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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108 學年度教師研究
成果發表會 
臺北‧2020.4.9-10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辦　　　　　　　　　　  

鍾正道　 論李昂早期小說的電影框視

周怡君　 臺灣長照的自立支援與障礙者支持的自立生活

概念與制度的比較分析

林宜陵　 李白詩歌中的「影」字析論

鄭瑩憶　 來自山西：18 世紀以來大雞籠社的部落變遷與

祖源論述

沈惠如　 論宋春舫的戲劇創作與譯作

范綱華　 宗教信仰對臺灣青年人主觀福祉的影響：貫時

性資料的反事實分析

鄭得興　 一帶一路與中東歐海外華人—檢視中國商業

銀行的結點功能

高郁惠　 社區資本對臺灣縣市人口遷移的影響

林璿之　 Priority Monism and Propositions
張峰賓　 規範性：一個自然主義式的進路

黃　 默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for Taiwan ?
賴光真　 快思慢想？國中小教師教科書評選決策模式之

探究

古正欣　 學生對於數位學習平臺的使用意圖與行為探

討—以東吳 Moodle 數位學習平臺為例

巫淑華　 從課堂的「學習共同體」教學實境檢視學生的

學習動機—以某高中的一堂還修課程為例

張家銘　 全球化與地方發展的在地條件：捷克庫特納霍

拉（Kutna Hora ) 個案研究

吳雨蒼　 國際法顧問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

林沛君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評鑑制度之現況檢

視

葉崇揚　 家庭主義的分歧？—臺灣民眾對兒童及老人

照顧的福利態度分析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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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國 2020 族群・文化・語言學術研討會暨第一

屆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研討會

基隆‧2020.5.29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辦　　  　　  

葉衽榤　 霍斯陸曼・伐伐《玉山魂》的民族文化與語言

特色

林和君　 臺灣原住民當代巫師文化的跨族群現象及其析例

陳鴻逸　 文本的層遞／反思—原住民族傳統智慧財產

議題融入實用中文課程為例

陳芯慧　 淺談臺灣客語中的詞序相反—與閩南語、華

語之比較

劉向仁　 從電影《等待飛魚》看達悟族的文化景觀

黃培青　 書寫的起點—論〈拓拔斯・塔瑪匹瑪〉

吳一德、胡巧欣　臺灣原住民遷徙生活型態、社會參與

及生活品質之研究

陳芯穎　 族群頻道媒體近用權落實之研究—以原住民

電視臺為例

藍文謙、葉正昌　臺灣原住民族檳榔文化與公共衛生之

文獻探討

李玲玲　 山海文學獎原住民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探析

沈惠如　 尋找失落的鄉愁—《女子安麗》的儀式魂

楊儒强　 染血的表演—臺灣歌舞劇《藍彩霞的春天》

裡的原住民雛妓

陳新瑜　 試論清代臺灣方志所呈現之原住民飲食文化

劉少華　 自在之物：〈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中血統民族

主義下的壓抑

柯香君　 歌仔冊中閩南飲食文化之套式運用

鄭卉芸　 穿越時空拜訪三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以郁

永河的《裨海紀遊》為例

陳伊婷　 小說《藍彩霞的春天》的族群樣態

薛玲玲　 《阿詩瑪》的美麗與哀愁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3
第一屆華語教學發展史國際研討會

