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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6 月

1. 楚系簡帛文字字典基礎工程成果發表會

2009年 7 月

2. SEAA & TSAE多重亞洲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

3. 佛教經典的義理與傳佈學術研討會

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ian Digital Cultures 2（亞

洲數位文化2國際研討會）

5.  第16屆國際中國哲學會──2009迎向世界的哲學對

話與文化交談

6. 王母信仰文化世界學術研討會

7.  總力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臺灣比較

研究國際學術工作坊會議

2009年 8 月

8.  海峽兩岸傳統文化及玉器研究研討會

9. �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12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10. 孫學與離島文化產業學術研討會

11. 第六屆馬來西亞漢學研討會

12. 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

13.  第三屆現代中國社會變動與東亞新格局國際學術

討論會

14. 第五屆科舉學與科舉制國際學術研討會

15.  2009臺灣戲曲節――臺灣戲曲學術研討會

2009年 9 月

16.  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的研究新視野」國際論壇

17.  中國古代文明及其衍化――中國傳統社會變遷國際

學術研討會

18.  「沒有主義」？文本與語境脈絡、思想與意識型

態的交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19.  第六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文學的大

河：歷史、土地與新文化

20.  四海斯文自一家：東亞使節文化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

21.  交界與游移――近現代東亞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

國際學術研討會

22.  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第11至17世紀間中日韓三

地的藝文互動國際學術討論會

23. 蔣介石的權力網路及其政治運作國際學術研討會

24.  臺灣自然災害史與災後重建學術研討會

25. 文本‧觀看學術研討會

26.  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百周年誕辰紀念國際學術研

討會

27.  文化自主性與臺灣文史藝術再現跨學科國際研討會

28. 中興大學文學院97年度燎原專案研究成果發表會

29.  文化視域的融合――第九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30.  百年儒學與當代東亞思潮――紀念唐君毅、牟宗三

先生百年誕辰國際學術會議（第八屆當代新儒學

國際學術會議）

31. 中山精神與徐霞客精神學術研討會

32.  陳映真創作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33.  第二屆東方外交國際學術研討會

34.  生命教育家：證嚴上人靜思語研討會

2009年 10 月

35.  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學術研討會

36.  2009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37.  第四屆辭章章法學學術研討會

38.  2009臺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39.  第七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

40.  全球時代的亞洲研究學術研討會（Global Asias）
41.  重建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

42.  第四屆中國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

43.  第四屆中國文哲之當代詮釋學術研討會

2009年 11 月

44.  第一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45.  第三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內外學術會議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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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楚系簡帛文字字典基礎工程成果發表會

新竹‧2009.6.27

　　玄奘大學中文系主辦   

袁國華　楚簡「史」、「弁」再探

季旭昇　說「矵」

蘇建洲　《上博七‧武王踐阼》考釋二則

許文獻　試論校勘與校讀──以信陽楚簡為例

洪德榮　信陽長臺關《竹書》相關問題略述

王瑜楨　釋析上博（七）「 」字

高佑仁　談「爭」字在古文字中的演變脈絡

張心怡　《上博七‧凡物流行》 字小議

彭慧賢　郭店楚簡否定詞「不」、「弗」之研究

謝霓論　古文字中的「鹽」字──兼談新蔡簿記簡之性質

高榮鴻　新蔡楚簡考釋五則

趙夙苑　九店楚簡37、38「凡五子」條試論

鄧之凡　仰天湖楚簡之研究回顧與一些待考問題

詹今慧　從戰國秦漢簡牘看「舍人」制度的演變

（玄奘大學中文系）

2
SEAA & TSAE 多重亞洲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7.2-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

會與美國東亞人類學會合辦   

Early Anthropology's Unknown Asias
Robert� �Oppenheim�� �Orientalist�Against�Orientalism:�Korea�

and�Stewart�Culin's�Anthropology�of�the�1890s

David�Odo���A�Good�Type:�Transforming�19th-Century�Tourist�

Photographs�of�Japan�into�Anthropological�Data

Erin�Hasinoff� � �The�Missionary�Exhibit:�A�Frustration�and�a�

Promise�for�Franz�Boas�and�the�American�Museum�

of�Natural�History

Laurel�Kendall� � �China�for� the�Anthropologist!� :�Franz�Boas,�

Berthold�Laufer,� and�a�Road�not�Taken� in�Early�

American�Anthropology

Chen�Ping-heng����Framing�the�Natives�in�the�Colonial�Scenery:�

Japanese�Anthropology�and� the�Visual�Record�of�

Paiwan,�1928-1940

Claiming Indigenized Modernitie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mensions
Liu�Tzu-kai� � �Desiring� for�Becoming�a�Mandarin�Literate:�

Narratives�of�Social�Inequality�among�Wa�Buddhists�

on�the�China/Myanmar�Borderlands

Chien�Mei-ling�� �Making�the�Feat�Ritual�and�Let�Our�Village�

Go� toward� the�World:�The�Narration�of� the�Local�

Elites�and�the�Modernity�of�the�Mhub�in�Guizhou

Eveline�Bingaman� � �What� is�Culture� in�Lijiang:�A�Look�at�

Conflicting�Concepts�of�Culture� in�World�Heritage�

Sites

Christian�Alan�Anderson� � �Making�Cosmopolitan�Identites� in�

Hainan:�Utsat�Perspectives�on�Modernity

Futuru�C.�L.�Tsai� � �Back�Home�is�Fun:�Identity� in�Plays�and�

Games�of�Young�A'tolan�Amis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Chang�Chung-fu���信仰與認同的再定位──全球化背景下

的中國伊斯蘭宗派意識及其演變

Chao�Chiu-ti� � �伊斯蘭在中國在地化的變遷與調適──以

西北地區宗派多元化意識為例的探討

Chen�Wen-Ling� � �由當代臺灣佛教徒宗教實踐之轉型看

「社會參與型佛教」的全球化趨勢

Chien�Yin-hsin� � �正統、權威與想像：試論福建民間宗教

的祖廟意識

(Re)presenting Sexuality: Embodiment, Performance 
and Popular Culture
Jeffry�T.�Hester� � �Hiding�in� the�Light:�Shifting�Discourses�on�

Female�Fans�on�Male-Male�Homoerotic�Texts� in�

Japan

Teri� �Silvio� � �Wuxia�Ethics�and�Cute�Sprouts:�Masculine�and�

Feminine�Modes� of� Engagement�with� the� Pili�

Puppetry�Serials

Daniel��White���Tears,�Capital,�Ethics:�Television�and�the�Public�

Sphere�in�Japan

Chung�Haeng-ja���Staged�Performance�at�Club�Rose�in�Osaka:�

Hostesses�and�Entertainers

Amy� �Chang� � �The�Beautiful�People?�The�Culture�of�Skin�

Whitening�in�China

Opium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Chinese Borderlands, 
1850-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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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Man-houng　Import� Substitution� of�Chinese�Native�

Opium,�1805-1906

Ho�Ts＇ui-p＇ing　Opium�in�Kachin�and�Shantou�Social�Change,�

1870s-1950s

Liu�Shao-hua　The�Impact�of�Opium�Production�on�Nuosu�(Yi)�

Society�in�Early�20th�Century

Zhou�Yong-ming　Opium�Suppression�Campaigns�in�Tibet�and�

Western�Sichuan:�1950-58

Rethinking Patrilineal Descent in East Asia
Kawaguchi�Yukihiro　Lineage�Revival� and� an�Attempted�

Feud:�Rethinking�Kinship�and� Identity� in�Chinese�

Society

Kamizuru�Hisahiko　Is�Han�Taiwanese�a�Patrilineal�Society?:�

A�Case�Study�of�Fuwen

Tamaki�Takeshi　The�Peasants�and�Yadui:�Community�Buil-

ding�by�Displaced�Persons�in�Modern�Okinawa

Nikaido�Yuko　Living�under�the�Foreign�Sky:�The�First�Gener-

ation�Korean�Women�in�Japan�and�Their�Families

Lum�Tin-wan　Where�Have�All� the�Women�Gone:� The�

Production�of�Patriarchal�Ritual�Spectacles�and� the�

Emergence�of�the�Shadow�Media�in�Hong�Kong

Indigenous Futures in Asia: Post-Declaration Expect-
ations, Actions and Anxieties�
David�A.�Hough　How�Can�We�Use�Individual�Rights� from�

UNDRIP� to�Reclaim� Indigenous�Rights?:�A�Case�

Study�from�Nepal

Ann-Elise� Lewallen　Caranke� and� Ainu� Indigenous�

Governance�as�a�Work-In-Progress

Mark�K.�Watson���Which�Indigenous�Future?:�The�(Ir)Relevance�

of�UNDRIP�for�Indigenous�Peoples�in�Urban�Asian�

Contexts

Yang�Huan-Hong　Undeveloped�Others:�Aborigine�Images�in�

Taiwan�Cinema

Mona�Awi　An�Assessment�of�Taiwan＇s�Indigenous�Rights�

Regime�in�a�Post-UNDRIP�Framework

Contextualizing Discourse in Asia  
Tam�Chung-wing� Loretta� � Code-Switching� in� Taiwan:�

Alternative�Identities,�New�Literacy�and�Solidarity

Kang�Shin-pyo　Cultural�World�of�Metaphor�and�Dae-Dae�

Cultural�Grammar�in�Korea�and�Taiwan

Liu�Fei-wen　From�Textuality� to�Practice:�Filial�Piety� of�

Daughters�in�Southern�Rural�China

Nishimoto�Yoichi　Contesting�Myths�of� the�Loss�of�Letters�

and�Ambiguous�Identity�among�the�Lahu�of�Burma-

Thai�Borderland

Yang�Jie　Happiness�and�Reflexivity:�Discourse,�Psychological�

Counseling�and�Affective�Governmentality�in�China

Community Entrepreneurship in Post-Democracy Taiwan 
and Post-Socialist China: Neoliberal Development or 
Economic Activism?
Lu�Hsin-yi　Gender,�Economy,�and�Empowerment:�Women�

Micro-Entrepreneurs�in�a�Hakka�Community

Hsu�Ching-wen　Planned�Space�and�Unplanned�Business� in�

New�Kujiang,�Kaohsiung

Chihsin�Chiu　From�Street�Making�to�Business�Making:�The�

Experience�at�Taipei�Shilin�Old�Streets�District

Cao�Nanlai　Morality�and�Religiosity� in�China＇s�Post-Reform�

Transformations:�The�Case�of�Wenzhou�Christian�

Merchants

Matthew�West　Quality�and�Authenticity:�The�Circulation�of�

Intellectual�Property�Commodities� in�Taiwan�and�

China

The Politics of Memory and the Stat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ensui�Hidekazu　For� the�Time�Being�Stateless:�Precarious�

Balance�in�G.�H.�Kerr's�History�of�Okinawa

Margaret�B.�Bodemer　Making�Ordinary�People�Actors� in�

National�History:�The�Politics�of�Memory� in� the�

Vietnam�Museum�of�Ethnology�Exhibit“Hanoi�Life�

under�the�Subsidy�Era＂

Daniel� �Roberts　Presenting� the�Past:�The�Politics�of�Village�

Historicity�in�Rural�China

Lee�Hyeon�Ju　Who�Started�the�War�and�When�Did�It�End?:�

Remembering�and�Forgetting�the�Korean�War�in�the�

Republic�of�Korea

Chen�Chien-yuan　Transcending�Whose�Past?:�A�Critical�View�

on�the�Politics�of�Forgetting�Contemporary�Taiwan

The Family and Its (Dis)contents
Deborah�M.�Aoki　Widow�on�Wartime�Culture,�Family,�and�

the�State

Cho�Kyungjin　Developmental�Disorders� in� the�Context�of�

Hyper-Competitive�Eduation:�An�Ethn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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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of“Borderline＂Children,�Parents� and�

Teachers�in�South�Korea

Fung�Heidi　Transnational�Daughterhood� Practiced� by�

Vietnamese�Marriage�Migrants�in�Taiwan

Carolyn�S.�Stevens　Considering�Caring:�Families�of�Children�

with�Disabilities�in�Japan

Arianne�Gaetano　Single,�Asian,� Fema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on�Unmarried�30-Something�Women�in�

East�and�SE�Asia

Making Citizens through Educational Processes
Wang�Hsiang-ning　An�Exploration�of�Taiwanese�Adolescent�

Cross-Strait� Transmigration,� Education,� and�

Identities

Genaro�Castro-Vazquez　Schooling�(Im)migrant�Children�from�

Latin�America� in� Japan:�Homogeneity,�Ethnicity,�

Gender�and�Language�in�Education

Chee�Wai-chi　When� the�Cultural�Model�of�Success�Fails:�

Mainland�Chinese�Teenage� Immigrants� in�Hong�

Kong

Agnieszka� Joniak-luthi　Since�They�Have�Never�Been� to�

School,�They�Do�Not�Know�Who�They�Are:�The�

Making�of�Chinese�Nation�at�its“Peripheries＂

Ling�Minhua　Oscillations:�Rural�Migrant�Workers'�Children�

Coming�of�Age�in�Urban�China

Social System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in Southwest China
Wang�Naiwen　The�Ideology�of�Regrouping�in�Migration:�A�

Discussion�about“House＂and“Society＂of� the�

Hmongb�in�Yunnan

Liu�Fang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f� Second-Burial�

Practice�among�Mongduo�of�Miao�people�in�Southern�

Sichuan

Chen�Gang　Death,�Mortuary�Ritual,�and�Mosuo�Social�Structure

Du�Liping　Mass�Medical�Practice� and� Its�Heritage� in� the�

Guangxi�Zhuang�Regio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Illness/Disorder: Local 
Practices, Medical Ideology and Social Suffering
Nakamura�Karen　A�Disability�of� the�Soul:�Schizophrenia,�

Mental�Illness,�and�Community�Life�in�Rural�Japan

Lin�Shu-jung　Family,�Subjectivity�and�Early�Psychosis� in�

Taiwan

Lii�Shu-chung　A�Social�Analysis�of�Disease“Insight＂in�

Psychiatry

Chou�Jen-yu　The�Relevance�of�Ethnography�to� the�Study�of�

Suicide�in�Taiwan

Aura�Yen　Social� and�Mental�Disorder:�Death� and�Crisis�

Management�of�the�Kam�People�in�China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Multiple Voices: Archaeology of 
the Past and Modern Societies in Taiwan
Chen�Pei-yu　The�Technical�Choices� of� Pottery�Making�

Traditions�in�the�Prehistoric�Taipei�Basin

Liu�Tin�Yo　The�study�of�Prehistoric�Hunting�and�Fishing�

Targets�at�OLPII�from�Fauna�Remains

Yeh�Huei-yuan� Ivy　The�Sexual�Division�of�Labors� in� the�

Shih-Chiao�Site－Interpreting�Behavior�from�Human�

Skeletons

Ho�Chuan�Kun　Ethnoarchaeological�Study�of�Pottery-making�

among�Ethnic�Groups�in�Taiwan

Liu� Jiun-yu　New�Material� in�Research�of�Late�Historical�

Archaeology:�An�Example�of� the�Bricks�Excavated�

from�the�Taipei�Machine�Bureau�Site

Ghost Marriage: A Comparative Study among Taiwan, 
Mainland,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Chen�Hsiang-shui　臺灣東石鄉的冥婚習俗

Liu�Xiao　山東地區20世紀以來冥婚習俗調查與分析

Fang�Xiachia　從「幽嫁、幽烈、幽貞」看冥婚文化的變

遷──以粵東梅州為考察重點

Liu�C.���河南冥婚習俗的探討

Chang�Li�Bing　陰陽兩界：山西冥婚習俗的社會與文化

意義

Li�Quan�Ping　山西雁北地區當代冥婚現象研究

Soo�Khin�Wah　馬來西亞華人冥婚案例研究：以冥婚類

型與內容為探討中心

Border Crossings, Internal Boundaries, and Anxious 
Belonging in Southeast Asia
Saroja�Dorairajoo　Crafting�Work,�Crafting�Selves:�Gender,�

