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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界 消 息

一、中心業務

‧ 為協助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與執行

外交部委辦「臺灣獎助金」兩項獎助金獲獎學人在臺

進行研究期間能充分掌握學術資源分布與運用，本中

心 5 月至 10 月辦理「外籍獎助學人圖書館資源利用

課程」，共 8 場實體與線上課程。5 月 27 日上午的圖

書資源利用課程，由本中心交流組張瀚云編輯介紹本

館的資料庫，並由知識服務組城菁汝編輯針對臺灣研

究提供實用的資料庫檔案介紹。6 月 17 日上午由本

中心黃文德組長介紹館藏漢學資源，及特藏組孫秀玲

助理編輯介紹館藏特藏文獻。

 6 月 24 日上午的「外籍獎助學人圖書館資源利用課

程」，特別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王冠雄教

授以臺灣海洋資源的角度切入介紹臺灣當今的國際地

位，引導各類學術資源利用。

‧ 本中心 5 月 27 日下午舉辦 109 年度第一次外籍學人

在臺研究經驗分享，主題為「臺灣華文文學」，並邀

請臺灣大學廖咸浩教授擔任主持並分享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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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中心學友臺灣師範大臺灣語文學系賀安娟教授

（Ann Heylen）亦應邀出席。發表與會學人包括德國

蔣永學（Thilo Diefenbach）博士分享：「德文『臺灣

文學史』的深入研究」、美國羅福林（Charles Andrew 

Laughlin）教授分享：「中國電影中的衰老意象」、捷

克馬金（Martin Blahota）博士分享：「爵青的現代主義

文學」、美國阮斐娜教授分享：「臺灣文學中的殖民生

態與後殖民文學發展」，以及澳洲黃鈺婷博士分享：

「從中國敘事臺灣：2000年代的文學和媒體影像」。

王冠雄教授（站立者）為外籍獎助學人介紹學術資源利用張瀚云編輯為外籍獎助學人介紹圖書館資源利用

主持人廖咸浩教授分享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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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來臺外籍學人體驗臺灣端午在地節慶文化，隨著

國內疫情趨緩，同時響應政府倡導防疫新生活運動，

本中心於 6 月 24 日於碧潭風景區舉辦「外籍學人慶

端午」活動，參與者包含本年度「外籍學人來臺研

究漢學獎助」，以及承辦外交部「臺灣獎助金」等獎

助，分別來自俄羅斯、馬來西亞、法國、美國、加拿

大、緬甸、南韓、西班牙、捷克、印度、尼加拉瓜、

墨西哥、義大利、印尼、南非與塞爾維亞等 16 個國

家受獎學人加上眷屬近 30 位參加。活動由國家圖書

館吳英美副館長主持，並致歡迎詞。活動期間也落實

防疫措施，比照近期雙北地區龍舟錦標賽防疫規格，

練習隊伍於岸上全程配戴口罩，並實施測量體溫與酒

精消毒。參與的學人於端午節慶的氣氛中，對於傳統

活動留下深刻印象，同時也將臺灣防疫新生活運動帶

向國際宣傳。

‧本中心與外交部研究設計會於 7月 9日以「COVID-19

後的地緣政治發展走向」為題，辦理「臺灣獎助金」

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此次成果發表會分為三個議

題 :「海事安全」、「經濟安全」以及「假新聞」，分

別邀請 3 位本年度臺灣獎助金獲獎學人針對當前國際

議題提供觀點。此次會議由外交部研究設計會谷瑞生

主任擔任主持人，第一場「海事安全」主題，發表人

為菲律賓大學 Kevin Henry Villanueva 副教授，講題：

「強權的淪陷？ COVID-19 之後的地緣政治發展（The 

End of Great Powers: Geopolitics After COVID-19）」，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沈明室所長擔任與談人。第二