新竹‧2020.6.5-6

　　清華大學華語中心承辦　　　　　　　　　　     　

陳雅湞　 臺灣資深外籍修女的中英文能力應用社群溝通

鏈結對比

曾金金、劉亮吟　 臺灣赴美華語教師 50 年

李黛顰、信世昌　天主教在華第一個華語學院—1937-
1949 北平德勝話語學院（Chabanel HallMaison 
Chabanel）初探

張勝蘭　 美國中文教學研究發展初探

思博耶夫・亞歷山大（Sboev Aleksandr）　淺談 1899 年

以來俄羅斯遠東地區漢語教學發展情況

宋秀雯　 在美國教華語文四十餘年之經歷與期望

周敏康　 西班牙公立大學華語教學的誕生史話

陳若雨　 甲柏連孜《漢語語法初階》述評

鄒王番　 美國傳教士來會理漢語研習之考察

李劍影　 《漢字筆劃系統—首部漢俄詞典試編》分析

王添淼　 歐洲漢學重鎮—荷蘭萊頓大學的漢語教學

林宣余　 韓國朝鮮時代的華語商務口語教材分析—以

《老乞大》為研究範圍

周晏菱　 由 19 世紀來華傳教士所著之華語讀本論華語

教材教法之研革新變

吳　 默　 1932-1945 年朝鮮半島「滿洲語」會話教科書

特徵探析

任　 弘　 日本橫濱大同學校：海外華僑學校的發軔與華

文教育史研究的典範

李　 璐　 從傳教士漢語學習看明清時期的漢語教學

李亦珂　 從《國語入門》之課文編寫看趙元任中文課程

的規劃和設計

林瑀歡　語言政策影響下的東南亞三語教育研究

陳氏紅、陳文國　越南九龍江平原各省華文學校的成立

與現狀—以安江省朱篤市的華文學校為例

金京愛　 韓國高中漢語教學大綱變遷史研究—從語法

體系的角度探析和建議

侯建州　 菲律賓中正學院 1989 前的幾次重要發展與變

化

朱嘉雯　 海上真真國女子漢語習得歷程分析

顏雪梅　 菲律賓華語教學史研究

褚福俠　 從《小小廣播劇詞彙》看臺灣早期新竹天主教

華語學院的聽說教學

呂茵彤、陳樂怡、鍾伊玲　香港幼兒學習華語的教與學

探討

李春紅　 東北淪陷時期《滿洲國語》雜誌中的「滿語」

講座

鄭安中　 美國中文學校華文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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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瑜庭　 日本放送協會中文教育內容初探—以 1979
年度〈NHK ラジオ中国語講座〉為例

陳氏金鸞　 越南早期中文系師資隊伍培訓研究

阮黃英、範文蘭　越南早期中文系編寫的《漢語教程》

分析

丁氏紅秋　 越南早期中文系 1955-1990 年漢語教學法研

究

（清華大學華語中心）

4
第十二屆國會學術研討會：新國會、新趨勢、

新方法

臺北‧2020.6.13-14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國會研究中

心主辦　　　　　　　　　　　　　　　　　　　　　  

盛杏湲　 立法院的議題政治：政黨極化或趨同

卓昱成　 政治分歧與立法委員提案分析

游錫堃　 國際新局下臺灣的機會、挑戰與國會定位

邱師儀　 Party Polarization in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林政楠　 The Impact of Divided Government on Bill 

Initiations in State Legislatures
黃秀端、陳宥辰、吳旻穗　立委的角色定位—立委與

選民認知差異比較

林逸婷　 第九屆及第十屆立委政治家族及當選關係之初

探

黃子峰　 立委評鑑與連任策略

鄧志松、黃凱苹　問政內容之中國因素分析—以第九

屆立法院為例

唐伯亨　 專業立委之立法參與型態—以教育法案為例

沙向銓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Constituency Benefits, 
and the Legislative Broadcasting Channel in 
Taiwan

王宏文、黃薏庭　第七屆行政院與立法委員提案之分

析—從資訊來源與處理的觀點來看

王禕梵、王宏文　立法委員類型分析：以我國第五、

六、七屆委員提案為例

徐俊明、王宏文　立委資訊處理機制如何影響提案行

為—以第五屆到七屆為例

蘇子喬　 違憲審查、公民投票與國會立法—我國同性

梁新欣　 從個人華語教學被培訓的經歷談教師培訓方式

方法的轉變與啟發

周　 萍　 IB 課程在臺北美國學校—從臺北美國學校的

IB 課程看 IB 課程的設置、發展與影響

李潔芳　 在澳洲教授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經歷的分

享

林文俊　  臺灣華文教材滄桑史—自個人教學經驗一窺

華文教材之變遷

嚴翼相　 歷代韓國華語的演變及華語教學簡史

劉士娟　 An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Using Technology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Second 
Language

Duanduan Li　A Socio-Historic Study Of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史　 潔　 厚基礎文學素養作家參編早期對外漢語教材的