Nationality�and�Ethnicity� in�Halal�Thai�Restaurants�

in�Malaysia

Christophe�Robert　Framing�the�Internal�Other:�Commoditiz-

ation,�Consumption,�and�Sex�Work�in�Contemporary�

Vietnam

Yong�Howe�Kee　Generic�Pastness�and�Religiosity:�Muslim-

ness�in�Southern�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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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Yew-foong　Communism�in�Borneo:�Subjectivity� in� the�

Narration�of�History

Performing Heritage
Chu�Chi-jung　Constructing�National�Narratives:�Looking�at�

National�Museums�and�Cultural�Policies�in�Taiwan

Lu�L.�D.�Tracey　Urban�Heritage�Preservation�in�Post-colonial�

Cities:�Comparing�Hong�Kong�and�Singapore

Lee�Wei-ping　In�the�Spirit�of�Name:�The�Local�and�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of�Wan�Jan�Puppet�Tradition

Lee�Tsung�Cheng　Stinking�Gift:�From�Poetics�of�Balinese�

Offering�to�the�Logic�of�Meaning

Tung�Yuan-chao　Reunion�and�Dispersal�of�Caqovoqovolj：

Ritual,�History�and�Performance

Searching for (In)Security: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21st Century Asia
Nicole�Newendorp　Securing�Citizenship?:�Chinese�Immigrant�

Encounters�with�the�Rule�of�Law�in�Hong�Kong

Sara�Friedman　Insuring�Security:� Personal� and�National�

Citizenship�Strategies�in�Cross-Strait�Marriages

Hsia�Hsiao-chuan　Multicultural�Citizenship�as�a�Narrative�

Strategy�Towards�the�Ideal�of�Multiple�Citizenship:�

the�Case�of�Immigrant�Movement�in�Taiwan

Chu�Y.�Julie　Departing�China:�Identification�Papers�and�the�

Making�of�Exits�from�Fuzhou

Duan�Ying　Being�Chinese� in�Burma:�Ethnicity�and�Cultural�

Citizenship

New Trends of Tourism/Migration in Japan and Beyond
Tanaka�Takae　Japanese�Reactions� to�Chinese�Tourists:�A�

Vewi�from�the�Process�of�Rearranging“Value＂

Chen�Leeming　Post-colonial�Tourism:�The�Travel�Agency�

and�its�Role�on�Japan-bound�Taiwanese�Tourists

Ono�Mayumi　Japanese� Lifestyle� Tourism/Migration� in�

Southeast�Asia

Iwahara�Hiroi　Heritage�Tourism�Development� in�Indonesia:�

The�Gap�Between�the�Government�Policy�and�Local�

Perception�of�Cultural�Representation

Doshita�Megumi　Rethinking�Environmental�Tourism:�A�Case�

of�Miyama�Town,�Kyoto�Perfecture

Culture and Business: Reconfiguring Boundaries and 
Reproducing Relations
Cheuk�Ka�Kin���Identity�Usage�in�Business�Practices:�A�Study�

of�Trans-border�Indian

Christine�Hiu�Yan�Ling���Good�Suzhi:�Perspectives�from�Young�

Migrant�Women�Working�as�Salesclerks�in�Shenzhen

Veronica�Sau�Wa�Mak���National�Milk,�Foreign�Milk,�or�Local�

Milk?�A�Study�of�Milk�Supply�and�Consumption�in�

Hong�Kong

Gowoon�Noh���Imagining�Local�Space�in�Globalization:�Social�

Impacts� of�Transnational�Economic�Practices� in�

Northeast�China

Wu�Liang�� �Sailing�on�the�Sea�of�Global�Capitalism:�A�Study�

of�Multi-Ethnic�Scafarers�Working�on�Ocean-Going�

Container�Ships

Language Ideolog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Janet�Shibamoto-smith� � �Finding�Mr.�Right:�New�Looks�at�

Gendered�Modernity�in�Japanese

Blai�Guarne� � �The�Poetics� and�Politics�of�Katakana:�From�

Furusato�to�Homu�Taun

Su�Hsi-yao� � �You� are� so�Tai!� :� Localness� and�Language�

Ideologies�in�Contemporary�Taiwan

P.�Kerim�Friedman� � �The�Paradox�of� the�Local� in�Taiwan's�

Indigenous�Language�Policy

Kang�Yoonhee� � � �Globish�or�Singlish?:�Multiple�Language�

Ideologies�and�Alternative�Asian�Modernity�among�

Korean�Migrants�in�Singapore

Sites and Terms of Encounter in Globalizing Pacific Asia 
Lee�Yi-tze　Remixing�Global� Trend�with� Local� Need:�

Communication� on� Expertise� and� Community�

Dynamics�of�Agricultural�Initiatives�in�Taiwan

Ma�Eun�Jeong　Global�Governance,�Local�Democracy,�and�

Citizenship

Jung�Hyang-jin　Public�Face,�Civility,�and�Social�Structure�in�

North�Korea

Wu�Jinting　Citizenship�at�a�Crossroad:�Education,�Tourism,�

and�Migrancy�in�a�Chinese�Hmong�Community

Gregory�S.�Gullette� � �Social�Protests,�Class�Stratification,�

and� Fracture:�A�Comparative�Analysis� on� the�

Intersections�between�Social�Movements�and�State�

Policy

Technology, Urbanism, and Social Life in East Asia
Lee�Anru　From�Subway�to�High-Speed�Railway:�Modernity�

and�the�Imagination�in�Social�Life�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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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t�Ng　Railway�Citizenship:�Hong�Kong's�KCR�and�MTR

Cary�Karacas　It�is�Desired�that�20,000�Refrigerators�be�Made:�

The�Effects�of�the�American�Occupation�(1945-1952)�

on�Home�Technology�and�Culture�in�Poswar�Japan

Nakano�Yoshiko　The�First�Trip�Abroad,�1965-1970:�Teaching

“Western＂Manners�to�Japanese�Package�Tourists

Wang�Danning　A�Train�of�Cosmopolitan�Experiencing�Great�

Transformations:�Islands�of�War�and�Their�Future

Chiang�Bo-wei　A�Special� Intermittence�and�Continuity�of�

Local�History:�A�Stud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

the�Chinese�Diaspora� and� Their�Hometown� in�

Battlefield�Quemoy�during�1949-1958

Lin�Wei-ping　Pilgrimage� as� Bridge: � Transcending�

Peripheralization�in�Post-Militarized�Mazu�Islands

Michael�Szonyi　The�Politics�of�Memory� in�a�Geopolitical�

Flashpoint:�Jinmen�(Quemoy),�1949-2008

Christina�Schwenkel　Layered�Transnational�Post/Socialist�

Memories:�Visual� and�Architectural�Legacies� in�

Contemporary�Vietnam

The Ethnic Certification &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Mayaw�Kilang���撒奇萊雅族的民族認定

Iwan-Nawi����第十四族賽德克族的民族認定過程

Haisul�Palalavi���布農族Tapukul（蘭社）群的民族認同

Hung�Hsin-lan���客家意識與「客家婦女」的理想型：外祖

敬拜作為臺灣六堆社會的一項文化創發

Stimulants and the World Around Them
Marc�L.�Moskowitz� � �Coffee�and�Its�Discontents:�Caffeinated�

Culture�in�Taiwan

Paul�Festa���Old�World�Wine,�Delirious�De-differentiation,�and�

New�Rooted�Cosmopolitanism�in�Urban�Taiwan

Yu�Shuenn-Der���Materiality,�Stimulant,�and�the�Puer�Tea�Fad

Zhang�Jinghong�� � �The�Changeable�Authenticity�of�Puer�Tea:�

Interaction�of�Tea�Consumption�between�Yunnan�

and�Other�Regions

Peter�D'abbs���China's�Tea�Culture�as�Practice�and�Representation:�

Signposts�in�a�Changing�Landscape

Touring Temples
Yang�Shyh-wei� � �Movement,�Memory,�and�Commemoration:�

A�Ritual�(Re)Formation�of�Paiwan�Past�and�Society�

during�Its�Harvest�Ceremony

Xu�Jian���Torch�Festival�in�Chuxiong:�Creation�and�Reshaping�

of�a�Tradition

Dan�Luo,�Tianji�Xu�� �Selected�Tradition:�An�Anthropological�

Study�of“Temple�Fair�Tourism＂

Tan�Xilin���Bring�Back�the�Ghosts:�Chinese�Popular�Religion,�

Tourism,�and�Local�Development�in�Fengdu

Tan� Kakhun� � � The� Shrine�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of�a�Modern�Japanese�Festival:�The�

Sanja�Matsuri�in�Asakusa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the Chinese State Formation
Wu�I-fan���Self-Inserted�Participant�Roles:�Master�and�Disciple�

In-Class�Re-Contextualizations�in�a�Qigong�Spiritual�

Healing�Association

Brook�Hefright���Language�Ideologies�and�Linguistic�Structure�

among�the�Bai

Shi� Chung-yu� � � Jinghpo� Locatives:� Their� Chronotopic�

Ideologies�and�Evidential�Functions

� James� �Wilkerson� � � Notes� Toward� a� Comparison� of�

Relationship�Terminologies� in�Southwest�China:�

An�Update�on� the�Paul�Benedict�and�Claude�Levi-

Strauss�Debate

Bruce�Mannheim���Forms�of�Linguistic�Domination:�Hold�the�

State,�Please

Mediated Lives: Youth, Gaming and Technology in Asia
Graham��Candy�� � In�Play�We�Trust:�Digital�Game�Structures�

and�Sociality�in�China

Silvia�Lindtner� � �Digital�Gaming�Practices� in�Urban�China:�

Cultivating�Cool�and�Socio-Technical�Distinction�Work

Liu�Jung-Hua� � �Wi-Fi�colour� in� real�world�and�cyberspace:�

cyborg� identity� in�urban�Wi-Fi�networks� in�Taipei�

and�Hong�Kong

Emily�Rauhala� � �Beat�Blogging:�Social�Reporting�and�Digital�

Journalism�in�East�Asia

Dale��Andrews���Animating�Japan's�Pilgrimages:�The�Material�

Culture�of�the�Seichi�Junrei

Colonialism and Social Memory: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from Asia and the Americas
Scott��Simon���Truku,�Teuda,�Tkedaya:�Colonial�Memories�and�

Conflicting�Indigenous�Identities�on�Formosa

Hsieh�Shih-chung�� �Failure� in� the�Past�and�in� the�Present:�on�

Collective�Narratives� among� the�Ainu�on�Ethnic�

Relationships�with�the�Wajin



漢學研究通訊　28 � 4（總 112 期）民國 98 年 11 月  65

會 議 報 導

3
佛教經典的義理與傳佈學術研討會

臺南‧2009.7.3-5

　　千佛山系總部主辦，財團法人千佛山佛教基金會承辦

萬金川　�梵本《維摩經》的發現與文本對勘研究的文化

轉向

周伯戡　大智度論作者之再議

葛兆光　晚清久佚唯識學典籍由日本反傳中國之影響

林文欽　�佛教譬喻文學寶典──《百喻經》之成書、版

本與傳譯發展概況之評介

智旭法師　《金剛經》中的禪意

若知法師��� �以佛法的理念認識「心」──從心的運作與

能所關係看輪迴出離之要

如念法師��� �「自性清淨心」在《阿含經》和《尼科耶》

中的意涵

若勍法師　業的探討

���������������（千佛山佛教基金會）

Mizuka�Kimura� � �Managing� the�Image�of“Yi�Di�(Barbarian�

Area)＂:�From�the�Case�Study�of�Spirit�Possession�

among�Yunnanese�Muslim�Migrants�in�Upper�Burma

Wong�Lee�Lan　Covering�“Bumiputra＂:�The�Power�and�

Politics�of� the� Images�of�Aborigines� in�Malaysia�

History�Textbooks

Materials, Memories and Identities:�Daily Objects and 
Ritual Objects
Hu�Chia-yu　Values,�Powers,�and�Social�Relations�of�Objects:�

Queries� on�Saisiyat�Mediumship� and�Divination�

Beads

Chen�I-chun　“As�It�was� in� the�Beginning,�and� is�Now＂:�

Conversion�Memory�and�Catholic�Identity�Formation�

in�Wan�Chin,�Taiwan

Tan�Chang-Kwo　Connecting� two�Worlds：The�Meaning�of�

Linen�Threads�in�the�Rituals�of�the�Paiwan

Cheng�Yu-Chun　Between�Betel�Nuts�and�Rituals:�A�Case�

Study�of�KaTaTipul�of�the�Puyuma

Christy�Ann�Delair　Malasun,�Glass�Beads�and� Indigenous�

Identity

SEAA President’s Roundtable: The Present Tense of Ghosts
Chiang�Chang-hui����The�Death�of�a�Virgin

Stephan�Feuchtwang���Ghosts�Test�Hospitality

Kim�Seong-Nae���Memory�of�Violence,�Ritual�Laments�of�the�

Dead,�and�Korea's�Jeju�Massacr

Heonik�Kwon���The�Moral�Economy�of�Vietnam's�Ghosts

TSAE President’s Panel: In Memory of G. William Skinner: 
His Contributions to Anthropology
Steve�Sangren���Time,�Space,�Scale:�Lessons�for�General�Social�

Theory�in�the�Legacy�of�G.�William�Skinner

Helen�Siu���Unity�and�Diversity:�Explaining�Culture�and�History

Donald�Deglopper���How�Chinese�Studies�Contribute�to�Social�

Science;�Reflections�on�the�Works�of�G.�W.�Skinner

Hiroko�Murai�Maeda���The�Japanese�Family�System�and�Name�

Changes

Shifting Cultural Identities in Postcolonial Taiwan and Japan
Tei�Taikin� � �Different�Roles� in�Postcolonial� Japan:�Japanese�

Returnees�from�Manchuria�and�Koreans�in�Japan

Nishimura�Kazuyuki���The�Technical�Culture�of�Harpooning�for�

Marlin�at�a�Fishing�Port�of�Postcolonial�East�Taiwan

Lin� Hsuta　The�Manipul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Postcolonial�Taiwan

Lee�Ming-Tsung　Sojourn�Experience�and�Identity�Formation:�

A� Comparat ive� Ethnographic � Study� of � the�

Taiwanese-in-Tokyo�and�the�Japanese-in-Taipei

Huang�Chih-huei　The�Postcolonial�Condition�of�Taiwan:�

Complex�System�under�Two�Layered�Colonization�

after�1987

The World is City: Reflections from the Asian Urban 
Experience
John�Mccreey� � �Domestication� and�Liminality:� Planning�

Yokohama

Gordon�Mathews� � �Chungking�Mansions�as�a�Window� into�

Hong�Kong

Mary�Beth�Mills� � �Refiguring� the�Rural-Urban�Divid:�Cities,�

Citizenship,�and�Mobilities�in�Thailand

Kudo�Masako���Creating�Muslim�Space�in�the�Sububs�of�Tokyo�

and�Beyond:�Case�Studies�of�Pakistani�Men�and�

Their�Japanese�Wives

Zhang� Jijiao� � �Migrant�Minorities� in�Four�Chinese�Cities:�

Finding�from�a�2008�Survey

（司黛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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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ian Digital Cultures 2
（亞洲數位文化2國際研討會）

臺北‧2009.7.7-8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Anne�Allison���Digitality,�Affect,�and�Home:�Net-Café�Refugees�

in�Japan

Leticia�Nien-Hsuan�Fang（方念萱）���We(Wii)�are�in�Control:�

The�Analysis�of�Women＇s�Social�Consumption�of�

Nintendo�Wii�at�Home

P.�Kerim�Friedman（傅可恩）�� �The�Center�Cannot�Hold:�

Perils�and�Promises�of�a�Global�Online�Anthropology

Helen�Grace（葛海崙）����General�Aesthesia?��Mutations�of�

Value� and�Cognition� in�Hong�Kong�New�Media�

Practices

Lee�Dong-Hoo� � �Personal�Photography� and�Private/Public�

Boundaries

Li�Shih-Chieh� Ilya（李士傑）　Seeing�Through� the�Silos:�

Exploring�Museum＇s�Second�Lives

Liu�Jen-Peng（劉人鵬）���Melancholic�Narrative�and�Reticent�

Politics�in�Eva

Mari�Kotani（小谷真理）���Mad�Scientists�in�Love�

Nishant�Shah� � �Of� Jesters,�Clowns� and�Pranksters:�Digital�

Natives�and�Politics�in�Asia

Teri�Silvio（司黛蕊）���Animation:�The�New�Performance?

