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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中心

News on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一、中心業務

•	 為協助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與外交

部委辦「臺灣獎助金」獲獎外籍學人，在臺進行研究

期間能充分掌握臺灣學術資源分布與運用，於 110 年

11月 3日舉辦第七場「外籍獎助學人圖書館資源利用

課程」。本次課程由知識服務組洪菀吟博士擔任講師，

講述「政府公開資訊資料庫」課程。12月 1日第八、

九場「外籍獎助學人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邀請國

史館審編處李京燕科長講述主題為「國史館館藏檔案

史料文物系統檢索入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

局李亞祝研究員擔任講師，介紹「國家檔案資訊網」

及「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的檢索方式。

•	本中心 11 月 17 日與輔仁大學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合作辦理外交部「臺灣獎助金」110 年度第二次學

人研究成果發表會，主題為：「跨文化領域的外交視

角」。會議由外交部研究設計會谷瑞生博士擔任主持

人，分別邀請兩位獲獎學人針對其研究主題及當前

國際議題提供觀點，分別為澳洲雪梨大學 Brett	Todd

博士，講述：「臺灣、拉丁美洲及英屬移民國家原住

民語言法」，由輔仁大學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唐維敏國

際長擔任與談。另發表人為印尼艾爾朗家大學 Baiq	

Wardhan	副教授，講述「利用教育合作增進臺灣印尼

對等網路發展」，由輔仁大學德語語文系羅燦慶副教

授擔任與談。

•	為使訪臺外籍學人瞭解臺灣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景觀，

本中心於 12月 15 日邀請外交部「臺灣獎助金」學人

參訪新北市坪林綠光農園及新北市立茶業博物館。

本次活動由國家圖書館翁誌聰副館長、外交部研究

設計會谷瑞生主任共同帶領來自澳洲、印度、印尼、

義大利、日本、馬來西亞、蒙古、奈及利亞、美國、

祕魯等 10個國家約 17 位受獎學人及其眷屬參加，深

度體驗坪林茶產業、生活與茶文化，及製茶產業如

何影響當地人文活動與自然環境，期待學人日後能

將臺灣之美帶向國際宣傳。

•	漢學研究中心自民國 70 年成立至 110 年邁入四十周

年，同時也為慶祝《漢學研究通訊》自 71 年 7 月迄

今亦即將邁入發行四十周年，於12月29日辦理「《漢

學研究通訊》與數位傳播時代工作坊」，邀請長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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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支持《漢學研究通訊》之各學術機構通訊員參與，

並致贈感謝狀。主編葉毅均博士報告：「《漢學研究

通訊》與數位傳播時代」，同時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長蔣竹山分享經驗，以數位時代的

學術傳播進行專題演講。

本次工作坊本中心懷抱著感恩的心情，向長期提供

《漢學研究通訊》相關訊息的學術機構和通訊員們

表示謝意，並由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致贈感謝狀

「學術資訊傳播機構獎」予國內 22 個學術機構與大

學系所，以及「學術資訊傳播個人獎」予 20 位服務

於各學術單位之資深通訊員。（名單如下）活動總計

超過 30 位通訊員及機構代表出席本次工作坊，包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李貞德、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杜佳倫、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系

主任黃聖松、國立故宮博物院俞小明專門委員等人

共襄盛舉。

「學術資訊傳播機構獎」名單（依筆畫順序）︰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正大學歷史學

系、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政治大

學中國文學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國史館、國立故

宮博物院、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清華大學哲學研究

所、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

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學術資訊傳播個人獎」名單（依機構筆畫順

序）︰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諶美玲）、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賴玫宏）、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范

意卿）、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史欣儀）、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龍嫻穎）、政治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曾惠鈴）、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張嘉玲）、高

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悅雯）、暨南國際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陳裕美）、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廖文

媛）、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黃怡雅）、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系（林倉盟）、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陳

南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簡惠琴）、東海大

學歷史學系（賴淙誠）、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劉

美玲）、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鄭玉華）、輔仁大

學宗教學系（劉嘉琪）、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楊

淑卿）、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楊秀芬）。

二、臺灣漢學講座

國家圖書館致力於推動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交流，

於國外舉辦「臺灣漢學講座」，建立交流平臺，呈現臺

灣與漢學研究成果。由於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

持續推廣臺灣學術研究成果，特以線上形式辦理「臺灣

漢學講座」。

•	 11月9日，本中心與匈牙利科學院圖書資訊中心合辦，

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陳相因副研究員主講

「Master,	Mara	and	the	Mad	Man:	Absorbing	Russia	and	the	

《漢學研究通訊》與數位傳播時代工作坊」致贈獎狀後合影（左），右為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蔣竹山所長專
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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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Europe	in	the	Prose	of	Lu	Xun（大師、摩羅與狂人：

