻　 前往文學世界的港口鑰：「拾藏」

文學故事轉譯與商品開發經驗談

108.11.21　 陳志銳　 新加坡的文學旅遊：從陳志銳的獅

城地標詩學談開去

108.11.22　 陳冠禎　 實習經驗與工作職涯—從研究方

法的學習講起

108.11.26　 蕭宇辰　 故事轉譯力：從臺灣吧經驗談轉譯

策略與技巧

108.11.27　 陳志洪　 遊戲轉譯力：從全局觀閱讀談人文

桌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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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9　 韋　 薇　 天主教社會服務的發展演變

108.10.30　 許　 蔚　 孤魂考—道教與中土佛教幽科中

一種類型化幽靈的生成

108.11.12　 陳文珊　 從修復式正義看催淚香港

108.11.14　 許善德　 大國角力下的犧牲者：庫德人

108.11.21　 林毓如　 告別的溫度

108.11.26　 陳立樵　 1979 年以來的伊朗與西亞局勢

108.12.10　 包修平　 如何理解以巴衝突

108.12.17　 趙昕毅　 祈雨、建廟與朝山：魏華存信仰在

北方

三、學術活動

1. 本系 11 月 4 日舉辦「數位人文工作坊—文本對讀

工具在人文學科的應用」，  邀請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

系洪振洲副教授主講。

2. 本系 11 月 15 日與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舉辦「臺

灣宗教地景調查方法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3. 本系於 10 月 5 日舉辦「第 17 屆研究生小論文發表

會」：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釋性恩　 建設西方淨土的菩薩行—法藏比丘

楊璟惠　 日據時代艋舺龍山寺副住持羅 妙吉之生平與思

想—兼論一段歷史懸案馬偕二世偕叡廉述其 

改宗過程

王兆立　 論民國以來的漢傳佛教徒的「無神論」傾向

鄭君平　 「上帝就是上帝的象徵」：田立克論「象徵」、

「上帝」與「終極關懷」

何家任　 上清道修煉經典 研究—以《黃庭 內景玉經》

為例

安吉恩　 現代臺灣中的嬰靈

四、出版訊息

1. 宗教心理學之人文詮釋

蔡怡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08 年 10 月。

2. 周易的生命關懷—十二月卦篇

鄭志明，臺北：文津出版社，108 年 12 月。

108.11.13　 王麒銘　 南巡之夢—臺灣總督出訪南洋的

構想與計畫（1910 年代 -1937）

108.12.25　 劉文彬　 「法國女權之母」歐蘭普．德古菊

（Olympe de Gouges）的思想

四、出版訊息

1. 意外的臨界點：皇權傳承與僖宗朝前期（873-880）

的政治角力

潘子正，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08 年 11 月。

2.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 第 62 期

108 年 12 月，篇目：〈宋人紀錄中的金太祖諸子—

以「集體描述」為中心的觀察〉（陳昭揚）、〈論朝鮮

清心丸的流行與清代遼東社會〉（吳政緯）、〈廣西反

瞞產運動的成因和影響〉（王力堅）、〈日治初期臺灣

家畜疫病預防政策之試行—以海港獸類檢疫為中心

（1896-1911）〉（末武美佐）、〈評介黃寬重《孫應時的

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

（王亭方）。

68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1.27　 祝平次　 漫談數位人文算計人的生活與文化

二、學術活動

本系於 11月 23-24 日主辦「第十六屆先秦兩漢學術

國際研討會」。

69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一、學人動態

鮑霖助理教授獲教宗方濟各任命，出任教廷宗座宗

教交談委員會副秘書長，於 108 年 2 月起借調至梵諦岡

服務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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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講　                   題 　　

韓拱辰　 談《三代緣：英千里家族與我》一書：見證英

千里、英若誠、英達等英氏家族傳奇人物跨越

半世紀的三代情緣

黃　 綠　 《戎途墨跡—黃菊裳將軍詩文事略》編寫紀

實

姚蜀平　 介紹 2018 年出版的，集科學史、留學史及近

代史為一體的新書《願天下壯士志終酬—姚

蜀平論文集》及 2019 年出版的，一部反映大

饑荒的長篇小說《倚天長嘯憑誰說》

趙越超　 我的非虛構系列故事寫作

73
香港中文大學

一、專題演講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 3　 陳煒舜　 想像的王土︰「清末一代」舊體詩

人論略

108.10.11　 姚智輝　 青銅時代・鎏金歲月

108.10.21　 劉國英　 中國與 17 至 18 世紀歐洲哲學家：

中國在歐洲現代解昧世界觀形成過

程中的角色

108.10.28　 孫志新　 中國情懷：秦漢文明與中外交通

108.11. 1　 張建雄　 讀史觀勢—了解中國現狀與對外

關係

108.11.14　 李貴生　 過猶不及：陳寅恪詩文箋證的貢獻

與局限

二、學術活動

1.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10 月 19 日舉辦「北山

汲古：中國繪畫」專題研討會。

2.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國古典詩學研究中

心 10 月 24 日舉辦「露港秋唱—嶺南詩詞吟誦薪傳

工作坊」及「古典詩詞吟誦雅會 2019」。

70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

學術活動

1. 本所 11 月 1-2 日舉辦第 13 屆「臺灣西洋古典、中世

紀暨文藝復興學會」國際研討會。

2. 本所 12 月 14 日舉辦「2019 跨文化研究學術論壇」。

71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一、學術活動

東洋文化研究所 2020 年 1 月 22 日舉辦「中国の一

帯一路と中央アジア諸国における国民感情の考察」：

主講人    　　講　                   題 　　

廣野美和（立命館大学）　一帯一路構想研究の現状と

課題：グローバルな視点から

ダダバエフ・ティムール（筑波大学）　中国の対中央

アジア協力と日韓露の政策との比較：経済協

力ロードマップを中心に

園田茂人（東京大学） 　大学生調査から見えてくる国

民感情

二、出版訊息

1. 現代中�法入門 第 8 版

高見澤磨、鈴木賢、宇田川幸則、坂口一成，東京：

有斐閣，2019 年 12 月。

2. 中�小�史研究序�（尾上兼英遺稿集Ⅱ ［古典小� � 藝能篇］）

尾上兼英，東京：汲古書院，2020 年 1 月。

3. 台湾研究入門

若林正丈編，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 年 2 月。

72
美國哈佛大學

學術活動

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和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紐英倫分