���������������（司黛蕊）

5
第16屆國際中國哲學會──2009迎向世界的哲

學對話與文化交談

臺北‧2009.7.8-11

　　國際中國哲學會、輔仁大學哲學系主辦

黎建球　以整全的觀點看中國哲學的發展

成中英　古典中國哲學中易之典範

劉述先　由當代新儒家觀點看「全球本土化」問題

陳鼓應　中國哲學中的道家精神

劉紀璐　�Moral�Reason,�Moral�Sentiments,�and�the�Realization�

of�Altruism

François�Flahault� � �Be�Yourself!�Self�Development�and� the�

Image�of�the�Plant���

Philip�J.�Ivanhoe（艾文賀）���The�Contemporary�Significance�

of�Confucian�Views�about� the�Ethical�Values�of�

Music

陳　來　古典儒家政治哲學的特質

賴蘊慧　�Practical�Reasoning�and�Ethics�in�Pre-Qin�Confucian�

Philosophy

Yolaine� Escande（幽蘭）�Chinese� Philosophy� through�

Aesthetics

沈清松　全球化文明交談與中國哲學

鍾仕倫　《金樓子‧說蕃》篇載《樂記》作者考論

江美華　論《禮記》中祭禮之宗教意義與權力觀

傅玲玲　試論《禮記》之生死關懷

倪晉波　�天之將喪斯文──從季敬姜「知禮」看周禮在

魯的嬗變

劉振維　論老莊對「禮」的認知與評價

史向前　老子社會發展觀的當代詮釋

馬　耘　論莊子哲學中「政治」之意義與地位

韓德民　孟子的「義利之辨」與其社會分工觀念

劉鹿鳴　�《中庸》仁學四境論──基於《中庸》文本解

讀的孔子仁學體系新詮釋

蔡忠道　魏晉倫理思想探析──以嵇康為中心

齊婉先　�王陽明致良知教詮釋「私」概念在倫理學上之

意義

崔一凡　宋代新儒家的「敬」的修養工夫

李賢中　�從墨家「志」、「功」關係論中國哲學的理想

與實踐

李景林　�愛的張力──孟子的「辟楊墨」與儒家仁愛觀

念的理論內涵

鄧小虎　人倫和基本益品

蘇嫈雰　荀子人性論研究在美國華僑發展的介紹

李宗桂　從「詩無達詁」看董仲舒的文化闡釋

唐眉江　漢代公羊學大一統思想的組成要素及其關係

鄧　紅　熊伯龍《無何集》的王充論

陳代湘　周敦頤思想的特色及其在湘學史上的地位

劉原池　張載對《中庸》「誠」思想的開展

陳振崑　二程主敬德性工夫的對比分析

吳叔樺　洛、蜀二學人性論之比較與現代省思

張麗華　朱子論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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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銘　�元明之際程朱學者的持敬思想──從吳澄、曹

端、薛瑄到「崇仁學派」

劉孝廷　中國實踐哲學的當代價值

楊小明　中國哲學的現代科學借鏡

王思義　中國哲學當代走向

李維武　�現代大學哲學系的出現與20世紀上半葉中國哲

學的開展

吳　怡　從《易經》蒙卦看今天教育的六大問題

王　前　「道」的技術哲學意蘊

周海春　「義」哲學綱要

張志偉　真理與境界

宛小平、秦皖新　王陽明與朱光潛美學比較

王毅、�傅曉微　從女媧補天到汶川地震──千年一脈的

中國文化原點價值觀

陳旻志　聖巫關涉與《山海經》神話思維模式的貞定

董廣杰、�杜建慧、張永青　論天文與人文合一的文化宇

宙觀

胡家祥　建構中國哲學原理的初步思考

傅澤風　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唯物論傳統試析

黃信二　論「天人合一」之可能與不可能性

李富雄　原始儒家倫理思想的綜合性格

楊　楹　論「以人為本」的解放指歸

李健、�王國慶　試論企業倫理自覺

張　宏　從新時期電影看當代中國的婚姻倫理困境

史　軍　�健康的個人與健康的社會──公共健康領域權

利與善的和解

謝林德　�釋「識」：中文佛典中vijñāna的譯文及其意義

演變

李開濟　從現代窗口看古佛禪心

孫勁松　禪是什麼？

劉興邦　梁啟超的「新民」倫理與普世倫理

賴賢宗　唐君毅的精神哲學

肖　平　�世界是圓的，還是平的？──中西方思維方法

之比較

陳俊輝　�八論孔子哲學有關「天」的思維暨其可能指涉

──試由史萊馬赫的詮釋學解讀《論語》談起

郁有學　�哲學史與哲學的統一──馮友蘭七卷本《中國

哲學史新編》的學術特色

秦　平　�傳統與現代化之間──蕭箑父先生「歷史接合

點」思想初探

吳瑞珠　奧斯定論「記憶」──人類認識的資料庫

陳文祥　格物與洞察：朱熹與郎尼根

張益寧　�「道氣之基」、「不知之知」與古代懷疑主義

──莊子與古希臘懷疑派哲學思想之比較

尤淑如　哲學的實踐──論哲學作為一種治療的可能性

黃政新　道教哲學及性命之學在中西哲學會通中的作用

黃渼婷　�論西方區分道家與道教的分水嶺：以耶穌會傳

教士柏應理為例

吳啟超　�「我們贊成謙卑嗎？」──儒家面對基督教時

的必要自省

許淳熙　儒學智慧與猶太智慧的比較研究

張振東　儒家的仁愛與基督宗教的博愛

Sandra�Wawrytko（華珊嘉）���Buddhism:�Philosophy�Beyond�

Gender

馬　琳　列維納斯與《道德經》對女性哲學的貢獻

Ann�Pang-White（龐安安）　Femininity�and�Zhu�Xi＇s�Philosophy:

　　　　A�Hermeneutic�Interpretation�of�Li�and�Qi

顧林玉　�過程哲學與創生原則：當代女性主義的困惑及

突破

鄭龍煥　�Deconstruction� and�Reconstruction�of�Confucian�

Public�Rationality

Richard�King（金瑞）�� �The�Function�of�Universality� in�

Ethics:� A� Comparison� between�Aristotle� and�

Mencius

譚明冉　�The�Meaning�of�Kingly�Way�and�Its�Realization� in�

Wang�Fuzhi＇s�Works

Shirley�Chan（陳慧）���The�Concept�of�Tian－A�Preliminary�

Reading�of�the�Guodian�Texts

Galia�Patt�Shamir���Nonbeing�as�a�Shift�of�Perspective:�A�Note�

on�Seng�Zhao ś�Understanding�Sūnyatā

Israel�Kanner���Walking�Backwards�in�Laozi�38

Niva� Sharon� � � Two�Notions� of�Otherness,�On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A�Note�on�Wang�Yangming� and�

Levinas

Roy�Porat� � �The�knight�of�Un-concreteness:�The�Sad�Story�of�

Yu-Rang

鈕則誠　�生命教育理念新詮──「人文的自然」之「生

命的學問」

孔令信　中西對「自殺」概念之檢查與反思的異同

陳明進　�論安樂死的倫理問題──從醫師助人自殺的觀

點談起

鄭維亮　初探「輔仁學派」從永遠到永遠的來龍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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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Inada� � �The�Metaphysics�of�Immanent�Transcedence�

Revisited

Jana�S.�Rošker（羅亞娜）���Traditional�Chinese�Thought�and�

the�Structural�Approach�to�Understanding

Aloysius�Martinich�� � Ideal�Reader�Response:�The�Case�of� the�

Yi�Jing

Moon�Byung-Do（文炳道）�� �A�Modern� Interpretation�of�

Classical�Confucian�Shu� as� a�Method� of�Moral�

Decision:�A�Harmonization�of�Utilitarianism�and�

Deontology

Kim�Jung-Yeup���A�Revisionist�Understanding�of�Zhang�Zai＇s

　　　　Philosophy�of�Qi

阮綺霞　牟宗三、布隆德與康德形上學

黃筱慧　�哲學對話與文化溝通之方法研究──敘事的迂

迴作為詩學對話的方法

Randall�L.�Nadeau���“Gods＂and�Philosophical�Skepticism�in�

Chinese�and�Western�Philosophy

K.�R.�Sundararajan���Change—Indian�and�Chinese�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王新力　�Propositional� vs.� Hermeneutic�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Park�So�Jeong（朴素晶）���莊子樂論之當代詮釋

何金俐　Xiao�and�Family�Reverence

王　雅　儒家倫理的日常性分析

李佑新　現代性問題與後儒學

周國文　�公民倫理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境遇中的缺失及

原因

英冠球　《論語》反映的倫理學型態衡定

橋本敬司�　王陽明之戒愼恐懼的良知

李紹崑　�發揚墨子的治學精神：以梁啟超與於野聲兩位

大師為範例

林彥如　�「對比中的相對」作為「轉多入一」之關係性

意涵：懷德海觀點的中西比較哲學

趙錠華　�中西本體論之不同探討──從中國哲學體用思

想角度看

蔡志鴻　《老子》首章之英譯及其問題探析

林　航　仁學實踐理性

解麗霞　中國哲學的意義之維與方法選擇

李哲承　�儒家哲學中出現的「權道」的邏輯結構與現實

意義

陳世放　�「先驗的觀念性」中的「先驗」能否換用「超

驗」？──與鄧曉芒商榷

韓京悳　�淺析韓、中《莊子‧逍遙遊註解》中「逍遙

遊」的比較──以樸世堂、郭象與林希逸為主

林國雄　新儒學忠論

韓斌全　�老子的文化理性和文化理性的辯證法──試論

老子自然倫理思想在學理上的文化哲學特色

盛慶琜、李富雄　效用主義的人本精神

張永青、董廣杰　論兩種科技思想的衝突與和諧

陳鎮華　太極追蹤

蔡元霸　�在自然辯證法思想指引下我所走過的科學方法

論的道路

陳立驤　�「分解的思路」和「全體論與整體實存的思

路」──建立中國哲學詮釋主體性的一組參照系

陸建猷　傳統中國哲學的當代詮釋方式疏論

杜保瑞　從中庸與大學詮釋看朱陸之爭

吳忠偉　圓教的自拘──山家山外之爭與宋代制度佛學

郭朝順　�從天台一念三千至華嚴一心法界──論「觀心

詮釋學」之繼承、轉變與開展

蔣海怒　�自由主義的佛學格義──以梁啟超群學思想為

視角

洪曉楠　20世紀中國哲學的文化體用論評價

鄭宗義　「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年後的閱讀

伍俊斌　公民社會的文化建構：從身分走向契約

鄭淑媛　�精神修養學有關問題及其先秦儒家、道家的精

神修養學

林安梧　「後新儒學」與中國哲學之未

王黎靜　和合新探──兼論傳統中庸人格的現代轉換

陳寬鴻　自我與知識：儒家之知識主體性初探

蕭盈盈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從弗朗索瓦・於連的

視域看中國哲學

羅俊傑　�如何起信？──《大乘起信論》的哲學與宗教觀

François�Flahault���非功利之善與行動在人類文化中之角色

沈清松　科技網路與多元他者中的自由與休閒

汪文聖　�休閒作為自然與文化的結合──從物的指涉與

意義來討論

蔡明哲　�複製文人符號：清代臺灣記遊詩的文化建構，

1683-1895

劉源俊　The�Role�of�Leisure�in�Higher�Education

葉海煙　臺灣宗教活動場域中「休閒」概念的哲學反思

姚文琦　�從臺灣廟會活動看閒暇性的宗教意涵──以大

甲媽祖進香之行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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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que�Sicard　Leisure,� a�Counterpoint� of� an�Aesthetic�

Disaster

劉光能　�以文化或商品之名：對照閱讀法國原作與美國

翻版《斷了氣》

Jean-Marie�Schaeffer���遊戲、美感、藝術與認知性消費

Johanna�Liu（劉千美）���Spiritual�Freedom�and/or�Elegant�

Taste:�the�Aesthetic�Dimension�of�Chinese�Literati＇s�

Leisure�Life

林志明　The�In-Between�and�the�Sublime

張己任　�“Classic＂Music�in�Taiwan—A�Leisure�Type

Kurt�Anders� Richardson� � �Anima�musica:� Tonality� and�

Rhythmicality�of�the�Embodied�Soul�at�Her�Leisure

林淑文　養生與休閒：從莊子庖丁解牛論之

Hong�Wai�Charrif（洪慧）　休閒與藝術創作中的自由，

以吳冠中為例

趙茂林　�通過〈悠閑〉範疇在中國書法領域的延展看一

種生活／生命美學

龔卓軍　�山水化的精神性與潛勢身體：《中國藝術精

神》中的精神修養與身體美學

Fabian�Heubel（何乏筆）���平淡的勇氣：稽康與文人美學

批判

Philippe�Roussin���Professions,�Leisure,�Idleness,�Disinterested�

Pleasure�and�Freedom

黃冠閔　Journey�and�the�Play�of�the�World

Yolaine� Escande（幽蘭）� � � The�Aesthetic� and�Artistic�

Dimension� of�“Play＂� in�Leisure.�A� study� of�

Literati＇s�Games� and� Inkplays� in�Tradition� and�

Nowadays�Expressions

劉成紀　中國古典美學中的身體及其映射

曾春海　竹林七賢的情誼及其精神價值

林盛彬　論《孔子詩論》中的審美範疇

潘小慧　從「君子和而不同」談和諧與多元整全意涵

陳福濱　儒家教學藝術的精神──以《論語》為論

李慶本　跨文化闡釋與審美拯救方案

劉長城　�馮友蘭哲學中的「人學」思想──從《人生哲

學》到《新原人》

Henrique�Schneider� � �Legalism,�Constitutionalism�and�Legal�

Positivism

Marc�Nuernverger� � �The�Structure� of�Greed－Postmodern�

Reflections�on�an�old�Problem

Louise�Sundararajan（呂坤維）���Two�Flavors�of�Aesthetic�

Tasting:�A�Comparative�Study�of�Rasa�and�Savoring

高淩霞　多瑪斯論類比

Maja�Milcinski（馬亞）���Death�in�Chinese�Philosophy

Walter�Benesch� � �Thinking�about� the�Unthinkable� in�Chinese�

and�Indo-European�Philosophies�and�Logics

Oleg�Benesch���A�Comparative�Study�of�Chinese�Wen-Wu�and�

Japanese�Bun-Bu�Thought� in� the�Late�Nineteenth�

Century

俞懿嫻　《易》與懷德海的時間哲學

陳慶衍　對新儒學圓成孔孟儒學的展望

劉新華　從郭象哲學看世界新軸心時代中國哲學的建構

王慧茹　焦循《論語學》的經典詮釋

鄒元江　�「意在言先，亦在言後」──中國哲學美學感

受、創造方式論

尤煌傑　中國古典文獻中所呈現的「味」觀念

黃秋韻　從形上觀點評析徐復觀之中國藝術精神

李晨陽　Xunzi�on�the�Origin�of�Goodness

周廷潮　論古代中國哲學與現代科學原理的互輔性

Marnix�Wells　“Contrivance＂and�Its�Opposite�in�Early�China

張仲羽　�Chinese�Merchant� Culture� in� Transition－A�

Philosophical�Reflection

秦　峰　黃宗羲理氣論與經世學之關係

李明書　�儒學中「誠意」、「致知」的道德修養義理：

以錢緒山的論述為主要依據養義理：以錢緒山

的論述為主要依據

林光華　論牟宗三對老子之道的詮釋

李　溪　�The�Logic�Structure�of�Shi�as�a�Concept�in�Chinese�

Philosophy

Li� Chung-Hung� Francis� � � Not� Laugh,�Not� be� Tao:� The�

Application�of�Tao�Te�Ching�in�the�Drawings�of�Yue�

Minjun

Tonya�Warren���Reconciling�the“Self＂in�Western�Psychology�

and�Buddhism

Li-Hsiang�Lisa�Rosenlee���Confucian�Care:�Beyond�the�Colonial�

Politics�of�Feminism

（國際中國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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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母信仰文化世界學術研討會

