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 

「嘉義研究」 

 

 

 

 

 

 

 

 

 

 

 

 

 

 

 

 

 

研討會日期：102 年 10 月 25-26日 

申請人：李明仁教授 

申請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贊助單位：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書 
 

目 錄 

 

壹、 前言............................................................................1 

貳、 活動執行情形.............................................................2 

參、 自我優劣評鑑.............................................................5 

肆、 討論與建議.................................................................6 

伍、 結論與建議事項..........................................................7 

附件 

一、原活動計畫書.................................................................10 

二、活動翦影........................................................................27 

三、參加名冊........................................................................44 

四、報導剪報........................................................................51 

五、DVD 

  



1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書 

壹、 前言 

台灣研究近年來蓬勃發展，其中，以地域性研究為主軸的相關議題，更是目

前臺灣學術界相當重要且興盛的研究焦點。整合人文藝術及創意產業研究等多個

面向，涵蓋文學、歷史、政治、地理、法律、族群、教育、性別、殖民、語言、

環境、生態、媒體、藝術……等等議題，也成為相關研究者或關心台灣文化的民

眾關切的領域。 

嘉義地區在歷史、地理各方面的發展除皆具獨特性外，也呈現多元性的在地

文化特色。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希冀透過「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的舉辦，

並在不同研究主題下，運用學術性的研究方法，具體呈現出嘉義獨特的歷史文化，

進而建構一套具有系統性的「嘉義學」，為這塊土地賦予更多元、更豐富的歷史

意義。 

嘉義縣政府自民國 93 年（2004）首次籌辦「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後，至

今已邁入第 9 個年頭。其中，第二屆至第八屆，皆由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

中心策劃舉辦。透過研討會的承辦，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除引起台灣學術界

的重視及其他縣市政府的關注外，參與發表論文的學者亦極為重視「嘉義學」研

究的盛事，對於「嘉義學」的建構更是助益甚多。目前台灣文化研究中心更創設

《嘉義研究》學術期刊，讓嘉義研究有更佳的學術論文發表園地，也希望透過此

刊物的發行，讓更多人了解嘉義的在地文化；《嘉義研究》迄民國 102 年(2013)9

月，已出版至第八期。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於民國 102 年（2013）10 月 25、26 日假國

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舉行，會中邀請各方學術機構、以及德孚眾望之嘉義人，以

多元觀點，討論嘉義的「觀光與文化」、「文藝與生態」、「語言及文學」、「史料與

傳說」、「地域社會」、「族群開發」、「阿里山地方文化」7 項議題。有本地及國內

外專家學者參與論文發表及與談，成果豐碩。會中亦邀請嘉義人也是遠流出版公

司董事長的王榮文先生蒞臨做專題演講，提攜、指引後進意義深重；又因近年來

在地文化創意產業興起，故接續第七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之「博物館論壇

座談會」及第八屆「博物館論壇座談會再敘」的話題，在此次研討會上也展開「藝

術與在地鄉鎮的結合」，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吳密察教授與著名小說家凌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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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以及《台文戰線》的發行人林央敏先生、藝術創作者的王文志先生進行對

談，兼顧理論與實際。 

貳、 活動執行情形 

一、 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圖書館三樓國際會議廳 

二、 時間：民國 102年 10月 25、26日 

三、 參加人數：兩天共 306人次 

四、 計畫執行效益、特色及影響： 

（一）執行效益： 

「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執行效益大致可歸納成下列數點： 

1、 國立嘉義大學深耕地方，每年定期舉辦「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是一整合

型的地方學術研討會，提出對地方學術研究具有指標意義的相關議題。 

2、 逐步建構「嘉義學」的內涵與豐富「嘉義研究」的學術著作，並且向下紮根，

讓嘉義人研究嘉義事，為「嘉義學」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養份。 

3、 研討會議題多元豐富，舉凡從嘉義之歷史、地理、生態、產業、社會、環境、

族群、宗教、教育、醫療等議題皆有探討。 

4、 促進愛鄉愛土情懷，相關議題經宣傳，對地方人士結合學術議題探討，提升

其興致，使得這些鄉土議題不再是象牙塔裡的知識，而能更深入在地社區。

提供在地社區更多實踐意義上的參考。 

5、 促進地方學術之重視科際整合，有助於打破學科藩籬，避免學者各自為政。 

（二）特色： 

凡研究與嘉義相關之任何知識，皆可以是廣泛「嘉義研究」的一環。深入嘉

義並運用各種研究知及技能，以建構「嘉義學」的學術知識體系。研究人員運用

各種方法，觀察地區特色，並透過多元化的研究體系，至研究領域蒐集、分析資

料，乃至辦理相關活動與推廣活動。並藉由研討會，使學術界與地方人士緊密結

合，發揮學術之具「實用」及「親和」的部分，非僅只為象牙塔式、缺乏對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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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以，「嘉義研究」的特色，一開始便是希望與地方社區互動，並與之緊