現代審視

蔡蓉芝　 20 世紀前期華語文教材編寫研究

歸皮爾（Pierre Guillemain）　 法國之華語教學發展歷史

吳貞慧、張曉君、林品馨　紐西蘭華語文教育之僑教體

系變遷

陳　 茅　 中文教學在美國的起源：從衛三畏談起

張曼蓀　 明德中文暑校的歷史意義與未來展望

詹秀嫻　 耶魯中文在北美華語教學發展史之角色和現況

探討

于錦恩　 民國時期（1912-1949）東南亞華校國語文教材

的歷史考察—以新加坡和中國的當代圖書收

藏為考察對象

施正宇　 約前時代來華英國人漢語學習研究

謝　 輝　 早期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漢籍與漢語學習

李　 真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西人漢語學習文獻初探—

以 Vocabulaire Chinois（《漢語詞彙手冊》）為中

心

岳　 薇　《華語萃編》研究

張傳聖　 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之一：ICLP 史略

林秋芳　 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之二：教材的歷史沿革

陳玉蓉　 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之三：ICLP(/IUP) 的華語

教師

陳薌宇　 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之四：學習者公開發表

古川裕　 近 150 年來日本中國語教學的歷程—自成立

階段至飽和階段

林初梅　 日本「華語」教材發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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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0 年語言、文學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中‧2020.6.30-7.1

　　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應用中文系承辦　　　　　  

張清泉　 英國漢學發展概述

耿華（Vladimir A. Kurdyumov）   俄羅斯文化與電影

羅詩雲　 島嶼的離返：戰後張我軍的歸返敘事與北京再

現

劉恆興　 黑色的曙光：論東北流亡作家源起與哈爾濱文

壇（1932-1936）

李建德　 戰後至解嚴前（1945-1987）臺灣道教文學發展

探析

陳嘉禮　 上古語言與書寫文化—以出土文獻思考口述

社會與古書形成（線上） 
諸葛俊元　創意寫作課程之教學目標與落實

胡瑞雪　 跨文化道歉口語語用策略差異探析

王　 璟　 漢武帝時期「士不遇」作品探究—以東方

朔、董仲舒、司馬遷為例

吳惠珍　 論孫梅《四六叢話》之駢散主從觀

陳茂仁　 「晚節漸於詩律細」—試論杜甫〈漫興〉（其

七）之聲韻美

鄭宇鎮　 黃庭經身體觀的構成（線上）

張日郡　 國家、人種與神話：論蔣觀雲的進化論思想

黎雅真　 謝文洊教育觀述評—由〈程山十則〉切己思

想探啟（線上）

張世傑　 「儀式情遠」交纏「一世情緣」間當代臺灣婚

禮文化現象與設計創新探討

游婷敬　 飛魚、獵人，說自己的故事：論臺灣原住民跨

敘事文本研究

蔡政惠　 布農族作家乜寇 ‧ 索克魯曼《我聽見群山報

戰功》中的懷鄉之情

張瓊霙　 從小說到影視之反派形象：以金庸《笑傲江

湖》之東方不敗為研究中心（線上）

廖藤葉　 崑劇至京劇《青石山》的比較研究

王櫻芬　 美味人生也是道之人生—現代版「廚藝之

神」的演繹（線上）

千野拓政　我們跑到哪裡去？—當代東亞諸城市的青

年文化與心理（線上）

林雅芬　 「今天」之語用言談功能

鄂貞君　 非規範華語在社群軟體裡的語用功能

婚姻合法化的歷程

黃崇祐　 臺灣國會之最適席次

吳怡慧　 違憲法律的立法成敗分析

彭睿仁　 議題投票對奧地利國會左右政黨版圖消長之影

響—以 Ibiza 醜聞（Ibiza-Affäre）政治事件為

例

許友芳　 右翼激進政黨德國另類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的國會表現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5
2020 第 13 屆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研討會