花蓮‧2009.7.25-26

　　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花蓮勝安宮管理委員

會、財團法人勝安宮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

俗藝術基金會主辦

李豐楙　本相與變相：王母信仰的形相與教義

高莉芬　瑤池宴：會見西王母的儀式與空間象徵之考察

劉惠萍　 多元傳承與地域特色：西王母圖像在四川漢畫

像中的表現

鄭志明　臺灣母娘信仰的在地化發展

李世偉、詹謦宜　花蓮勝安宮之社會公益事業

李遠國　漢畫像中的西王母

武利華　漢畫像石西王母圖像研究之徐州樣式

葛思康　《朝元圖》與西王母圖像

李乾朗　 花蓮勝安宮的建築反映周易、三台與四出之設

計思想

簡東源　花蓮勝安宮神聖空間之功能探微

辛晚教　王母聖典科儀禮樂規劃

林明德　花蓮勝安宮的匾聯文化

王琛發　 族群際遇與信仰前景的交織：論馬來西亞的王

母信仰

吳惠巧　勝安宮導入ISO管理可行性研究

����������������������������（鄭卉娟）

7
總力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臺灣比較

研究國際學術工作坊會議

新竹‧2009.7.25-26

　　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

究所主辦

金艾琳　戰爭景觀（Spectacle）與戰場實感的動力學

金　杭　�「我們－我－存在In-dem-Wir-sein」哲學轉向：

朴鐘鴻與海德格

白文任　戰爭和情節劇：抗戰末年宣傳電影中的朝鮮女性

蘇榮炫　戰時體制的慾望政治

車承棋　 搖墜的帝國，後殖民的文化政治學：皇民化的

技術及其悖論

柳書琴　 殖民都市、文藝生產與地方知識：總力戰前臺

北與哈爾濱的比較

王惠珍　戰前臺灣知識份子閱讀私史

石婉舜　 「臺灣味」的發現與搶救──戰時布袋戲改造

與臺灣知識人的「地方文化」建構

三澤真美 惠　忘却された「抗戦」映画監督、何非光：

ある植民地期台湾出身者が想像した《我々》

陳偉智　 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獻給決

戰〉一詩出發

（陳素主）

8
海峽兩岸傳統文化及玉器研究研討會

香港‧2009.8.3-4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

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蔣

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合辦

劉國祥　從考古學角度對中國玉文化的考察

田廣林　玉器的發生與中華禮制文明的起源

許　宏　爵與鉞──兩種器物管窺早期王朝的政治動向

郭大順　從新發現的石雕人像談紅山文化的人體雕塑藝術

田立坤　高橋鞍與馬鐙

吳衛紅　凌家灘與薛家崗

鄧　聰　海峽兩岸玉器作坊對比研究

劉益昌　臺灣史前玉器系譜──器型篇

陳仲玉　臺灣曲冰史前文化中的石玉器工業

吳春明　亞太土著「裸國」印象

洪曉純　 從東南亞出土的T字玉環談中國史前文化的南

向擴張

����������������������������（游學華）

9
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12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河南永城‧2009.8.16-18

　　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永城市政府主辦

丁邦友　試探王莽時期的河西物價

卜憲群　簡帛與秦漢地方制度史研究

于　凌　淺議秦漢時期的「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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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振波　也談出土律令名目與「九章律」的關係

尹在碩　「死者的書」──告地書與漢代人的來世觀念

孔德平　秦漢時期的魯國沿革解析

文　霞　試論秦漢簡牘中奴婢的戶籍問題

方原、徐衛民　東漢洛陽宮城制度研究

王　沛　秦漢月令與黃老學說

王　剛　漢代政治演進與吏的知識結構改造

王　健　王符民本思想的再發現及其價值重估

王子今　�論申屠蟠「絕迹於梁碭之閒」兼說漢代「士」

的文化表現與歷史形象

王文濤　�「賑濟」類詞語與漢代社會救濟──兼談海量

史料信息中的知識發現

王良田　從考古發現看西漢梁國的科學技術

王勇、葉曄　小議《詩經》與秦人生活

王彥輝　�田嗇夫、田典考釋──對秦及漢初設置兩套基

層里機構的一點思考

王紹東　論漢代「過秦」思想的歷史局限

王雲度　富有開拓進取精神的解憂公主、馮夫人

史黨社、�田靜　古文字資料所見秦早期政治中的血緣因素

田旭東　由兵陰陽所見的戰國秦漢時的知識和信仰

白　岩　竇店古城考察與研究

全　洪　南越二十六年紀年簡及其他

后曉榮　秦碭郡置縣考

朱子彥、�王光乾　試論三國時期交州地區的戰略地位和

攻守形勢

朱志先　凌稚隆《漢書評林》初探

朱紅林　里耶秦簡債務文書研究

朱繼彪　略談河南永城的漢文化遺存及研究價值

江　娜　漢代屬國兵數量問題淺析

米艾玲　西漢「因山為陵」墓葬制度的出現和初步研究

何　宏　陳勝起義評析

吳小強　西漢諸侯王生活方式類型探析

呂　昕　東漢的北軍與洛陽防務

呂宗力　漢代開國之君神話的建構與語境

宋　杰　秦漢罪犯的押解制度

宋　超　劉邦「隱於芒碭山澤」再討論

宋艷萍　�漢畫像石研究四則──魚車、建鼓鳥、雙頭獸

和抱持神

李　偉　從鳳凰山漢簡看漢代地方財政

李均明　簡牘所見數碼的演變

李迎春　�漢代的「備吏」──以對「故吏」、「修行」

「學事」等稱謂的考察為中�心

李俊山　永城漢畫像初識

李曼卿　西北漢簡所見漢代戍卒研究

李現紅　�從《孝經》到《古文孝經孔安國傳》再到《孝

經鄭玄注》──士人與宗族關係的一個側面

李開元　補《史記》昌平君列傳

李雲豪　秦始皇沙丘死因剖析

李雲豪、劉保華　黃巾起義策源地遺址

李傳軍　試論漢代的社會謠言和謠言控制

李煥青　「山戎」考略

李慶新　越南考古所見扶南、占婆古國及其對外關係

李龍章　兩廣地區出土秦漢鐵器述評

沈　剛　試論漢代中央的厩

汪桂海　《後漢書》點校疑誤拾遺

周天游　永城秦漢歷史文化遺存研究

周正蘭　大葆台漢墓與芒碭山漢墓比較研究

周永衛　�蜀商‧漢使‧胡人──試論兩漢中外文化交流

的三個時期

周美華　�秦漢律令中的「不死戰」──以《商君書》及

《二年律令‧賊律》相較

周敏華　《封診式‧經死》爰書初探

孟祥才　先秦秦漢時期的「夏」「夷」觀念

林素英　�從〈孔子詩論〉到《詩序》的詩教思想發展──

以〈皇矣〉、〈大明〉、〈文王〉為例

邵正坤　張家山漢簡中的「略人」與「略賣人」

金菲菲　淺談秦始皇的教子之法

金慶浩　�漢代邊境出身官吏的成長和背景──以曹全碑

建寧二年的記載為中心

胡志宏　�從魏豹看《史記》的多重敘述──中外學者的

交匯

夏增民　秦末戰爭性質異說──兼論楚漢分封問題

孫占宇　放馬灘秦簡乙360-366號「墓主記」說商榷

孫建國　�談談永城芒碭山區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開發

和利用

孫家洲　光武帝平定「彭寵之叛」再定河北史實考論

徐　華　20世紀以來秦漢遊仙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徐俊祥　簡論秦政權的「公天下」性質

徐衛民　三十年來早期秦文化研究綜述

晉　文　桑弘羊與西漢鹽鐵官營

秦進才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校讀記

袁延勝　荊州松柏木牘所見漢代的徭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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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平　漢代尊師風尚及其現代啟示

馬　怡　�漢晉畫像所見糧食出納場景──倉廩圖中的糧

倉、量器與簡牘

馬建軍、馬莉　寧夏固原兩漢時期的考古文化

高　榮　秦漢驛政諸問題述論

崛　毅　漢代之「春秋治獄」

張　功　漢武帝犯罪控制思想探析

張　帆　西漢河東郡轄縣變遷考

張一諾　春秋決獄與二年律令

張小峰　薄太后「配食」高廟與光武晚年政局

張忠煒、支強　漢代律章句學探源

張俊民　敦煌懸泉漢簡所見的亭

張鶴泉　東漢喪葬吊祭考

曹旅寧　嶽麓書院所藏秦簡叢考

莊小霞　長沙東樓簡所見東漢郡縣屬吏雜考三則

莊小霞　陳勝吳廣起義之「失期當斬」新探

陳文豪　新莽郡守等級論考

陳立柱、�邢蔚群　從司馬遷思想歸屬之議論說其精神志

趣別開生面

陳松長、�李婧嶸　《二年律令》以《賊律》置為篇首原

因初探

陳金鳳　董仲舒民族思想論析

陳新崗　兩漢諸子消費經濟思想研究

彭　衛　關於小麥在漢代推廣的再探討

彭海濤　淺析兩漢諸侯王之犯罪類型

彭慶濤　兩漢時期魯國經學傳承舉要

曾　磊　自然災害與新莽時期的社會動蕩

游振群、�張孟常　馬王堆一號墓T形帛畫與金維山帛畫

異同之再認識

程有為　張良里籍考辨

黃宛峰　漢代的孝子圖與道教育

楊　慶　禮與漢初致仕

楊　麗　西漢時期并州物產與農業發展之關係

楊　權　論漢初的色尚赤

楊振紅　�從出土秦漢法律看中國古代的「禮」、「法」

觀念及其法律體現──中國法律之儒家化說駁議

溫樂平　「五更」試釋

萬義廣　漢代詔書與民生

董平均　王國廢立對漢初政治格局演變的影響

賈文麗　冒頓為質月氏考

賈麗英　秦漢「同居」考論

鄒水杰　�漢代基層政治格局之演變──以三老為中心的

探討

雷依群　社會轉型──論漢代國家的歷史地位

鄔文玲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光和六年自相和從書》

研究

廖伯源　論漢光武帝定都洛陽

翟麥玲　漢代孝母現象探析

趙浴沛　先秦秦漢時期的身高問題研究

趙國華　秦漢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劉　敏　里耶戶籍簡中的「毋室」和「隸大女子華」

劉　慶　禮與漢代致仕

劉太祥　秦漢帝王顧問官制度

劉志平　《焦氏易林》的社會生活史研究

劉奉文　盧弼《三國志集解》所據底本考辨

劉華祝　漢簡中「過所」問題的再探討

蔡　亮　重塑統治集團：西漢巫蠱案的再解讀

鄭先興　漢代豬信仰的型分析

黎明釗　徵側、徵貳姊妹的叛變與駱越文化

蕭從禮　�關於放馬灘秦簡《墓主記》篇題及年代相關問

題試探

蕭愛玲　西漢侯國城市時空發展特徵研究

閻曉君　論秦漢時期的逃亡

戴衛紅　�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直」、「稟」簡及其相

關問題初探

薛瑞澤　西漢梁國的生態環境

韓　帥　秦漢時期「鹿」的動物文化學思考

韓自強　新見東漢木簡《周易》

聶　菲　�漢代漆器銘文「 」字研究綜述──馬王堆漢

墓漆器研究綜述之一

魏自亮、張華　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墓碑探佚

藤田勝久　《史記‧孝文本紀》的敘述與詔書

譚前學　�關於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蒜瓣紋銀盒的有關問

題──兼論漢代的中西交通

蘇銀梅　�寧夏固原早期絲綢之路遺址──回中宮、瓦亭

驛、朝那古城、固原古城

蘇衛國　秦漢亭制新議

黨　超　�「變風易俗，以致太平」──從《潛夫論》看

王符對東漢世風的批判和期待

（陳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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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六屆馬來西亞漢學研討會

馬來西亞金寶‧2009.8.21-22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拉曼大學中文系

畢業生協會主辦

余暦雄　�從《太學生何蕃傳》與《歐陽生哀辭》看韓愈

的孝德觀

10
孫學與離島文化產業學術研討會

澎湖馬公‧2009.8.20

　　國立國父紀念館、澎湖科技大學、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所主辦

呂唐彥博　從民生主義育樂二篇補述談臺灣休閒產業發展

王若婷、�祈志榮　從中山先生思想探討我國文化產業之

發展研究

郭世清　�民族戰役與澎湖文化──清鄭海戰歷史循跡再

回顧

鍾文博　�文明的衝突與合作──孫中山、杭廷頓、克黑

朋文化觀點的比較

周慶華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中山先生「文化經

濟」思想的啟示

劉碧蓉　《臺灣日日新報》中的孫中山先生1925-1930

陳瑞芸、�馮國豪　中山先生的思想宣傳──一個傳播理

論角度的思考

蕭亞譚　以國父之名──論孫中山的文化產業化現象

宋紀均　中山思想與客家發展

張富傑、�劉煥雲　從民生主義探討民宿產業創新經營之

研究

黃健庭　移民與海洋──澎湖民間信仰在文化產業的意義

李明儒　澎湖石滬數位典藏與文化產業開發

劉煥雲　�21世紀民生主義與離島文化產業之發展──以

澎湖為例

鍾怡慧　�澎湖離島文化創意產業之契機與發展──以中

央街為例

馮國豪、�陳瑞芸　澎湖縣文化創意產業辦理績效之研究

──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之應用

林靜玉、�楊仁煌　民生思想與文化創意產業──以Sakizaya

民族文化產業創塑為例

（劉碧蓉）

方美富　先秦韶舞與漢代宗廟樂舞考

葉秀清　論「太史公曰」的敘事與其蘊義

林良娥　�《魯國夫人詞》與《斷腸詞》中「棄婦」形象論

張詩敏　漢樂府饒歌十八曲的抒情研究

許秋莉　莊子死亡觀與臨終關懷

嚴家建　《五行》的天道思想

鄭庭河　康有為的宗教觀和孔教理念

莊興亮　兩《唐書》「永六事件」之研究

鐘蕙青　王維詩化相融研究

符愛萍　論中國山水詩之運思特質──游

黃先炳　《高僧傳》與《名僧傳》淵源考

伍燕翎　�唐宋志怪小說的變革──以《酉陽雜俎》和《青

瑣高議》為個案

曾維龍　《尚書》的君王之「誓」初探

魏月萍　「天性之命」：管東溟《中庸測義》之詮釋

郭思韻　漢代五行關聯圖示的文學性敘事

胡春依　試論思孟學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蔡慧沁　陶淵明哀悼手足祭文之傳承與開拓

劉淑招　《世說新語》中的支遁形像探討

吳潔盈　李白的「謝安情節」論析

林綏傑　杜牧宣宗朝文學思想考辨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

12
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

大連‧2009.8.21-23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辦，大連外

國語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研

究室合辦

戚嘉林　日據殖民在臺灣近代化建設的本質及其影響

若林正丈　矢內原忠雄與殖民地臺灣人

關　捷　日本對臺灣、大連的統治與人民反抗鬥爭之比較

陳小沖　日據時期臺灣移民問題初探

許毓良　�日據時期的清代臺灣史研究回顧──以臺灣帝

大文政學部研究年報與光復初期臺灣島內發行

雜誌為例

卓遵宏、�徐一智　從臺灣神社與宗教管窺日據時代臺灣

佛教

松金公正　殖民地時期真宗大穀派在臺灣布教的演變

褚靜濤　陳儀對日據下臺灣的考察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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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添　日據時期的蘭嶼