密結合，也因而發展出「研究」、「教學」、「服務」等特色。概述如下： 

1. 「研究」：為能提升綜合研究能量，以提供更高視野，做為地方學術研究之

標的，進而能向政府提供相關研究建言，促進地方文化事業與發展文創產業，

「嘉義研究」提供學術研究的交流平臺，以供各界相關研究之參考。 

2. 「教學」：學生進入國立嘉義大學這個大家庭中學習，注定將與嘉義結下不

解之緣，訓練與期許將來皆能成為推展嘉義文化的種子，日後將有嘉義特色

的文化傳播至各地。舉辦「嘉義研究」便是透過參與的機會，讓學子們能更

了解嘉義。 

3. 「服務」：嘉義大學位於嘉義地區，是嘉義重要的學術研究學府，身負許多

嘉義人的自信與引領企盼的期待，是故，勢必對地方與鄉親有所反哺回饋。

嘉義大學亦密切關心地方事務，辦理與地方密切結合的活動，也提供知識泉

源，能讓大家認同並參與其間。透過「嘉義研究」的交流平臺，相互間更緊

密地互動，更能深入服務地方。 

（三）影響： 

歷年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文章，對於嘉義地區的各類研究助

益甚大。甚而在學術界或其他學術論壇中，競相討論「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的

研究成果。在國人日益重視本土研究之際，「嘉義研究」提供有志者相當豐富的

研究素材與參考資料。 

本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與會人士除各大學師生、研究機構人員，更有

在地文史工作者、社區工作者、中小學教師……等等，這些人士無論是回到社區

或是工作崗位，皆可將在研討會中獲取之嘉義相關研究知識，分享給社區居民及

學校師生，相互討論及口耳相傳所引起的迴響效應頗為可觀。 

此外，「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立足於周遭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一切人事物知

識上，乃至於立足於心靈與情感上的理解空間，除了是為不忘本的蒐羅與研究保

存地方史料外，尚期待能有昇華的運作空間。其實，地方有志人士對於嘉義之研

究早已有之，不過有系統地蒐集資料與保存資料，甚至進一步分析史料、檢討傳

說，則需投入更多的精力與心血。在新時代的研究領域中，已非「文人相輕」的

年代，而是需要一個需要共同合作、相輔相成發展「科際整合」時代，特別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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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會領域上，單打獨鬥的力量太薄弱。「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呈現在地大學

對於在地研究的重視！ 

五、 大眾傳播媒體及觀眾之反應或評價： 

已經邁入第九個年頭的「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對

於「嘉義學」的建構助益甚多。研討會延續以往對嘉義地區研究與關懷的主軸，

共分為「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雲嘉文藝與生態研究」、「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

「嘉義區域研究─史料與傳說」、「雲嘉區域研究─地域社會」、「嘉義族群開發研

究」、「嘉義阿里山研究─地方文化」等七大主題進行學術論文的發表，除對於嘉

義地區的地方發展、文學文藝與生態環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外，更將研究視野拓

展到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的觀點。 

在研究內容方面，如「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包含文化資產的保存與規劃、

文化景觀的指認，以及從原住民族角度進行思考的文化創意產品之議題；「雲嘉

文藝與生態研究」針對紫斑蝶資源的利用與再建構情況，以及傳統建築員光之人

物木雕作品進行研究，並探討嘉義公園忠義其君紀念碑；「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

重新考察嘉義與士林地方法院公然侮辱罪判決文，另討論嘉義出生的小說家朱少

麟的小說《燕子》以及同樣出生於嘉義梅山王瓊玲的〈美人尖〉；「嘉義區域研

究─史料與傳說」從清朝大員王得祿之父王必敬的墓園、布袋各廟宇沿革志記載、

笨港縣丞遺留之文物史料進行探討；「雲嘉區域研究─地域社會」包含清代笨港

「義民崇祀」、清代西螺商業街肆發展與媽祖信仰網絡、元長鄉音樂子弟團的分

類看地方社會的變遷、清末以來新港街庄社會發展之研究；「嘉義族群開發研究」

以嘉義平原竹圍聚落場域、日治時期的嘉義機場及顏、鄭渡臺設「十寨」傳說深

入研究；「嘉義阿里山研究─地方文化」從原住民鄒族的觀點探討阿里山的地名

傳說以及植物命名、利用與分類。其中與會發表論文與評論者多是長期對台灣議

題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專家。對於彰顯嘉義特有的風貌與發展有重要的貢獻。 

研討會此次專題演講，特別邀請到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也是出生於嘉義縣

義竹鄉的王榮文先生蒞臨會場，並以「『鄉親認同與文化經濟』─從義竹同鄉會

談起」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以出版業為基礎，擴及創新及對外交流相互關係的重

要性，並期望以義竹同鄉會的平台，將義竹三文化亮點，包含有翁岳生、翁啟惠

二人之故居，以及義竹玉米迷宮等，凝聚起義竹的文化觀光產業，進而推展並發

現屬於嘉義縣獨有的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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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展現在地化之特色，凡關心地方發展的參與人