會 12月 8日舉辦新書演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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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學術活動

1.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馬來亞大學紅樓夢研究中心、中

文系畢業生協會主辦，中國紅樓夢學會、韓國紅樓夢

研究會、北京曹雪芹學會聯辦之「2019 年馬來西亞紅

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0 月 5-6 日在馬來亞大學

文學院舉行。

2.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學

程、清華大學中文系於 12 月 28-29 日舉辦「『在路

上』：第二屆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

3. 佛光山教育中心、馬大中文系和馬大佛學會於 12 月 7

日舉辦「傳承與信仰」論壇：

主講人    　　講　　　　　　　　題 　　

覺誠法師　 文學與佛教信仰

杜忠全　 宗教信仰與社會傳承

黃智鴻　 想華教界與宗教界的一點問題

4. 學術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1　 楊勝博　 幻想、未來與我們的此時此刻

108.11.29　 羅仕龍　 疆界與流動：談文學翻譯與翻譯文

學

108.12. 4　 王兆鵬　 詩詞的流動與還原：唐宋文人的數

位化研究

108.12. 8　 鄭芳婷　 臺灣戲劇與當代思潮

108.12.13　 陳耀昌　 臺灣史與臺灣史小說的特點

108.12.14　 向　 陽　 □不住的□□：我的後殖民臺灣書

寫

108.12.18　 曾　 玲　 從文化移植與新土創造的視角研究

華人民間信仰—以大馬華人拿督

公崇拜的田野研究為例

74
香港城市大學

學術活動

1. 中國文化中心「中國文化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 9.27　 許菱子　 道與道

108.10. 2　 楊永勣　 廿一世紀詠春新思維

108.10. 4　 蔡清平　 我與梨園戲

108.10.14　 龔書章　 島嶼迴盪・眾聲喧嘩—1990 年

以來的臺灣建築地景

108.10.15　 龔書章　 都巿長物志—從建築創作、城巿

策展到社會創新的敘事與構築

108.10.17　 龔書章　 臺灣新世代的跨界思考—從社會

設計到空間傳達的文化創新

108.11. 5　 陳敘良　 學術與藝術的雙重變奏—「在最

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13-16 世紀

中國與義大利的跨文化交流」策展

體悟

108.11. 7　 陳敘良　 詩意的棲居—馬王堆漢墓與漢初

文明

2. 中文及歷史學系講座：

日　  期　主講人    　　講　                   題 　　

108.10.12　 丁新豹、范永聰　 青年論五四

108.11.16　 陳學然　 五四運動在香港

108.12. 7　 趙雨樂　 萬物有情：從器物看唐代的宮廷故

事



《漢學研究通訊》徵稿稿約

一、《漢學研究通訊》辦刊宗旨在於報導國內外漢學研究的動態。報導內容包括： 

（1）漢學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綜述；（2）漢學研究新視野及計畫；（3）國際漢

學機構介紹；（4）中外著名漢學家傳略、業績與貢獻；（5）學人訪談；（6）

外文新刊書評或簡介等。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和提供消息。

二、本刊專論刊載以中文稿為原則（含譯著），文長以一萬字左右為度，最長不得 

超過一萬五千字；外文新書評介稿以中文書寫，一千五百字為原則；特約稿件則不 

在此限。若有相關照片、圖片，亦盼隨文附上。

三、本刊為季刊，每年二、五、八、十一月出版。電子版於紙本出版後在「漢學研 

究中心資訊網」（http://ccs.ncl.edu.tw）中刊出。

四、來稿均經送請專家學者評審，審查採雙匿名制，故文中請勿出現足以辨識作者 

身分之資訊。

五、來稿以電腦打字列印為佳，並請使用與Microsoft Word 相容系統之文稿電子檔。 

書寫手稿，請用稿紙清楚繕正，並使用本刊現行之格式及標點符號。

六、 來稿以未曾發表者為限，且同一文稿請勿同時分投至國內外其他刊物或網站。 

譯稿請註明出處，並附原文及翻譯授權書。

七、來稿請附個人簡介（註明所屬學校機構及職稱），並附通訊地址、電話、傳真 

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

八、來稿一經採用，即按相關規定致贈稿酬（稿酬已包括以各種形式發行之報酬）。 

投稿者若僅同意以紙本形式發表者，請於來稿時特別註明。

九、本刊對於來稿之文字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於來稿上註明。

十、本刊著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本刊則享有著作財產權；日後除著作者本人將其 

個人著作結集出版外，凡任何人任何目的之翻印、轉載、翻譯等皆須事先徵得 

本刊同意。

十一、來稿如有抄襲等侵權行為，投稿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二、 投稿請寄送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20 號《漢學研究通訊》編輯部，或寄電子 

郵件至：ccsnews@ncl.edu.tw。或利用國家圖書館投審稿系統： 

http://journals.ncl.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