李　然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書及其

臺灣史料建設概述

張圍東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臺灣資料探析

王學新　日據時期臺灣的漏籍問題

阿部由理�香　戰後初期在日臺灣人的法律地位（1945-�

1947）：以GHO對在日臺灣人的政策為中心

趙鐵鎖、�韓劍鋒　日本佔領臺灣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殖民

統治政策

賴正維　日據臺灣時期的「經略對岸」

陳慈玉、�蕭明禮　1930年代臺灣對華南的水泥輸出貿易

王　鍵　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對外貿易之初探

阿部賢介　二次大戰前後的臺灣人

傅琪貽　�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出發前夕的臺灣：1940年日

軍南進的系譜

李功勤　�從參拜靖國神社風波談臺灣在後殖民時代的主

體性迷思

陳建樾　「族」與「國」：李春生與清末民初的臺灣

王鐵軍　臺灣總督府文官制度研究

高淑媛　�日本統治末期臺灣工業技術人才養成：臺南與

臺北的交會

周翔鶴　日據初期臺灣企業形態及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遷

洪紹洋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機械與造船業的發展

林蘭芳　科技與社會──以臺灣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為例

鄭政誠　�準軍人的養成──日治時期臺灣中等學校的軍

事訓練

楊彥傑　日據時期對荷據臺灣史的研究

藍博洲　臺灣共產黨人張志忠

杜繼東　臺共風雲──蔡孝乾紅白人生研究之二

大友昌子　日本統治下臺灣的社會事業政策研究

劉　佳　角色扮演與榜樣塑造：臺灣列女群體的地域差異

胡　澎　試論日本殖民者對臺灣婦女的「皇民化」塑造

張　羽　日據時期臺灣醫師的疾病醫療書寫研究

許雪姬　在中國東北的臺灣人，1908-1945

羽根次郎�　從恒春半島的視角尋找臺灣殖民地化的思想

淵源

潘新洋　簡述臺灣革命同盟會

黃富三　臺灣總督府樟腦專賣政策與霧峰林家

張耀武　臺灣問題在日本近代外交戰略中的地位

李　理　日據臺灣時期鴉片漸禁政策確立原因再探析

鍾淑敏　�試論後藤新平與伊澤多喜男：從專賣局與鴉片

事件談起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

13
第三屆現代中國社會變動與東亞新格局國際學術

討論會

大阪‧2009.8.25-26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天津南開大學、日本大阪大學

共同舉辦

西村成雄�　民国政治における正統性問題：政治的委任

＝代表関係の新経路

川井伸一　中国における会社支配の歴史的伝統�

王先明　關於近代中國「半封建」問題的辨析�

張　力　中國與1946年巴黎和會�

堤一昭　�中國的自我觀與日本的中國觀：追尋歷史變遷

中的轉折期�

大坪慶之�　垂簾聴政期、清朝中央の政策決定過程にお

ける召見・上奏・廷議

高艶林　《大明律》對朝鮮王朝法律制度的影響�

耿科研　近代天津買辦階層的社會形象與自我認知�

宮原曉　�ディアスポリック・チャイニーズと文化の創

造：「中国系フィリピン人」の再移民をめぐって�

黄　蘊　�馬來西亞華人民間教派發展：試論幾個不同之

路向

陳鴻圖　戰後東臺灣地方誌中的族群紀錄

櫻田涼子�　場所をつくる、「家」を生きる：マレーシ

ア華人の低価格団地の事例から

丸田孝志　冀魯豫区の政治動員と民俗・象徴

柯惠鈴　精神動員：抗戰初期前線婦女的工作與宣傳

鄒　燦　�政治宣傳畫與當代中國政治社會化：以「大躍

進」時期為個案

片山剛　�自然の領有における階層構造：字の世界と一

筆耕地の世界

江　沛　�港口、鐵路與近代青島城市變動：1898-1937

秋田茂　�1930-1950年代アジア国際経済秩序とイギリス

帝国・スターリング圏

許育銘　戰後臺琉關係再建的過程：以1957年前後為中心

上田貴子�　東北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人移動の変遷

1860-1945



漢學研究通訊　28 � 4（總 112 期）民國 98 年 11 月  75

會 議 報 導

14
第五屆科舉學與科舉制國際學術研討會

札幌‧2009.8.27-28

　　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化論講座、東

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化學講座、國科會「清

儒經典詮釋方法與理論的轉向研究計畫」主辦

何忠禮　南宋武擧論略

龔賢明　 北宋徽宗朝「貢士」與「進士」考辨──兼評

《皇宋十朝綱要》編撰體例

毛佩琦　明代的國子監祭酒

張希清　�「一切以程文爲去留」──唐宋進士科録取依

據的演變

李占倫　同治閩省汀州府、長汀縣科擧考試文牘發微

李世愉　�「不准臨場條奏」──清代保持科場穩定的重

要擧措

劉海峰　「策學」與科擧學

宋方青　科擧革廢與清末法政教育

張亞群　�科擧考試與漢字文化──兼析進士科一支獨秀

的原因

張學智　陽明學與明代中後期的制義

鄧洪波　明代書院的科擧之會與科擧之學

錢　明　科擧制與陽明學的興起

呉國武　�「策問宜用經義」──科擧文體與北宋經學新

變析論之一

金瀅坤　試論唐代制擧試策文體的演變

鄭吉雄　章學誠官師合一説及其對清代科擧的批判

李弘祺　科擧與中國宗族組織的改變

甘懷眞　從科擧制論中國文化中的公平觀念

徐興慶　試論朱舜水對科擧制的評價

金原泰介�　明末文社之思想及其影響──以幾社之八股

文爲考察中心

裴淑姫　�朝鮮半島士人在中國參加科擧考試的一些問題

研究

張　楓　�近代濟南的地區工業化與地方企業家：以紡織

工業為例

蔣竹山　�1930年代的東亞人參史：以今村鞆的人參史為

例的探討

劉　暉　鐵路與河南省經濟的近代轉型：以植棉業為例

郭海成　隴海鐵路與近代西安城市變動

許衛東　中國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日企的投資動向

趙永東　日中兩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程及原因比較

青野繁治�　欧米および日本のロックに見るチャイナイ

ンパクト

山田康博　変化する東アジアの国際環境と日本の対応

五島文雄　中国の台頭とインドシナ三国

李少兵　教育救濟：1900-1937年京津善堂的慈善轉型

日野みど�り　現代中国高学歴層の職業観形成に関する

一考察：実務経験の有無に着目して

康　越　北京市社區管理主體研究

大谷順子　2008年四川大地震から見る中国

三好恵真�子　中国食品を巡るリス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

ンの構築を目指して：中国製冷凍ギョーザ中

毒事件を通じての食の安全と消費者の安心・

信頼の検証

張　思　�集體化時代的鄉村社會流動：一個華北村莊的

個案研究

小都晶子�　「満洲国」の「土地改良事業」：「錦州省」

盤山県を事例として

李嶼洪　�建國以後中國農村現代教育的發展：以河北省

昌黎縣侯家營村為個案

王宏斌　日本對華北的鴉片統制政策再研究

坂井田夕�起子　中国人俘虜殉難者遺骨送還運動と仏教

者たち：1950年代の日中仏教交流をめぐって

金　晶　試論：作家章克標の創作観

田中剛　「蒙疆政権」の羊毛統制をめぐる日英対立

周太平　�20世紀2、30年代背景下的郭道甫試談：以1928

年「呼倫貝爾青年黨暴動」事件為中心

島田美和　顧頡剛の「疆域」概念

李朝津　�廣州國民政府統治下之革命與教育：西南大學

之推動及其夭折

蘇瑤崇　臺灣省議會與1980年代政治社會的轉型變化

田中仁　�中日戰爭前期的華北農村與中國共產黨：河北

省淶源縣的「800日」

李金錚　�向「新革命史」轉型：國家與社會視野下的中

共革命史研究

陳進金　�抗戰前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檢討：以蔣介石和地

方軍人的態度為中心

張同樂　抗日戰爭時期河北淪陷區聯莊會研究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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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09臺灣戲曲節──臺灣戲曲學術研討會

宜蘭‧2009.8.30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主辦

曾學文　�1987年以來臺灣歌仔戲到大陸交流給兩岸歌仔

戲帶來什麼啟示

周以謙　歌仔戲人聲初探

邱一峰　宜蘭傀儡與漳州提綫木偶之比較初探

陳龍廷　�布袋戲典型場景的類似與差異──以黃俊雄黑

膠唱片為例

簡秀珍　以漢陽北管劇團《打登州》看傳統的新生

林茂賢　蘭陽戲劇團營運現況研究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近藤一成�　明州・慶元府士人社會的形成與展開──以

豐氏爲個案：从豐稷到豐坊

飯山知保　金代科擧制度變遷與地方士人

櫻井智美　元代慶元的士人社會與科擧

鶴成久章　明代會試的判卷標準考

熊本崇　�宋紹興對策二種──周必大的省試對策與王十

朋的殿試對策

三浦秀一　明代科擧「性學策」史稿

大野晃嗣　明代進士登科録編纂試論

渡邊健哉�　元代科擧禮儀小考──以《永樂大典》所引

《經世大典》爲線索

水上雅晴�　清代科擧與策問──考官重視策問的實態以

及漢學家官員的「再生産」

加部勇一郎　《鏡花縁》的「女試」

（北海道大學）

16
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的研究新視野」國際論壇

臺北‧2009.9.1-2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

中心主辦

戴梅可（Michael�Nylan）　New�Perspectives�in�the�Western�

Capital�at�Chang＇an:�From�Drains�to�Dreams（漢代

西京長安之「物質文化」研究新解讀）

伊佩霞（Patricia� Ebrey）　The�Dragon� in� the�Material�

Culture�of�Imperial�Sovereignty� in� the�Song�Period

（宋代皇家「物質文化」中的龍）

賴惠敏　清代北京藏傳佛教對市民生活與物質文化的影響

陳　珏　晚清民國海外游記中的「物質」與跨文化想像

王安祈、李元皓　唱片、錄音錄影、光碟、音配像──

京劇視聽資料與典範建立的「物質文化」角度

高居翰　Vernacular� Paintings� as� Sources� of� Pictorial�

Information�on�Chinese�Material�Culture（風俗畫

作為中國物質文化的視覺資訊載體）

陳葆真　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

艾思仁（Soren�Edgren）　Berthold�Laufer� and�Material�

Culture�Studies:� the�Schiff�Expedition� to�China,�

1901-04（勞費爾與「物質文化」研究：1901

年至1904年間之希夫中國考察隊）

鄭毓瑜　古典詩文傳統的「物」詮釋

浦安迪（Andrew�Plaks）���Metaphorical�or�Non-metaphorical:�

the�Material�Images�in�the�Plum�in�the�Golden�Vase�

and� the�Dream�of� the�Red�Chamber（「打一用

物」：《金瓶梅》和《紅樓夢》中物體形象的

象徵與非象徵作用）

李德瑞（Dore�Levy）� � �Masterpieces� of� Illusion� in� the�

Material�Culture�of�the�Story�of�the�Stone（《石頭

記》一書之「物質文化」中的幻境佳構）

（漢學研究中心）

17
中國古代文明及其衍化──中國傳統社會變遷國

際學術研討會

北京‧2009.9.2-3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合辦

雷家驥　試論宇文泰「復古始」的意義

胡進駐　次生文明視角下的中華文明起源模式

汝企和　兩漢時期之相人術研究

張榮強　唐代籍帳研究二題

氣賀澤、�保規　從房山石經《隋唐刻經》看唐朝後期的

河北社會

趙　貞　中古「天文」政治意義略說

葛金芳　�「農商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宋以降

（11-20世紀）江南區域�社會經濟變遷論略

王培華　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化與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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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沒有主義」？文本與語境脈絡、思想與意識型

態的交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9.3-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

馮紹雷　關於日俄戰爭的認知問題及其歷史記憶

陳建華　�社會變遷與文學研究的轉型：關於中國大陸俄

羅斯文學研究的思考

王志松　�黨的原則與話語權的爭奪：列寧《黨的組織和

黨的出版物》在日本�1920、30年代的接受

王　成　�論日本「文藝大眾化」思潮對中國左翼文學之

影響：「藝術大眾化論爭」到「文藝大眾化討

論」

陳相因　�柯倫泰在蘇俄與中國：以〈家庭與共產主義〉

一文的生成與傳播為例

吳佩珍　�可倫泰主義的流行與日本大正期女性思潮──

以女性雜誌《女人藝術》為例

19
第六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文學的

大河：歷史、土地與新文化

臺北、臺南‧2009.9.4-5、9.6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

言文學研究所合辦

Douglas�Fix　雕塑與散佈之「福爾摩沙風景」

松永正義　魯迅在臺灣

黃美娥　�關乎「科學」的想像──鄭坤五〈火星界探險

奇聞〉中「火星人」、「偵探」敘事的通俗文

化／文學意涵

陳國偉　�真相與抵達之謎──臺灣當代歷史小說中的推

理敘事挪移

康培德　�歷史想像與空間書寫：荷蘭時代文獻材料與文

學創作

翁聖峯　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試論

林淑慧　�日治時期啟蒙運動的再現──鍾肇政《滄溟

行》、李喬《荒村》的歷史敘事

蔡欣欣　�風行與箝禁──試論「殺子報」案的流播改編

與在臺演劇現象

金良守　�60年代臺灣社會與「父親缺席」的寓言──以

王文興的《家變》與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

人事件》為中心

曾秀萍　�歌仔戲小說的性別政治、母職扮演與鄉土論述

──以〈散戲〉、〈最後夜戲〉為中心的探討

施叔青　我寫歷史小說

林芳玫　民國史與羅曼史：雙重的失落與缺席

陳龍廷　隱喻、象徵與對抗論述：張文環的民俗書寫策略

姜海軍　宋代《四書》學的發展歷程述論

張　升　《四庫全書》纂修官考

寧　欣　�中國古代市民爭取話語權的努力──對唐朝「罷

市」的考察

杜文玉　�從文化產業的發展看五代文明的演進與變化──

以相關手工業的發展為中心

楊志遠　�實錄抑或擬真──唐代史家劉知幾對於史學求

真的理解與認識

王東平　助修清真寺與明代回回民族認同

Robert� Kent�Guy　The�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Provincial�Governors�during�the�Qing�Dynasty（清

代巡撫制度的演變）

倪玉平　清朝嘉道時期的關稅收入

張建俅　日俄戰爭期間紅十字會經費來源的分析

李書吉　十六國時期的胡化及其歐亞文化因素

朱振宏　�從隋唐時期突厥墓志碑銘探討突厥内徙後的漢

化現象

李鴻賓���何文哲墓誌銘再考──兼論粟特人漢化問題

遊　彪���試論五代及宋初的牛革政策

楊宇勛���宋代萬戶酒考析

張春蘭���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所見之宋代勤王軍統帥部

（賴玫宏） 

西村正男�　被壓抑的「聲音小說」──讀蕭乾的《夢之

谷》

邵迎建　無思想之思想──論李長聲的「知日」話語

鄢定嘉　�納博科夫與白先勇短篇小說中的「癡」與

「狂」

何信翰　�格律、統計、意義──加斯帕洛夫的詩學方法

在臺灣現代詩研究上的應用

張季琳　黑色的太陽：張深切和下村湖人

陳思齊　�知識份子想藉由農民說什麼？──閻連科小說

受活

（鄭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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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怡寧　�歷史書寫中的1895：李喬：《情歸大地》與閻

延文《臺灣風雲》的比較研究

陳建忠　�臺灣歷史小說研究芻議：關於歷史史、認識論

與方法論的反思

呂焜霖　寫作戰爭──戰爭、民俗與文學的結合關係

潘　驥　歷史的創傷與記憶：論張達修作品與白色恐怖

河原功　�臺灣文學の隱された世界──検閱‧発禁を視

野に入ることの必要性

范銘如　前哨與後山──當代臺灣離島與東部書寫

鍾怡彥　菸葉與冤業：美濃作家的共同記憶

蔣茉春　《黃虎印》──長篇小說改編歌仔戲之歷程研究

張至廷　6、70年代校園民歌中的虛擬鄉愁

賴佳欣　1970-80年代女工書寫再現的臺灣映象

錢鴻鈞　�《濁流三部曲》的大河說定位研究

徐茂炫、�李佳振　歷史想像與空間書寫──以三種《臺

灣府志》為中心

莊佳穎　�再／誤現1895：臺灣史詩的文學創作、電影產

製與消費

王政文　�改宗與日常：19世紀臺灣第一代基督徒的日常

生活

溫振華　土地與人民：高雄路竹的故事

陳坤琬　�記憶的構圖與印象──論葉步月《七色之心》

之民眾生活史書寫

（王淳羚、許毓凌）

20
四海斯文自一家：東亞使節文化書寫國際學術研

討會

臺北‧2009.9.10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研院前瞻計畫主辦

佐藤保　近代東亞漢文世界

陳　捷　琉球貢使與留學生的漢詩文

蔡　毅　 漂流船民的漢詩外交──清代中日關係的一個

側影

潘光哲　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訪日教育考察研究

李騰淵　周家祿《朝鮮樂府》中的朝鮮形象

孫衛國　朝鮮王朝最後一次朝天使行──金堉使行研究

廖肇亨　 朱之蕃與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從倒楣的

海上難民崔溥在華經歷談起

21
交界與游移──近現代東亞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

產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9.10-11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胡志德　論中國近代散文的單一化傾向