臺北‧2020.6.20

　　臺灣歷史學會、國史館主辦　　　　　　　　　     

嚴慧詩　 日治後期臺灣青年如何規劃未來—以《少年

日記：蔡玉村》為例

奧野善雅　 日治前期幼稚園的成立與營運

呂布民　 臺南女中排球文化的形成與樣貌

小池拓人　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日治時期臺灣屠

宰場的公營化

陽智寧　 日治初期臺北艋舺地區地方行政的建立與地方

社會

何佳龍　 日治時期花蓮港廳「蕃人授產」與「集團移

住」政策之研究

陳若文　 以黑暗觀光角度探討臺灣北部白色恐怖不義遺

址的保存

黃崇祐　 臺灣威權統治時期的黨產問題

王千豪　 戰後初期雲林沿海地區的貧困

盧梓滿　 臺灣與戰時廣東的社會控制

邱香怡　 李友邦與臺灣義勇隊抗日之貢獻

許芳庭　 日治時期臺灣的書刊商品化

陳楷峯　 試論王育德的民間文學研究

陳素玲　 駱文森日記的分析

黃正宗　 戰 後 初 期 臺 灣 保 險 市 場 發 展 之 研 究（1945-
1949）

高家婷　 唐代官員身分與陪葬明器關係試探—以鎮墓

獸為例

邱胤翔　 邱良功之子：南陽鎮總兵邱聯恩之研究

（臺灣歷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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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億　 從地下水、埤圳水到自來水：後村圳灌區水資

源利用變遷及空間分布研究（1709-2017）

何俊頣　 戰後臺灣地下水的開發與觀測（1949-1976）

莊濠賓　 第一期臺灣農地重劃實施的問題與弊端（1960-
1970）

曾獻緯　 層層轉嫁：戰後臺灣糧食體制之運作（1954-
1968 年）

葉爾建　 美國駐臺領事與 1940 年代以前的臺灣農業情

報調查

莊世滋　  以南投水里車埕聚落的產業轉型為方向

曾令毅　 肥水不落外人田：水牛厝的私人水公司與地方

社會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9
「臺灣百年來的社會運動」學術研討會

臺北‧2020.7.11

　　臺灣歷史學會、臺北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主辦  

蕭新煌　 試論臺灣百年來的公民社會運動的起伏

伍維婷　 和父權體制與國家的糾纏鬥爭—臺灣百年的

婦女運動

黃仁姿　 1920 年代臺灣農民運動中的蕉農與青果組合

郭凱迪　 學生運動與臺灣政治發展（1948-2015）

王昭文　 長老教會與 1980 年代後的社會運動

顧恆湛　 1980 年 代 原 住 民 族 運 動 的 歷 史 形 成（1970-
1984）

崔愫欣　 從低潮到復興：臺灣反核運動的轉變與進化

吳嘉浤　 兩次爭取「縮短工時」運動之民主運動性質比

較（1984-2018） 

（臺灣歷史學會）

10
琳園學術研討會

高雄‧2020.7.17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太和書院主辦 　　　　　

劉維奪　析論藍海萍《塵緣》詩集之意象

陳宜青　《陶村詩稿》紀實於隱

駱嘉鵬　 臺灣閩南語的共時音段變化

李名媛　 《民國時期經學叢書》之《詩經》學著述初探

趙敏芝　 「中國經典導讀」的教學理念與實踐

張致苾　 從「禮」的文化觀看漢字識寫教學研究

鄒文律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的香港城市空間

想像（線上）

衛　 琪　 藍廷珍與臺中地區的開發

（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應用中文系）

7
臺灣公共人文的試探學術研討會

臺北‧2020.7.1

　　臺大文學院科技部標竿計畫「人文反思與當代臺灣：

文化實踐的追索與新試探」主辦 　　　　　　　　　　 

林奇秀　 文化創意 IP 產業之特性與運作模式

謝筱玫　 「臺日友好」下的跨文化流動—《東離劍遊

紀》的製作與傳播

陳重仁　 失憶記事—臺灣當代失憶書寫的情境與困境

楊建章　 What Is Aesthetic Education Today? On Using the 
Ears in a Post-colonial Age