魯迅創作的瘋狂與馴化主題）」，本次講座由匈牙利科

學院圖書資訊中心東方館藏主任Ágnes	Kelecsényi 博士

開場介紹，並邀請匈牙利羅蘭大學東亞研究學系暨圖

書館馬秋菊（Kornélia	Major）博士主持。

•	 11 月 29 日，本中心與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合辦，

邀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盧慧紋所長主講「Wild	

Cursive	Calligraphy,	Poetry,	and	Buddhist	Monks	 in	 the	

Eighth	Century	and	Beyond（八到十一世紀的狂草與

禪僧）」，本次講座由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特藏部

研究員，同時也是漢學研究中心學友葛思語先生

（Georgijs	Dunajevs）主持。

陳相因副研究員 ( 左 ) 於線上「臺灣漢學講座」演講，
Ágnes Kelecsényi 博士 (右 )開場介紹，馬秋菊博士 (中 )
擔任主持。

費約翰教授 ( 左 ) 於線上「臺灣漢學講座」演講，張耀中
博士 (右 )擔任主持。

盧慧紋所長 (左 )於線上「臺灣漢學講座」演講，葛思語研
究員 (右 )擔任主持。

•	 12 月 8日，本中心與澳洲國立大學及澳亞臺灣研究

協會合辦，邀請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學費約翰（John	

Fitzgerald）講座教授主講「Fifty	Years	of	National	Shame	

(國恥 )	or	Century	of	Humiliation	(百年恥辱 )	?	Resentment,	

Shame	and	Legitimacy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由澳亞臺灣研究協會主席張耀中博士主持。

本場講座與「臺灣現況對話：在世界尋找臺灣的位

置」國際學術研討會聯合舉行。

Chris Berry 教授（右）於線上「臺灣漢學講座」演講

三、研討會

‧「臺灣現況對話：在世界尋找臺灣的位置」國際學術

研討會

12 月 8 日至 9 日，本中心與澳洲國立大學、澳亞臺

灣研究協會主辦「臺灣現況對話：在世界尋找臺灣的

位置」（Taiwan	Update:	Positioning	Taiwan	in	the	World）

學術研討會。本次活動由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協辦，採取墨爾本大學辦理實體會議，線上開放全

球參與的方式辦理。活動由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

•	 12 月 3 日，本中心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合辦，

邀請倫敦國王學院電影學系 Chris	Berry 教授主講

「Taiwanese-Language	Cinema	as	an	Alternative	Cinema	

of	Poverty」，本次講座於Youtube線上平臺直播舉行，

由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所長 Táňa	Dluhošová（路丹

妮）博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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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時先生〉（邵東方）、〈回憶編輯《余英時文集》〉

（沈志佳）、〈回憶先師余英時教授〉（賴大衛著，王

千瑀譯）、〈接過余英時先生所傳慧炬，讓自由之光

永耀宇內〉（陳懷宇）、〈余老師與我的師生情誼〉（侯

格睿著，葉毅均譯）。論文篇目：〈中國大陸學界關

於近代蕪湖米市的研究回顧與展望〉（康健、王暢）、

〈法國東亞學院藏越南漢籍略述〉（謝澤穎）、〈新書

評介：Julia	Lovell,	Maoism:	A	Global	History〉（陳紹

東）、〈新書評介：Kelly	A.	Hammond,	China’s	Muslims	

and	Japan’s	Empire:	Centering	Islam	in	World	War	II〉（吳

啟維）、〈新書評介：岩間一弘編，中國料理と近現

代日本—食と嗜好の文化交流史〉（張梓楊）。

	‧漢學研究‧39 卷 4 期（總 107 期）

110 年 12 月出版，篇目：〈「三教的交涉與分合」專

輯導言〉（賴錫三）、〈從中古佛教徒的「辟穀」受容

談《佛說三廚經》思維與行法的道、佛交涉意義〉（紀

志昌）、〈新道論︰論「道體」與「體道」—王玄

覽《玄珠錄》義理研析〉（呂慧鈴）、〈反思虛靜論

—論王夫之釋《莊》〉（蔡岳璋）、〈三教一道論之

伏流—從明儒王道思想中見老子學與儒學交涉的

思想史意義〉（王矞慈）、〈心性與道體—「中國哲

學」詮釋的兩種路向〉（鄭家棟）、〈評蔡英俊，《游

觀、想像與走向山水之路：自然審美感受史的考察》〉

（廖棟樑）。

‧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第 191-193 期

110 年 11 月 1 日、12 月 1 日、111 年 1 月 1 日線上發

布。請參見 http://ccsnews.ncl.edu.tw。

六、世界漢學學友會

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施行三十幾

年來，已補助過來自 47 個國家的外籍學人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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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左）、澳洲國立大學 Benjamin 
Penny 教授（右），於「臺灣現況對話：在世界尋找臺灣的
位置」學術研討會致詞。

澳洲國立大學臺灣研究計畫主持人 Benjamin	Penny 教

授、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賴碧姬組長，及駐墨爾

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王偉年組長致詞。本次研討會

辦理二場專題演講，邀請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學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教授、中山大學王宏仁教授主講，