黃子平　「新文學大系」與文學史敘事

廖炳惠　氣候變遷與殖民統治：濕熱與現代性

張隆志　�多重歷史之島：20世紀初期臺灣歷史書寫傳統

的起源與辯證

顧若鵬　日本戰犯的審判：中日關係歷史之觀察

吳秀卿　三國故事在近代韓中兩國舞臺上的傳播

黃英哲　「跨界者」：論陶晶孫〈淡水河心中〉

洪淑苓　�越南‧臺灣‧法國──尹玲詩作的人生行旅與

文化傳譯

葉維廉　文化傳譯的搶灘

黃美娥　�「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

灣漢語文言小說中的跨界行旅、文化翻譯與書

寫錯置

林姵吟　�文明的磋商：1930年代臺灣長篇通俗小說──

以徐坤泉、林焜輝和吳漫沙之作品為例

張文薰　帝國大學之文化介入：1940年代臺灣文壇形成史

梅家玲　�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臺

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

張必瑜　�「家」與「國」的神州想像：臺灣戰後初期小

學教育中的空間建構

徐蘭君　�唱自己的歌：聲音的跨界旅行和文化的青春互

動──臺灣校園民歌對上世紀8、90年代中國

大陸及新加坡音樂文化的影響

紀一新　電影與全球化的史前史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陳益源　清代越南使節在中國的購書經驗

高嘉謙　 帝國視域與地理詩學──以駐新使節左秉隆、

黃遵憲、楊雲史為中心

（鄭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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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蔣介石的權力網路及其政治運作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9.14-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潘光哲　蔣介石論中國國民的改造

黃克武　蔣介石與知識份子

康　豹　�民國宗教團體與政治勢力的結盟：以王一亭與

蔣介石的交往活動為例

西村成雄　蔣中正的用人策略：以熊式輝的經歷為例

汪朝光　剪不斷，理還亂──抗戰中後期的蔣宋孔關係

林美莉　�論國事於家書：蔣中正與宋美齡、蔣經國往來

24
臺灣自然災害史與災後重建學術研討會

南投‧2009.9.18-19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

陳國川、�廖彥婷　自然災害與景觀變遷：以臺中縣市為

例（1897-2008）

林宗儀　臺灣西南海岸的地形變遷

楊欽堯、�郭淳瑜　1906年大地震之經過與重建︰以嘉義

地區為主探討

蔡昇璋　日治時期的颱風災害與港口

洪致文　從百年氣象資料看臺灣降雨的氣候特徵

22
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第11至17世紀間中日韓

三地的藝文互動國際學術討論會

臺北‧2009.9.11-12

　　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主題計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主辦

金文京　�西湖在日韓──略談風景轉移在東亞文學中的

意義

板倉聖哲�　作為東亞圖像的瀟湘八景圖──15世紀朝鮮

前期文人所見到的東亞瀟湘八景圖

Donald�F.�McCallum　清凉寺式樣的釋迦像在日本的流傳

井手誠之輔　東アジア諸地域における阿弥陀画像の諸相

崔溶澈　中韓夢幻小說中的仙界形象

石守謙　桃花源意象的形塑與在東亞的傳布

張伯偉　�東亞詩人文化意象的嬗變：以「騎牛」與「騎

驢」為例

巫佩蓉　中日美術中的寒山拾得形象與文化意義

廖肇亨　聖境與生死流轉：普陀山文化意象的嬗變

謝振發　關於室町時代觀音畫像的展開

朱秋而　五山文學中的東坡像

朴載碩　�Rustic� Images�of�Su�Shi:�From� the�Twelfth� to� the�

Seventeenth�Century�in�East�Asia

中野三敏　17世紀日本儒學界に於けの陸王學の位置

衣若芬　明代中韓「孝女」唱和詩的文化意涵

林麗江　16th-17th�世紀中日兩國的楊貴妃圖像

陳韻如　維摩詰形象在東亞繪畫中的流轉

（吳政上）

函電之中的決策形成

羅久蓉　蔣介石與特務政治

伊原澤周　探討戰後初期蔣介石在內外關係的苦惱與掙扎

劉維開　蔣中正與�C.�C.�鬥爭：1948年行憲前後

黃道炫　�蔣介石與抗戰時期的兵役──政治、軍事與社

會的研究

張　力　蔣介石與戰後駐華美國軍事顧問團的設置

朱浤源　蔣中正與孫立人到臺灣

唐啟華　國民政府初期外交政策之演變，1925-1928

張瑞德　情報蒐集與蔣介石的戰時外交決策制定

黃自進　�九一八事變以後的蔣中正對日外交：以國際聯

盟為中心

山田辰雄　1923年蔣介石蘇聯訪問

吉田豐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中蘇關係與阿山事件

楊天石　�從拒絕「聯德」到策劃推翻希特勒政權──蔣

介石與抗戰期間的中德關係

裴京漢　蔣介石與重慶韓國臨時政府

土田哲夫�　美國傳教士畢範宇與蔣介石──以抗戰期間

的國際宣傳活動為中心

金以林　蔣介石三次下野與再起之比較研究

張玉法　蔣介石退引前夕的亂局及其應付之方

余敏玲　�「民族救星」或「人民公敵」：國共對蔣介石

形象的塑造和宣傳，1945-1949

呂芳上　蔣介石的國家想像和政治現實

橫山宏章　蔣介石的權力觀

王奇生　�蔣介石的閱讀史（1920-1940年代）──兼與孫

中山、毛澤東比較

（沈松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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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文本˙觀看學術研討會

嘉義‧2009.9.19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

周明初　詞人與美女：宋元明詞人對美人畫的觀看與題詠

毛文芳　 一部清代文人的生命圖史：卞永譽（1645-1712）

畫像文本的觀看

汪詩珮　 從小說閱讀到戲曲觀看：李漁《比目魚》的改

寫策略

鄭文惠　 視覺奇觀與感官敘事：《點石齋畫報》中妓女

形象再現的文化地理學

范宜如　 個人記憶與公眾敘事：紀錄片〈山有多高〉與

〈銀簪子〉的觀看、詮釋與再現

黃儀冠　臺灣言情敘事與電影改編之空間再現

蕭義玲　 流動視域，詩性之海：廖鴻基海洋文學的療癒

與歸家

郭　劼　近年來西方漢學對視覺與文本關係之研究

金培懿　 文人之畫、畫中之詩：近代日本文人畫與題畫

詩研究之進路（1949-2009）

（蕭如妙）

26
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百周年誕辰紀念國際學術研

討會

香港‧2009.9.19-20

　　香港新亞研究所主辦

孫國棟　唐牟二先生與新亞研究所���

蔡仁厚　當代新儒家的興起及其文化貢獻

尤惠貞　�牟宗三先生的佛學研究與詮釋──以天台宗的

文獻與義理為主的考察

李淳玲　�談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第三章──直覺的

解悟及英譯

李瑞全　唐牟二先生之陽明學──兼論朱陸異同

李潤生　唐牟二師對佛家生命主體的探討

李學銘　讀唐君毅先生《日記》叢札

宋敘五　西漢的商人與商業

岑詠芳　法國對新儒家領域之研究

吳　明　超越與還原

柯萬成　臺灣韓文公祠的教育意義──讀唐君毅全集有感

梁瑞明　唐君毅與康德的道德哲學之比較研究

黃兆強　�〈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之啟示──論連署發

表及共同參與撰寫之意義

陳敏華　據牟宗三先生之觀點判辨劉宗周的「意體」

楊祖漢　比較牟宗三先生對天台圓教及郭象玄學的詮釋

鄭炯堅　唐、牟二先生論荀子

鄭潤培　唐君毅的教育思想

劉國強　�從懷海德（Whitehead）到唐君毅──由西方到

東方「實在」（Reality）的尋求

劉衛林　牟宗三先生詩學管窺

盧雪崑　「理智的直觀」與「智的直覺」

（香港新亞研究所）

張素玢　從治水到治山

吳崑茂　九二一震災住宅重建回顧與展望

楊蓮福　�臺灣地震與民間文學之探討──以神話、傳

說、故事為分析對象

高傳棋　窺見古地圖中的臺灣災害史

戴寶村、�蔡蕙頻　災害史的歷史論析：《昭和十年臺灣

震災誌》�與《九二一震災重建經驗》

黃素慧　淺談省政府的災後救濟──1947~1998

賴志彰　�中部民居於1933與1999兩次大地震之損壞與修

復探討

沈淑敏、�劉盈劭　人與地的互動：以陳有蘭溪流域土石

流災害為例

李玉芬　臺東地區焚風災害及其影響

孟祥瀚　�震災與地方重建的比較──以1930年與1999年

中部大地震為例

陳佳利　�創傷、知識與回憶之間──探921地震教育園

區的展示建構與詮釋

（林明洲）

27
文化自主性與臺灣文史藝術再現跨學科國際研

討會

苗栗‧2009.9.25-26

　　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主辦

李　喬　追尋生命與土地的結合──文化自主的在地美學

廖淑芳　�文學敘事的在地演繹──由七等生小說〈散步

去黑橋〉的「在地性」談起

黃惠禎　�母土與父國：李喬《情歸大地》與《一八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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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興大學文學院97年度燎原專案研究成果發表會

臺中‧2009.9.25-26

　　中興大學文學院主辦

陳欽忠　�創新書法的宣言與實踐──陳其銓綜體書〈庚

午論書詩〉系列探析

尤雅姿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說百篇英譯計畫

羅秀美　�秋瑾《精衛石》的現代性──以晚清白話彈詞

小說的女英雄論述系譜為視域

羅思嘉　�Scientific�Linkage�of�Nanotechnology:�From�Public�

Science�to�Industrial�Technology－�Preliminary�Study

29
文化視域的融合──第九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

臺北‧2009.9.25-27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大學中文系、臺灣大學歷史

系、上海復旦大學、中興大學文學院、中華民國唐代學

會合辦

羅聯添　唐詩校釋與地理

王壽南　談歷史冤案──以王叔文案為例

陳尚君　唐女詩人甄辨

丁　香　�Wang�Bo�and� the“New�Decorum＂of�Early�Tang�

Poetry

葛景春　李白與唐代的《文選》學

電影改編的認同差異

崔末順　�文學現代性的建立：20年代臺灣文學論的啟蒙

內容及其結果

陳坤宏　臺南市鹿耳門天后宮歷史性景觀再生之研究

黃文三　從琉球鄉討海子民信仰論地方教育的發展全文

陳芳明　臺灣文學的在地性與開放性

Nobuyuki��Sekiguchi（關口信行）　Historical�Perspective�of�

City-scape�Designing

陳郁秀、馮建三　文化政策與臺灣文史藝術的文化實踐

劉久清　�文化的全球在地化與文化自主──以風險社會

對理性知識的理解為依據的論析

盛　鎧　�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美術中的公共空間意象：

以呂赫若與李石樵作品為例

邱正略　平原之舟──烏牛欄庄的歷史與族群

魏貽君　�玉山的布農認識及詮釋──以乜寇．索克魯曼

的文學書寫為例

劉立敏　後高鐵時代的新竹饒平客庄視覺美學探索

陳其南　社區總體營造與在地文化自主

Joe�Straubhaar　Global,�Local,�Hybrid�or�Multiple?�The�New�

Culture�Geography�of�Identities

Peggy�Chioa（焦雄屏）,�Brian�Yecies,�Leung�Yuk,�Ming�

Lisa���Public�Policy,�Pop�Culture,�and�Local�Cultural�

Awareness

廖信、黃漢庭　《藝術家》雜誌封底廣告內容之分析

林純宇　在地文化的聲音──〈思想起〉歌謠

張達欣　近代臺灣漢生病醫療機構與文化資產保存研究

（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張慧銖　Metadata對於組織電子期刊之適用性探討

蘇小鳳　大學圖書館應用無線射頻辨識技術與讀者隱私

鄭朱雀　�Cosmopolitan�Alterity:�America�as�the�Mutual�Alien�

of�Britain�and�Japan�in�Kazuo�Ishiguro＇s�Novels

劉建陵　太陽的子民秘魯

劉鳳芯　�兒童圖畫書中的城市與兒童：（Peter�Sís）作品

隅舉

鄭冠榮　印尼‧巴里島「鬥雞」儀式的跨文化展演

陳國偉　�被翻譯的身體：臺灣當代推理小說中的身體錯

位與死亡形式

黃純怡　由高麗文士與商人的「中國經驗」觀察宋麗關係

蔡妙真　�死亡與再生──《國粹學報》裡的《春秋》會

通論述與疑古思潮

宋韻珊　�材料與應用──明代官話區等韻音系所展現的

語音面相

石美玲　論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本土發聲

廖振富　�《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

學與文化議題為討論範圍

林正珍　�分裂的亞洲認同：近現代東亞世界觀的對位式

呈現

朱惠足　在地口傳的殖民演繹：「書寫」阿罩霧林家傳聞

劉瑞寬　表徵文化：現代中國美展的日本印跡

孟祥瀚　�邊緣國民──國家與清末與日治初期東臺灣平

埔族關係研究

林志龍　近代日澳貿易的開始──兼松會社研究

（中興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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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萬民　杜甫戲謔詩中抒情主體的建構

陳引馳　柳宗元之佛教宗派意識及形成背景

松原朗　姚合的文學和他的仕履

丸井憲　論賈島的五言拗律

歐麗娟　論王維詩歌中理性觀照的人格特質與表現模式

詹宗祐　�唐代時期關中地區平民生活研究──以戰爭頻

率為核心思考

徐　沖　關於《舊唐書》中的「隋末群雄傳」

朱鳳玉　敦煌變文之講唱、抄寫與聽者、讀者問題之探討

伏俊璉　敦煌本《張淮深變文》獻疑及其作者考

楊明璋　論敦煌文獻中的二篇漢皇故事之文本諸問題

姚崇新　�唐代西州的醫學教育與醫療實踐──以吐魯番

出土文獻為中心

敏春芳　�《漢語大詞典》未收的同素異序詞──以敦煌

願文為例

蔡忠霖　�論字書標準字形及其「竝正」現象──以唐代

字樣書為例

愛甲弘志�　從文人師承現象看中晚唐時期文學觀的變化

王基倫　初盛唐禮樂教化觀與韓柳古文運動之發展

曹淑娟　�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

美學

陳廣宏　�元明之際唐詩系譜的建構與館閣宗尚──以高

棅《唐詩品彙》、《唐詩正聲》為中心的考察

金卿東　�「有懷無與語，聊和古人詩」──朝鮮文人與

唐人文學交流之特殊方式

查屏球　�周弼《三體唐詩》的流傳與宋元出版中心的關

係──以探尋周弼《唐賢三體詩家法》原貌為

中心

康韻梅　�唐代小說中聚會宴飲賦詩的政治寄寓與歷史情懷

寧　欣　�文本的闡釋與城市的舞臺──唐宋筆記小說中

的城市商業與商人

李文鈺　�流逝與尋回──試論韋莊〈菩薩蠻〉五首中的

春意象

林冠群　隋文帝「莫緣可汗」汗號考釋

黃玫茵　�法制史上的販賣人口罪──以唐代相關律法為

中心

杜文玉　論五代十國時期對外貿易的發展及特點

張文昌　中古私禮之發展──以家禮為例

江川式部　貞元年間太廟奏議和唐代後期的禮制改革

李淑媛　唐代的「典賣妻女」現象──以律令為中心

朱振宏　論貞觀十三年（639）「九成宮事件」及其影響

30
百年儒學與當代東亞思潮──紀念唐君毅、牟宗

三先生百年誕辰國際學術會議（第八屆當代新儒

學國際學術會議）

桃園、臺北‧2009.9.25-28

　　中央大學中文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臺灣師範

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主辦，

中央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鵝湖月刊社承辦

鄭仁在　韓國當代新儒學者為堂鄭寅普的實心思想

林秀茂　老子的功夫論

金炳采　牟宗三與未來中國哲學

梁承武　韓國當代新儒學的發展與展望

鄭炳碩　牟宗三的圓善論與宗教思想

李明漢　儒家制禮的原則之探討

田炳述　心學與心理學

李相勳　韓國江華學派陽明學之脈絡

成中英　正確詮釋大學與中庸：兼評朱熹與牟宗三

陳榮灼　論唐君毅與牟宗三對劉蕺山之解釋

郭齊勇　牟宗三的形上學體系及其意義

羅義俊　�生命存在與文化意識──對時代和當代新儒家

的文化思考

李宗桂　唐君毅對中國人文精神重建之貢獻

王興國　「五八宣言」與儒學復興

楊永明　唐君毅先生教育思想析論

駱為榮　唐君毅先生的書法觀

鄭雅如　國恩家慶：唐代封贈官員先世的制度化及其意義

李隆獻　唐代以前鬼靈復仇的省察與詮釋

趙昌平　�魯仲連、趙蕤與李白──兼論古代文化史、文

學史研究的若干問題

葉國良　中晚唐古文家對「小人物」的表彰及其影響

周玟觀　�王教視域下的教法、儒禮與佛法之辯：以唐高

宗龍朔論議為討論中心

林仁昱　�俗情的關照與捨離──與「出家」有關的敦煌

歌辭探究

林淑貞　�延異、顛覆與互文──唐代小說對六朝志怪

「人仙婚戀」書寫範式之吸納與新創

蔡妙真　李娃補天──唐傳奇〈李娃傳〉的神話學解讀

（林倉盟、陳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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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遠筍　牟宗三先生論政道與治道之政治正當性意涵�������

張　倩　析唐君毅、牟宗三論「六理」之異同

王　劍　牟宗三先生著《政道與治道》述評

張睿明　論熊十力的識境說

吳　明　�體用與性相──唐君毅心靈九境論之系統結構

與哲學性格

黃慧英　唐牟二先生對他人心靈與性善的普遍性的論述

劉國強　一切虔誠終當相遇──說超越三境之分別與高下

鄭宗義　惡之形上學──順唐君毅的開拓進一解

盧雪崑　�從牟宗三先生提出「中西文化系統的大綜和」

引發的哲學思考

鄭文泉　當代新儒家在東南亞的發展問題

孔令信　唐君毅思想對當前國內生命教育的反思與啟示

尤惠貞　�唐君毅與牟宗三之佛教詮釋的對比研究──以

天台、華嚴二宗之圓教判釋為主的探討

高瑋謙　唐牟二先生對陽明學論述觀點差異之比較

王雪卿、�廖俊裕　唐君毅先生的工夫論──敘事治療的

一種形式

江日新　牟宗三先生的哲學方法

周博裕　天臺宗判教之道德動力研究

何乏筆　�當代修養論中的內在超越性：試論牟宗三與傅

柯的跨文化互動

邱黃海　牟宗三對極權主義的批判

岑溢成　文化意識、道德理性與性善論

李瑞全　唐、牟二先生論二溪之意旨

楊祖漢　比較牟宗三先生對天台圓教及郭象玄學的詮釋

蕭振邦　《中庸》思想中的環境倫理涵義探究

楊自平　牟宗三先生論荀子禮義之統析辨

林月惠　唐君毅、牟宗三的陽明後學研究

陳佳銘　論牟宗三先生對朱子的「理」之判定

黃漢忠　程明道思想在儒家圓教地位衡定

林安梧　「公民儒學」下的道德思考

施凱華　唐君毅與牟宗三於儒家教判詮釋之比較研究

孫中曾　牟宗三的真理論與中國哲學的「哲學」建構

翁文嫻　�抒情傳統的變體與現代性發展──牟宗三文字

的詩性理解

高柏園　論唐君毅先生的宗教對話觀

高齡芬　�從牟宗三先生的道家論述看憨山大師的《老子

道德經解》

何淑靜　比較孟子與荀子的「性善說」

張子立　�試析「道德的形上學」兩種理論走向：「本體

31
中山精神與徐霞客精神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9.26

　　國立國父紀念館、醒吾技術學院、臺灣徐霞客研究

會主辦

周陽山　孫中山思想與監察制度

周家華　老人研究之活動理論與老人休閒議題

李酉潭　孫中山、徐霞客與永續發展

盧永翠　兩岸物流

徐　芃　�三民主義人生觀中力行哲學、科學與徐霞客的

實踐精神

宇宙論的創生」與「實現物自身的創生」

張曉芬　�試論牟宗三先生與唐君毅先生於「道德內化

論」的異同

潘朝陽　當代新儒家唐牟徐三先生的大地深情

黃瑩暖　唐君毅先生論朱子持敬工夫

藤井倫明　日本當代新儒家岡田武彥的「身學」

陳　復　評唐君毅先生論王學的本體與工夫

陳有志　�由「存在三向」與「四因說」試論唐君毅與牟

宗三本體論的不同進路

陳振崑　�唐君毅對於朱子德性工夫論的詮釋──「涵養

主敬」與「隨事察識」

程進發　新儒家的環境存有論

黃兆強　唐君毅先生歷史形上學析述

黃漢光　�從唐君毅析論比較《禮記‧學、庸》與《管

子‧心術、內業》的哲學思想

黃麗生　�日本殖民時期臺灣儒紳思想的新舊調衡：以

《崇文社文集》為中心

楊劍豐　唐君毅與牟宗三先生論道德理性的理想與實踐

劉錦賢　《圓善論》書末頌歌旨趣述論

蔡忠道　�牟宗三先生對才性論的闡發──以《才性與玄

理》、《歷史哲學》為中心

蔡瑞霖　�新儒家的「傾離曼」與「勁道」──唐君毅與

牟宗三哲學的實踐工夫之再論述

鄭志明　唐君毅與牟宗三宗教觀的比較

鄧秀梅　唐、牟對張載哲學的詮釋比較

顏國明　胡煦易學思想的學術成就──以「體卦說」為例

（中央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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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陳映真創作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9.26-27

　　文訊雜誌社主辦 
施　淑　陳映真與臺灣現代主義

山田敬三　陳映真論──以前期三十年的創作活動為中心

林載爵���陳映真早期小說

趙遐秋　�「哀民生之多艱」──試論陳映真小說的蒼生

意識

廖咸浩　敗北者的勝利：陳映真與全球化

呂正惠　陳映真與魯迅

楊　翠　獻祭的聖杯──陳映真小說中的女性救贖意象

朱雙一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論和新殖民主義批判

黎湘萍　�「孤獨」的思想者？──關於陳映真的文學和

思想與戰後東亞諸問題的內在關聯

邱士杰　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

論」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

松永正義　陳映真與70年代文學在臺灣文學史的意涵

金河林　陳映真的文學世界與韓國

詹閔旭　召喚、回應與對話：談陳映真《忠孝公園》

陳建忠　�愛慾與文明：陳映真「筆匯」時期小說中的

性、政治與美學

曾萍萍、李瑞騰　兩岸陳映真研究平議

（文訊雜誌社）

林作賢　�中山思想中的記遊精神在資優教育的創新體

驗：以臺北縣中和國小為例

林政華　明代中國遊聖徐霞客生平與文學詳譜

劉至誠　國父革命思想與徐霞客精神

陶翼煌　叫全國文明從江陰發起

鄭貞銘　文學是永恆的事業

周家華　觀光資訊行銷與老人休閒服務

劉克銘　「徐學」在臺灣的倡導與研討

（劉碧蓉）

33
第二屆東方外交國際學術研討會──東方外交與

臺灣：歷史、現實與未來

澳門‧2009.9.27-28

　　澳門大學歷史系暨北京外交學院主辦

李紅岩　關於臺灣史研究的若干問題

謝國興　�逐鹿中原︰臺商康師傅與統一企業的大陸食品

霸業之爭

李　文　美國在臺海問題上的利益與立場

林　震　論戰后美國在臺利益的界定和維護

宋雲偉　論現階段美國對臺政策特徵及其未來趨勢

陳奉林　戰后初期的美日關係與臺灣問題

史桂芳　臺灣「皇民化運動」評析

巴殿君　論日本對臺灣政策的演變及走向

張歷歷　21世紀國中日關係中的「臺灣問題」研究

何偉傑　17世紀中葉的臺灣與澳門關係初探

周　林　�從非正常化走向正常化和機製化──海峽兩岸

經貿關係的發展、問題及趨勢

張淑清　論臺灣在西太平洋經濟圈中的地位和影響

忻　華　�世界經濟「半外圍區」的起飛之路︰以德國和

臺灣的比較研究為例

石源華　�朝鮮半島南北統一進程與海峽兩岸關係發展比

較研究

王　為　分析海峽兩岸政治互動的開啟

陳先才　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研究

張明亮　夢想與現實──兩岸南海「合作」的歷史考察

程愛勤　�論海峽兩岸統一南海主權主張的必要性與可行性

林滿紅　東亞海域上的琉球與臺灣

嚴安林　�馬英九對外政策︰主要內容、實質、策略及其

發展前景

沈志華　�中共進攻臺灣戰役的決策變化及其制約原素

（1949-1950）

蘇　浩　戰后初期臺灣回歸祖國的實現

謝豐齋　中國國民黨黨史與國民黨的新理念

萬　霞　大陸涉臺案件處理的困境與出路

陳海宏　�從克林頓到小布希──美國新世紀軍事戰略和

對華政策

張建華　中蘇關係中的「臺灣問題」與「臺灣因素」

張旭東　論1986年以來菲律賓與臺灣地區的交往

金珍鎬　�盧武鉉政府對朝鮮的支援政策及其對東北亞地

區穩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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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平　試析大陸與臺灣的文化關係

魏楚雄　文化民族主義在臺灣現代國家構建中的作用

楊　暉　�民族的主義和主義的民族──兩岸民族主義的

政治學解析

韓江雪　�淺析日本「皇民」思想對海峽兩岸統一進程的

影響

劉長江　20世紀中后期臺灣的對外開放����������������

廖小健　兩屆選舉中的巫統與國民黨

陳文壽　�「大橋社」與「僑務休兵」──國民黨重新執

政后臺灣之僑務思惟

洪朝輝　大陸民主與臺海穩定的迷思���

黃枝連　海洋秩序必須是天下人的共同事業

（澳門大學歷史系）

34
生命教育家：證嚴上人靜思語研討會

臺北‧2009.9.28

　　國家圖書館、靜思人文、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合辦

顧　敏　閱讀《靜思語》的心境

許木柱　靜思語的社會人文意涵

何日生　靜思語於慈濟宗門之實踐

鄭凱文　證嚴上人《靜思語》的人文淬鍊與實踐

林安梧　�說「克己復禮」與儒佛融通──從「靜思語」

說起

釋德傅　從《靜思語》談佛法生活化之會通

高毓婷　靜思語中菩薩道的開展

盧蕙馨　流動的現代善書──解讀「靜思語」文化現象

莊美幸　靜思語與生死教育

林惠萍　靜思語與家庭生活教育──以慈濟家庭為例

張景媛、陳學志　靜思語教學和大腦神經科學的關係

林佳慧、陳學志　國中靜思語創意教學之探討

鄒欣芸　運用靜思語教學實施高職品格教育之行動研究

周秋菊　靜思語融入國小英語戲劇教學之實踐與省思

楊秋娥、�黃佩琳　國民小學實施靜思語教學落實融合教

育之行動研究

許玉鳳　靜思語教學在慈大附中

（國家圖書館）�

35
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10.6-7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

研究所主辦

陳眾議　真實與虛構：大江文學想像力芻議

林水福　《個人的體驗》試論

黃冠閔　自己的讀者：大江健三郎的想像與自我改寫

許金龍　�「始於絕望的希望！」：大江文學中的魯迅影

響之淺析

連憲升　�音樂與文學的交會：與大江健三郎一起聆聽武

滿徹和大江光的音樂

吳曉都　大江健三郎與俄國現代文論

余中先　大江健三郎與《世界文學》

陸建德　�互文性、信仰及其他：讀大江健三郎《別了！

我的書》

吳佩珍　�向左轉？向右轉？大江健三郎的「純粹天皇」

作品群初探

吳叡人　�最高貴的痛苦：大江健三郎《廣島札記》和

《沖繩札記》中的日本鄉愁

小森陽一　小說，這一特殊的裝置：論大江健三郎的小說

李永平　反抗中的希望

彭小妍　�邊緣性與跨文化現代性：大江健三郎的安娜貝

爾．李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36
2009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高雄‧2009.10.15-16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主辦

鄭明修　臺灣海洋生態環境變遷與永續之道

樋口大祐　海港的光與影──論神戶之人文環境

岩淵聡　Mud-sledge�Culture�around�the�China�Sea

卓福安　�海洋與移民遷徙、文化變遷──論新加坡的語

言政策與其種族結構的關係

李志賢　�跨南中國海的信仰網絡──潮人善堂文化在新

加坡的傳播與發展模式

李志賢　�香茶水的信仰網絡──新加坡潮人善堂宗教儀

式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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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辭章章法學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10.17

　　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中

華民國章法學會主辦

陳滿銘　論篇章邏輯與內容義旨

鄭宇辰　自章法角度建立科技論文摘要的寫作訓練

李靜雯　�東坡詞篇章結構探析──以徐州五首農村詞〈浣

溪沙〉為考察對象

顏智英　從章法變化律看連雅堂詩的時空設計

梁敏兒　從風格學角度分析杜甫〈登高〉一詩

許文獻　從章法角度試論出土文獻復原上之幾項標準

吳瑾瑋　�從篇章語言學與節律編制分析杜甫古詩樂府聲

情之美

謝　慈　連詞「所以」的詞彙化與語法化

蒲基維　論臺灣華語流行情歌的編唱結構

曾香綾　�從偏離理論看成語修辭與作文教學──以余光

中幽默散文為研討對象

謝奇懿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國文科寫作能力指標與評分

規準關係管窺

王許林、�徐林英　劉勰之「附會」說及其對章法學之歷

史貢獻

戴維揚　結構學在西方的演進歷程

魏式岑　《佛說阿彌陀經》章法結構研析

謝玉玲　宋濂之誄碑文作品研究

陳佳君　部落格書寫之章法現象觀察

李柏諺　�海洋與移民遷徙、文化變遷──以跨國婚姻為

例提出探討

戴寶村　縱橫四海：臺灣海洋史與海盜

翁雅琴　海盜傳說故事初探

富　容　�臺灣航海橫渡世界的女探險家──《航海日記》

作者梁琴霞

戴輝煌　高雄貨櫃港口的永續經營

孫智嫻　21世紀海港城市發展模式之啟示

李文環　�從漁夫島而水師營壘──近代以前旗後的歷史

地理與聚落發展之研究

洪文玲　�歷史文化脈絡下的旗津舢舨船──兼談其在高

雄港市發展之角色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孟建安　修辭轉化的語境策略意識

仇小屏　論科技論文的綱目架構邏輯──兼探其寫作思維

吳智雄　試論漢代文學作品中的海洋書寫

王基倫　「草蛇灰線」初論

解昆樺　�雛構新詩文體語言：賴和新詩手稿中的意象經

營與修辭意識

邱燮友　白居易〈長恨歌〉的章法結構

張娣明　陶淵明與日本大伴旅人詩歌中的酒象徵

（簡惠琴）

38
2009臺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南‧2009.10.17-18

　　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立臺灣文學館合辦

林央敏　臺語文學史的起造

方耀乾　經典�ê�形塑佮搬徙：以臺語文學做觀看場域

楊焜顯　�戰後臺語詩的世代發展佮典律建構──以南部

臺語詩人為研究場域

胡民祥　臺灣文學史書寫的民族母語文學論

林麗嬌　論陳金順的臺語寫實情詩

林香延　胡長松臺語二二八小說《槍聲》人物析論

黃建銘　臺語新詩中的身體書寫

施俊州　�語言市場kap語言資本平準：鄉土文學論戰

「脈絡外」ê《臺灣語文月報》

葉衽榤　�Tùi�後殖民�kap�後現代�ê�角度看90年代臺語文

學論戰對臺語文學發展ê影響

Luvsandamba�Dashnyam　蒙古文學史書寫

李勤岸　臺語搖滾之父伍佰�ê�歌中詩

胡長松　從草地到海洋──當前臺語詩中的神話原型初探

潘為欣　�《臺灣府城教會報》ê報導文學（1885 .07 -�

1888.02）

呂焜霖　路寒袖所作「雅歌」對臺語歌詩文類內涵的轉變

陳金順　�臺語旅行散文的比較文化觀：以胡民祥的《夏

娃伊意紀遊》做例

陳龍廷　差異與創意──布袋戲改編戲齣的創作論

施炳華　�論歌仔冊的改編佮創作──以梁松林編著「祝

英台坐自動車出嫁」做例

臧汀生　�由閩、臺歌仔冊異文比對談臺灣歌仔冊的本土

化──以金姑看羊、桃花女、孟姜女故事歌仔

冊為例

（臺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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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10.17-18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