童元昭　 一個排灣部落跨族群往來的記憶與行動

陳慧宏　 宗教與現代臺灣發展關係的思考—從基督宗

教看臺灣與世界

施靜菲　 20 世紀東亞工藝造作與臺灣

陳弱水　 公共人文學的幾個基本面向—兼論其在臺灣

的應用

（臺灣大學文學院）

8
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研討會

彰化‧2020.7.9-10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

究所主辦　　　　　　　　　　　　　　　　 　　　　 

陳淑容　 彰化平原的農業生產與農村轉型：埔心鄉案例

趙文華　 1960 年代後大肚溪下游農村的生活轉變：以下

寮仔尾庄為例

陳藝勻　 困境求生：彰化福寶村產業發展的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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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東晟　 自自由由幸福身—點校《全臺詩》的難字判

讀

朱双一　 《全臺詩》中有關劉銘傳詩作評析

林正三　 《全臺詩》傳承推廣與教學之芻見

李知灝　 遺民藩主：鄭經《東壁樓集》中的遺民書寫與

泛化

向麗頻　 清末臺灣府城名士施士洁作品補遺

薛建蓉　 臺南四大古剎的歷史形構：從明鄭至日治時期

臺灣古典詩作談起

柯榮三　 蔡廷蘭於道光、咸豐時期的交遊考述

王建國　 從季麒光與陳元圖詩文往來論二氏〈寧靖王

傳〉版本異同

梁淑媛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漢詩文作家及其作品研

究：以中村櫻溪及相關師友、文化社群為核心

莊怡文　 1930 年代《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選定圖書目錄》

中的漢詩文教本及其文化政治初探

趙偵宇　 魏清德漢詩對於「陶淵明」的接受情形與相關

問題討論

余育婷　 王漁洋在日治臺灣的典範意義—從「漁洋秋

柳唱和」談起

廖振富　 介入、反思與批判：臺灣古典詩如何與當代對

話

余美玲　 臺灣古典詩中的疾病書寫

楊雅惠　 養生、衛生、重生：臺灣日治時期的療癒詩學

楊永智　 披圖可鑑翰墨誼：從黃慎淨《開元寺徵詩錄》

引證

郭秋顯、賴麗娟　 新校全本張湄《瀛壖百詠》提要

徐慧鈺　 山水有情皆入畫—林占梅山水詩之研究

許惠玟　 呂喬南作品研究

葉連鵬　 一任世人爭富貴—女詩人蔡振玉生平與詩作

探究

翁聖峰　 日治時期臺灣報刊的竹枝詞內涵與特色—兼

論竹枝詞在「全臺詩博覽資料庫」、「智慧型全

臺詩資料庫」檢索及運用的異同

申翼澈　 18~19 世紀韓國和臺灣竹枝詞創作考

（國立臺灣文學館）

陳政雄　試述方仙道之源起與價值意識

張國華　《常清靜經》丹道研究

胡玉珍　《抱朴子・內篇》金丹方術之探析

王之敏　《史記》中的河圖洛書蹤跡

黃乾殷　析論《遺論九事》的易圖構形思想

莊哲彥　莊子逍遙遊煉養思想初探

黃竹芳　「氣」觀念與「气」字原型之考辨

葉秀娥　從教化觀看趙氏孤兒文本演變

劉義生　論李德林的宦海浮沉

李美智　從〈黃粱夢〉談馬致遠道化劇的度脫美學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11
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員大會暨高明士教授八十傘壽

研討會

臺北‧2020.7.18

　　中國法制史學會主辦　　　　　　　　　　　　 　

高明士　八十感言，並談《尚書》的刑制規範—兼論

中華法系的基礎法理

陳惠馨　「唐律讀書會」對於法學者研究法史的意義

黃源盛　法學與史學之間—讀高明士教授《律令法與

天下法》有感

宋德喜　廟學制的啓示與唐太宗帝王學的反思

陳俊強　對話平台　育才基地：話說唐律研讀會

賴亮郡　高門問學雜感

陳登武　「天聖令學」的催生者

（中國法制史學會）

12
從《全臺詩》到全臺詩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南‧2020.7.24-25

　　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　　　　　　　　　　　 　　

施懿琳　 廿年辛苦不尋常：從《全臺詩》的編校談臺灣

古典詩研究的過現未

廖美玉　 精選臺灣古典詩的使命與挑戰—《臺灣漢詩

三百首》述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