講題分別為「Fifty	Years	of	National	Shame（國恥）or	

Century	of	Humiliation（百年恥辱）?	Resentment,	Shame	

and	Legitimacy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Love	and	Intimate	Labor	 in	Cross-Border	Marriages	 in	

Taiwan」。

四、其他講座

‧楊國柱教授主講「臺灣的喪禮功能與喪禮儀軌簡介—

以佛道教信仰為例」

本中心12月4日與波蘭卡基米日維爾基大學（Kazimierz	

Wielki	University）語言學院合辦線上「青年漢學講

座」，邀請南華大學楊國柱教授主講，由波蘭卡基米

日維爾基大學陳力綺助理教授擔任主持。

‧黃庭碩博士主講「北宋禪宗的崛興及其文化影響」

本中心 12 月 17 日與宋史研究會合辦第 212 次宋史座

談會，邀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黃庭碩主講。

五、出版訊息

‧漢學研究通訊‧40 卷 4 期（總 160 期）

110 年 11月出版，「余英時院士紀念專號」篇目：〈自

由主義的傳統基礎—余英時先生的若干治學理路〉

（王汎森）、〈我與指導教授余英時相處的個人回憶〉

（田浩著，王千瑀譯）、〈涓滴教誨見真情—懷念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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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新書等：

● 歐洲學友動態：

•	施耐德（Axel	Schneider，德國籍，2017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哥廷根大學漢學系教授），10 月 26

日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名家講座」，主講「探索現

代性：近來關於我們時代的性質之論辯及其對東亞

研究之意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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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國

際臺灣學研究中心執行長），11 月 16 日於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主講「數位報紙檔案中的福爾摩莎敘

事」。

•	 郭靜云（俄羅斯籍，2005 年漢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12 月 18 日於朝陽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中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2021 文獻

與出土資料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何謂『獸』：

釐清本義與來往字的意義關係」。

•	 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比利時籍，2019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教授），發表論

文「Coping	with	Ambiguity:	Seventeenth-century	Inter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as	if	”Rituals	in	the	Liji」刊登於Autour	

du	Traité	des	rites.	De	la	canonisation	du	rituel	à	la	ritualisation	

de	la	société	(Hémisphères,	2021)。

•	徐兆安（Shiuon	Chu，英國籍，2016 年漢學中心獎助

學人，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12

月 23 日於中研院近史所，主講「革命只是自然趨勢

加上人力的一鞭：國語運動與文化權力的摸索」；12

月與陳建元、陳建守、韓承樺譯著出版《面向過去

思考：與史學大師的爐邊閒談，打造歷史思惟的八

場對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1）。

● 美洲學友動態：

•	周啟榮（Kai-wing	Chow，美國籍，1990、2011 年漢

學中心獎助學人，現為伊利諾大學歷史系教授），10

月 15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主講「李贄與晚明商業出

版：中國近代『士商社會』的文化與文學」。

•	 武玲（Linh	D.	Vu，美國籍，2014年漢學中心獎助學人，

現為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助理教授），出版英文專書

Governing	the	Dead:	Martyrs,	Memorials,	and	Necro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2021)。

•	 俞永峯（Jimmy	Yu，美國籍，2016 年漢學中心獎助學

人，現為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副教授），出版英文專書

Reimagining	Chan	Buddhism:	Sheng	Ye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Dharma	Drum	Lineage	of	Chan	(Routledge,	2022)。

● 亞洲及紐澳學友動態：

•	沈國明（Sim	kok	Meng，馬來西亞籍，2015 年漢學中

心獎助學人，現為心向太陽劇坊主席），10 月 22-25

日於廈門大學人文學院「超越與融合︰戲劇新趨勢

國際學術研討會」，線上發表論文「『僑』與『橋』—

從『搶救百年馬華話劇史料運動』發現『中國戲劇

史料』」；主編《戲劇：文學‧歷史‧戰爭—我

們站在馬來西亞的土地上發聲》上下册（心向太陽

劇坊出版，2021）。

•	 荒木達雄（Araki	Tatsuo，日本籍，2014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日本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特任研究

員），11 月 6日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講「石渠

閣出版活動和《水滸傳》之補刻」；11 月 12-13 日於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第 17 屆文化交流史：『觀

念的旅行』國際學術研討會」，線上發表論文「日本

人如何閱讀《水滸傳》？—以《水滸傳全本》為例」。

•	藤井倫明（Michiaki	Fuji，日本籍，2000 年漢學中心

獎助學人，現為日本九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哲學

部門准教授），11 月 20-21 日於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等主辦「第十二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線上

發表論文「朱子《孟子》詮釋及其心性論之建構」。

•	魏月萍（Guat	Peng	Ngoi，馬來西亞籍，2006 年漢學

中心獎助學人，現為馬來西亞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

學中文系副教授），12 月 15-17 日於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主辦「2021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線上發表論文「靈山與書院：陸光祖的儒

佛思想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