邢義田　�文學、圖像與口傳──以荊軻刺秦王和七女為

父報仇故事為例

過常寶　董仲舒辭指論與春秋決獄

黃偉倫　�漢代感應哲學的美學意蘊──以「物感」說為

中心的考察

熊鐵基　從數術到讖緯──中國的神祕學

陳伯适　《易緯》數論的哲理性意義

陳　洪　《列仙傳》的道教意蘊與文學史意義

鄭宣景　�關於中韓最古神仙故事集的敍事性研究──以

《列仙傳》《海東異蹟》為中心

王中江　漢代「人性不平等」的成立

連清吉　狩野直喜的漢代學術論

吳智雄　�論《穀梁》之義在漢代的政治應用──以詔令

奏議為中心的考察

洪燕梅　《孔家坡漢簡‧日書‧盜者》研究

馮達文　�重評漢唐時期的文化精神──兼論漢唐儒學的

宇宙論

王志楣　從身體觀詮釋董仲舒之天人感應

朱存明　漢代美學與漢畫像藝術

武利華　佛教初傳與漢畫像石中的佛教畫像

鄭文惠　�集體共感與生命悲歌──漢代文學／圖像「哀

時命」的文化敘事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40
全球時代的亞洲研究學術研討會（Global Asias）
賓州‧2009.10.23-24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主辦

Jonathan�Skaff　Tang-Tűrk�Propaganda�Wars:�A�Case�Study�

of� the�Circulation� of� Ideas� in�Medieval�Eastern�

Eurasia

Morris�Rossabi　Mongol�Influence�on�Asian�Art

Erica�Brindley　The�Ancient�Southern�Frontier:�Who�Were�the�

Yue/Viet�and�Why�Do�They�Matter?

Kumkum�Chatterjee　Cards�and�Culture:�Cultural�Cosmopolit-

anism�in�Mughal�India

Monica�Juneja���Asian�Contact�Zones�and�a�Global�History�of�

Art

Ng�On-cho� � �Reading�Classics:�Confucian�Tradition� and�

Western�Theories

Greg�Smits� � �Mass�Media� and� the�Politicizing� of�Natural�

Hazards�in�Japan,�1830-1855

Cemil�Aydin� � �What�Was� the�Silk�Road�Really�About?－An�

Art�Historical�Perspective

David�McMahan　Buddhism�as�Anti-colonialism:�The�Colonial�

Origins�of�Buddhist�Modernism

Gretchen�Casper　Political�Conflict� and�Cooperation� in�

Southeast�Asia

Vineeta�Yadav　Globalization�and� Institutional�Reforms� in�

China�and�India

Tsu�Jing���Mechanized�Writing,�Global�Chinese

Naoki�Sakai���Asia�and�the�Image�of�the�World:�Co-Figuration�

of�the�West�and�the�Rest

Shih�Shu-mei���The�Sinophone�as�World�Formation

Josephine�Park���American�Friends:�Korean�War�Alliances

Alexander�Huang� � �Ghostwriters� in�Search�of� the�Utopia:�

Cultural�Translation�in�Late�Qing�China

Anand�Yang���Empire�of�Convicts:�Indian�Convict�Workers�in�

Southeast�Asia�in�the�19th�Century

Louise�Young� � � Japan＇s�New�Colonialism:�The�Manchurian�

Incident�and�Manchukuo

Charlotte� Eubanks� � � Turning� the�Wheel� of� the�Dharma:�

Constructing�a�Buddhist�Book�History

Richard�Eaton���The�Military�Revolution�in�India�from�Chaul�to�

Talikota:1508-1565

Eugene�Wang���What＇s�to�See�in�the�Dark?�Shadow�Cave�from�

Nagarahara�to�China

（Alex�Huang）�

41
重建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

高雄‧2009.10.29-30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主辦

劉益昌　�聚落分布與環境──以高屏溪中上游考古遺址

分布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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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敏　小林平埔族文化特質與文化重建

楊秀宮　「南平埔族群」的生活安頓與文化再造

陳立夫　人與自然

鄭淑芬、巫珍宜、巫淑如　小林村災變後村民心理需求

調查報告

簡炯仁　兩溪流域的大武壟社群

謝世憲　�由憲法之觀點論原住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以

小林平埔族為探討中心

李重志　慈悲的權力

康　豹　噍吧哖事件中的平埔文化因素

林清財　高雄地區平埔族風災與其文化傳承危機

黃士賓　小林平埔族屋舍之設計與理念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42
第四屆中國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

嘉義‧2009.10.30-31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

曾永義　試探臺灣「北管音樂」與「亂彈戲」的來龍去

脈

蕭相愷　三種未見著錄的與京劇有關的小說──稗海訪

書續錄之一

辜美高　1907-1911年新加坡華文報章副刊的小說探討

吳盈靜　鄭觀應《續劍俠傳》探析

王汝梅　《金瓶梅》評點本的整理與出版三十年

張　靜　昆戲畫研究──以清代畫家何維熊的昆戲畫為

考察中心

苗懷明　一位不該被遺忘的學人──王古魯和他的小說

戲曲研究

王　馗　京都聲腔審美風尚中的保守與革新──北京精

忠廟梨園會館碑刻研究

徐志平　敘事者干預在話本小說《醉醒石》的運用

劉燕萍　復活、幽婚與歸葬：論宋人的鬼婚戀

陳竹灕　越南傳統劇本與中國小說戲曲之關係

王三慶　日本漢文小說再探

俞為民　論古代戲曲小說中的婚姻描寫

沈伯俊　現實精神、浪漫情調、傳奇色彩──論《三國

演義》的創作方法

關四平　唐代小說與《聊齋志異》婚戀模式比較談

汪天成　《盛世新聲》初探

傅　謹　越劇《紅樓夢》的文本生成

汪詩珮　文心百變與經典轉化：從《荊釵記》到《比目

魚》

陳靜琪　李天祿掌中戲之傳統與新變

陳　芳　對焦：莎劇與豫劇的文字合同

李國俊　「老戲新演」的包裝與行銷──以近年臺灣傳

統老戲演出為例

丘慧瑩　梆子腔系統中的牛郎織女戲曲研究──以四本

《天河配》為例

王晉光　新事新見──王韜小說的先驅意義

李志宏　知命：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的思想命題探析

黃錦珠　清末民初職業女小說家：黃翠凝

高桂惠　清代筆記中的軍人書寫與太平軍的形象

（陳惠蘭）

43
第四屆中國文哲之當代詮釋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10.31-11.1

　　臺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

陳鼓應　得意忘言與譜系學──兩種不同的經典詮釋方

法

司仲敖　橫空一赤幟，始足張吾軍──袁枚性靈詩說個

性論析探

鄭志明　《周易》的數字思維與宇宙意識

李佳蓮　論當代新編莊周試妻戲曲中的配角人物

黃連忠　莊子與惠能的生命美學與解脫哲學──以《莊

子‧內篇》與敦博本《六祖壇經》為中心的考察

蔡芳定　蘇軾「詩畫一律」說的當代詮釋

林安梧　中國哲學詮釋中的「語言」與「方法」

林盛彬　論孔子的「詩學」原理

劉滄龍���「一理」或「分理」？──戴震對程朱理學的

反省

王祥齡　荀子自然法理論

劉梅琴　中國藝術思維的現代闡釋

陳金木　《于丹《論語》心得》的詮釋與過度詮釋

蒲彥光　試論王船山的經義觀點與書寫

馬　耘　《韓非子》〈解老〉等篇「道」概念辨析

吳叔樺　彌合三教──蘇轍《老子解》之詮釋特色

吳順令　《孫子兵法》之競爭策略

洪文婷　儒學教化理念之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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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凱華　天台智者對「維摩詰經」之詮釋方法與運用研

究

歐崇敬　莊子哲學的創造轉化

黃麗娟　《大學》的寫作對象及立意宗趣

齊婉先　論〈中庸〉「誠」概念之詮釋對宋明理學發展

之意義

賴賢宗　「寓言」的詮釋理論

袁光儀　李贄《九正易因》初論──一條擴展李贄與儒

學研究的新路徑

曾文瑩　「罪情遏欲」到「形色天性」──王船山的情

欲論及其歷史地位

成　玲　孔廣森《公羊通義》中所見的宋代春秋學思維

朱孟庭　文學、經學與文化的闡釋──《詩經》研究三

種視角的相互關係

蔡月娥　《百喻經》寓意初探

賴欣陽　重讀《文心雕龍‧物色》篇──論文學與自然

環境的關係

丁威仁　古典語詞的流行轉介──論方文山中國風歌詞

裡的古典映象

江惜美、余坤庭　應用網路進行漢字教學之探究

（臺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44
第一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2009.11.6-7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

主辦

橋本秀美�　《舊京書影》、1933年《北平圖書館善本書

目》綜述

永富青地�　關於現存最早的王守仁傳記──《王陽明先

生圖譜》

朴現圭　《文心雕龍》在韓國的流傳攷

嚴壽澂　劉鑑泉校讎學述論

潘建國　�《酉陽雜俎》版本考──兼論其在東亞地區之

流傳

吳　平　盛宣懷與愚齋藏書

郭向東　《四庫全書》編纂與中國古文獻之劫難

劉文起　�由〈勸學〉、〈修身〉探討荀子楊倞注之成就

與缺失

陳恆嵩　�明代科舉與《尚書》的關係──以《明代登科

錄彙編》為例

沈心慧　胡樸安《樸學齋叢書》的文獻價值？

侯淑娟　從文獻看戲曲「拜月」情節的文化意涵？

連文萍　明代訓蒙詩選研究

許建平　�薛季宣《書古文訓》所據《古文尚書》的來

歷、真僞及價值？

陳桂聲　中國大陸六十年來古代小說研究史料編纂回顧

楊果霖　《天祿琳琅書目》糾謬析例

盧錦堂　古籍影抄本探析──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為主

劉寧慧　古籍叢書的分類

周彥文　書寫模式與文獻解讀

金培懿　�儒典東傳與和魂形構──由《憲法十七條》的

用典、化典論儒典的異地權威與文化重構

許媛婷　楊守敬觀海堂藏書中的日本漢籍抄本

（向芳宜）

45
第三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廈門‧2009.11.7-8

　　福建省廈門總商會、清華大學經學研究中心、福建

師範大學易學研究所主辦

葉國良　論《儀禮》經文與記文的關係

張光裕　�《詩‧小雅‧楚茨》「勿替引之」與金文「日

引勿替」互證申說

虞萬里　《緇衣》引《書》與古文《尚書》真偽之思考

南澤良彥　南朝明堂研究

陳鴻森　梁沈旋《爾雅集注》考證

史應勇　《尚書‧堯典》鄭、王異解探義

蔡根祥　金履祥《尚書注》十二卷考異

賴貴三　俞樾曲園先生《易》學析論

彭　林　漢儒關於人性善惡的論辯

黃樸民　「大一統」與何休的公羊學政治理想

楊晉龍　西漢《詩經》傳播擴散研探

朱傑人　�鄭玄著述述略──兼論編修《鄭玄遺著大全

集》之必要與可能

鄭卜五　清代公羊學家與世推移的經世關懷析論

程　鋼　從焦循經學研究看新型經學觀念的興起

翁玉強　論段玉裁《與劉端臨書》

戚學民　《漢學商兌》和《儒林傳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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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濟襄　�康有為公羊學說的關鍵理解與自我定位──以

「三世說」為觀察

張　勇　�晚清「今文學運動」中的梁啟超──以梁氏自

述為中心的解讀

林慶彰　民國時期幾位被遺忘的經學家

梁煌儀　讀經問題之歷時性與共時性（1912-1949）

顧　濤　近百年來反禮教思潮的演進脈絡

徐興無　取義──中國經學的詮釋傳統

鄧國光　�周、秦及漢初之際《尚書‧洪範》「王道」義

的流衍──先秦「道術」�原論

黃人二　�戰國簡《寶訓》通解──兼談其在中國經學史

上「道統說」建立之重要性

韓大偉　孔子「述而不作」新論

陳戰峰　先秦「六經」的形成與「六經」學的特色

黃忠天　《二程易說拾遺》的學術價值

周淑萍　論宋代易學與孟子及孟學的關係（一）

賀廣如　心學《易》的發展──以楊簡與王龍溪為中心

謝金良　也談《周易》的科學性

連鎮標　�闡析易道，溝通文理──評黃黎星《易學與中

國傳統文藝觀》

呂友仁　《禮記》「刑不上大夫」舊解發覆

楊天宇　�鄭司農《周官解詁》之「讀如」、「讀若」例

考辨

許子濱　《左傳》與《三禮》有合有不合說

汪春泓　�關於《史記‧五宗世家》之「河間獻王」事蹟

疏證

馬　楠　鄭注《儀禮》通例研究

劉　寧　中唐《春秋》學的義例思想

齋木哲郎　歐陽修《新五代史》的春秋學

夏長樸　�「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韙不免於非」

──朱熹論王安石新學

馮曉庭　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初探

勞悅強　盡善盡美──從《論語集注》看朱熹的新經學

鄭吉雄　再論《周易》語義的多義性與歧異性

鄧立光　象數與易占

梁稟賦　緯學與經學──論《易緯》研究的一些新觀點

馬新欽　�孔子、子思、孟子三家入仕觀的演變──兼論

《周易》蒙卦對孟子入仕觀的影響

肖滿省　卜筮文化地位的變遷與易學傳播

林素英　�論宴饗詩中的君臣互動關係──以偏重官方正

禮形式者為例

王　鍔　�宋本《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的流傳和文獻學

價值

石立善　《禮序》作者考

方向東　阮刻本《儀禮注疏》勘誤

張　濤　三禮館輯錄《永樂大典》經說考

單周堯　《經典釋文》商兌二則

郭靜云　�據出土的先秦《緇衣》版本再考證《都人士》

逸詩的原文

謝向榮　�上博簡《周易‧萃》卦辭斷占語「吉」考異──

兼述《萃》卦《彖傳》「利貞」脫文說

張雙棣　淮南子用韻簡論

李雄溪　「歲取十千」解──從英譯《詩經》說起

張善文　�潔靜精微之道──黃壽祺教授的易學傳統與福

建師範大學易學研究所

黃黎星　論尚氏易學之精義

劉建萍　蔡清論易圖

孫劍秋　清儒黃宗炎對易圖的批判及其得失

洪昔杓　韓國經學研究略論

周國琴　元儒程端學駁「一字褒貶」

張曉生　明末儒者郝敬論「知言養氣」

三浦秀一�　明末清初期《四書大全》改訂的潮流與世風

之變化

吳兆路　《四庫全書》中的經學思想

邢春華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周易》思想的女實踐者──

明德馬皇后

趙伯雄　《春秋》中所見魯諸姜叢考

趙生群　《左傳》疑義新證（宣公篇）

郭鵬飛　讀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左傳》劄記

蔡長林　皮錫瑞《春秋》學研究

程克雅　高本漢經學文獻釋讀方法研究

（石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