場「經濟安全」主題，發表人為秘魯國立聖馬可大

學安伯佳（Ana Gabriela Mansilla Grippa）助理教授，

講題：「秘魯發布 COVID 19：從地區成功到災難案

例（Peru Post COVID 19: From Regional Success Story 

to Calamity）」，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葉國俊教授

擔任與談人。第三場「假新聞」主題，發表人為波

蘭選舉報（Reporter of Gazeta Wyborcza）記者 Robert 

Stefanicki，講題：「中國以地緣政治利益為目標日

益擴增的假新聞（China’s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is 

Gaining Speed and Scope with the Aim of Geopolitical 

Gains）」，臺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江雅綺副教授擔任與談人。

‧ 7 月 10 日召開《漢學研究》第 73 次編輯委員會，由

主編林啟屏委員擔任主持。

‧ 漢學研究中心設有指導委員會，任務為研訂漢學研究

中心重要政策方針並指導各項計畫之進行。教育部終

身教育司司長、國家圖書館館長為當然委員，委員係

由教育部部長聘任，任期二年。第 20 屆指導委員，

任期自 109 年 7 月至 111 年 6 月，名單如下（按姓氏

筆畫排序）：

呂妙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李奭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外交部「臺灣獎助金」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本中心「外籍學人慶端午」活動，於碧潭舉辦划龍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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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貴芬（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

聘教授）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

長）

陳弱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陳益源（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曾淑賢（國家圖書館館長兼漢學研究中心主任）

黃月麗（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

黃美娥（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黃寬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楊儒賓（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葉文心（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蔡英俊（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鄭毓瑜（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

院士）

二、寰宇漢學講座

․ 阮思德（Bruce Rusk）副教授主講「奇貨異物：從歷

史虛擬和科技創新談宣德爐」

 7 月 17 日舉行，阮思德係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

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

洲學系副教授。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毓芝

副研究員擔任主持人。

阮教授係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歷史博

士，近期著有《文學批評與經典詮釋：詩經學的歷史

結構》（Critics and Commentators: The Book of Poems as 

Classic and Literature）、明代《杜騙新書》選本的合譯

（The Book of Swindles）等。研究領域包括經學史、明

清學術史以及文化史。他在演講中指出：宣德爐，簡

稱宣爐，是明清以來某種銅合金香爐的總稱，狹義指

的是明代宣德年間（1426-1436）官方鑄成的香爐。

前者雖為後代器物，通常刻有「大明宣德年製」等年

號款識。儘管如此，其初期歷史仍為迷團。16 世紀

中葉始有文獻證實其存在。此後，在明清社會傳布的

各種故事對宣德爐的來歷都有不同解釋。阮教授分別

從科學、傳說與《宣德鼎彝譜》的成書探究此一議題

的建構過程。

․ 吳克強（Chuck Wooldridge）副教授主講「以清代新

竹為中心，探討寺廟修繕活動與宗教實踐的關係」

 7 月 17 日舉行，阮思德係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

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雷曼學院

副教授。邀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林欣宜副教授擔

任主持人。

吳克強教授係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近期著有

City of Virtues: Nanjing in an Age of Utopian Visions（華

盛頓大學出版，2015）。研究領域包括東亞史、清代

政治史、宗教史以及臺灣史等。本次報告主要為吳老

師在臺蒐集資料之初步經驗分享。他認為像所有的建

築一樣，寺廟、教堂與其他宗教設施偶爾需要修繕。

可是以神為主的建築還是有值得特別分析之處。與其

他建築相比，寺廟的空間較有特色與意義，故其修繕

活動也有象徵性的作用。有些修繕活動本身即是寺廟

舉行宗教儀式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這是研究世界宗教

史的學者們，應該多加注意的。本演講參考臺灣清代

淡水新竹地區的豐富史料，從新竹的角度研究修繕活

動與宗教實踐的關連性，並探討修繕這個概念對臺灣

歷史有什麼貢獻。

寰宇漢學講座：左起：（主持人）林欣宜教授、賴毓芝教

授、（主講人）阮思德教授、吳克強教授



學 界 消 息

38　總 155 期　民國 109 年 8 月（2020.8）頁 35-38　漢學研究中心

三、出版訊息

․ 漢學研究通訊 ‧39 卷 2 期（總 154 期）

109 年 5 月出版，篇目：〈「北派渡海」―跨海詞

學家在臺灣大學的教學研究及其影響〉（陳水雲、周

含）、〈懷念瀟灑名士劉顯叔〉（陸善儀、汪榮祖）、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與《臺灣研究國際

學刊》及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的現況介紹〉（蔡明燁、

羅達菲、程念慈）、〈北美臺灣研究學會與北美的臺灣

研究〉（彭琪庭）、〈南洋潮起―新加坡國立大學雲

茂潮中華文化研究中心簡介〉（楊妍、王昌偉）。

․ 漢學研究 ‧38 卷 2 期（總 101 期）

   109 年 6 月出版，篇目：〈《樂府詩集》與「漢樂府」

的輯集整理〉（謝秀卉）、〈論六朝薦表的書寫實踐與

人倫品鑑〉（何維剛）、〈「齊元」之爭與「高祖」更

易―高歡、高洋歷史地位的改換〉（胡勝源）、〈從

委諸天命到追究責任―南唐舊臣入宋之後的歷史

認知與書寫〉（李卓穎）、〈權守上位―卜答失里太

后與晚元初期政治〉（許正弘）、〈馬尼拉閩南語文

獻《西班牙—華語辭典》與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羡〉

（劉莉美）、〈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後漢書》過錄何

焯批校本看何焯的史學與校勘學〉（韋胤宗）、〈北平

明經學會與《春秋正議證釋》之成書―兼論救世

新教尊孔讀經的策略〉（林彥廷）、〈評 Wendy Swartz, 

Reading Philosophy, Writing Poetry: Intertextual Modes of 

Making Meaning in Early Medieval China〉（蘇瑞隆）、

〈評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ôn Korea, 1636-1912〉（蔣竹山）、〈評 Lee Ming-

huei, Confucianism: Its Roots and Global Significance〉（李

瑞全）。

․ 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 ‧ 第 173-175 期

 109 年 5 月 1 日、6 月 1 日、7 月 1 日線上發布。請

參見 http://ccsnews.ncl.edu.tw。

四、世界漢學學友會

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施行二十幾

年來，已補助過來自 45 個國家的外籍學人 470 餘人。

為了凝聚歷年獲獎訪問學人情誼，漢學研究中心特別於

2011 年規劃成立了「世界漢學學友會」，並於 Facebook

網路社群平臺成立社團，作為學人間聯繫的管道。同時

在《漢學研究通訊》報導近期學友在世界各地的學術活

動，包括學人參加研討會、演講、發表論文、獲獎及出

版新書等：

․ 歐洲學友動態：

‧ 耿華（Vladimir Kurdyumov，俄羅斯籍，2019 年漢學

中心獎助學人，Moscow City University 教授），5 月 1

日至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演講，講題為「俄羅斯語言

與文化基本認識」。

‧ 賀安娟（Ann Heylen，比利時籍，1998 年漢學中心獎

助學人，現為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5月

1 日至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演講，講題為「Positioning 

Taiwan Studies vis-à-vis i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 柯絲婷（Kristina Karvelyte，立陶宛籍，2014 年漢學

中心獎助學人，現為銘傳大學專案助理教授），6 月 5

日至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演講，講題為「文化導向的

都市再生之探索：以臺北市為例」。

․ 美洲學友動態：

‧ 阮思德（Bruce Rusk，加拿大籍，2020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副教

授），6 月 17 日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

講題為「紙上的宣德爐：文檔、文獻與文物」。

‧ 祁泰履（Terry F. Kleeman，美國籍，2009、2020 年

漢學中心獎助學人，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教

授），6 月 24 日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演講，講題為

「早期中國的靈魂觀與道教之魂身具存救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