士，對於此屆研討會的評價，無論在增廣見聞，或是專題深入了解地方事務上，

都認為受益匪淺。這是一場融合文史藝術，兼具深度、廣度、又具指標性意義的

活動，對於學術專業知識的教育與推廣，尤具貢獻。大多數與會人員認為研討會

圓滿成功。 

參、 自我優劣評鑑 

一、優點： 

（一）自第二屆開始至本屆研討會，參與人數已突破二千人，每屆研討會參與人

數或有增減，然而「嘉義研究」成為在地的重要學術活動也是不能抹滅的

事實，逐年累計的參與人數，也將成為研討會的重要基礎，讓在地居民更

熱愛這塊土地、更加認同共同生活的嘉義。 

（二）本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學者投稿踴躍，共計有一篇專題演講及 21

篇論文發表，論文水準提升甚多。 

（三）研討會規劃主題明確，涵蓋「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雲嘉文藝與生態研

究」、「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嘉義區域研究─史料與傳說」、「雲嘉區域

研究─地域社會」、「嘉義族群開發研究」、「嘉義阿里山研究─地方文化」

等研究主題，廣度與深度深獲好評。 

（四）由於已有多次主辦研討會之經驗，無論是議程之進行或各項招待工作皆能

駕輕就熟，使會議進行流暢。 

（五）與會學者和與會人員互動良好，討論熱烈，顯示一般民眾對於「嘉義研究」

之議題興趣濃厚。 

（六）會場外展示歷年「嘉義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嘉義研究》刊物，提供與

會人員翻閱，獲得多數人的肯定與讚揚。對於刊物內容討論度極高。 

（七）本屆藉由學術研討會之中午用餐時間，召集雲嘉地區文史工作者，召開雲

嘉文史工作室成立籌備會，期藉此對雲嘉文史的發展更邁向一步。 

二、缺點： 

（一） 本屆參與論文發表的學者，有少部分於會議前數天始交稿，造成論文排版

與印製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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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休息時間，與會人員在會場外面有時情不自禁的大聲討論，對於會場內外

音量之管控尚有改進空間。 

（三） 本屆研討會全程錄影，唯「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之一場次部分內容因攝

影機容量不足，故未攝影完整，雖先以拍攝照片作為臨時應變措施，但應

隨時注意容量及儲存問題。 

（四） 本屆研討會報名人數減少許多，在宣傳上待加強，且本屆無報紙之相關報

導，應該讓更多人知道此一訊息，並且更積極與記者、報社聯繫，以達推

廣之目的。 

肆、 討論與建議 

一、與原計畫之落差： 

本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參與的人員各階層皆有，研討會論文發表之內

容水準頗高，是一次成功的研討會。 

辦理本屆研討會已籌劃數月，在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指導與經費補助下才能順利完成。然而所需文宣

費用，以及籌辦過程之相關開銷不少，建議補助能更充足以利研討會辦得更加完

美。 

與會人員多數認為研討會辦得圓滿成功，亦肯定其成果豐碩。大家熱心參與

及指教，未來將成為推進嘉義研究步伐更穩健的力量，對嘉義地區的文化、人文、

藝術、自然、產業等各項發展提供更大的助力！期盼「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能

永續發展，成為地方研究「指標性」的楷模。 

二、有無製作紀錄供作未來之參考？ 

本屆研討會除發給與會人員會議論文集外，並在會後彙集講評者建議與與會

人員所提之意見，供論文發表人參考，在其論文修訂並送審通過後，以及論文修

繕完稿後，將在期刊《嘉義研究》第九、十兩期刊出。 

另外，兩天的研討會，皆有錄影，唯一小部分未完整，僅能以照片作為補充。

錄影皆製成光碟，留下實況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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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進意見： 

（一） 宣傳方面需再加強，如加強與電台、平面媒體、嘉義縣市的民間社團等的

聯絡。 

（二） 場內工作人員基本訓練宜加強，聲控、燈控以及器材之使用上，應變能力

還有改進空間。 

（三） 邀稿對象宜擴大，使稿件來源更為豐富與多元。至於稿件內容的籂選方面，

可採提早徵稿的方式，後由研討會籌備會議中對論文進行篩選作業。通過

與否皆另行通知，以提高研討會論文水準。 

（四） 加強學者之招待工作，並參考與會人員之批評意見。 

（五） 會場外面設置之研究成果展示專區內容可再充實些，會場內可播放相關影

片，以結合研討會與其他相關研究的訊息。 

伍、結論與建議事項 

    綜上所述，本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確實在推廣、普及、啟發「嘉義學」

研究上，有顯著成效。期望未來能本著處處撒網，有所投注，自然多少亦有回應

的心態，積極經營。整體而言，仍有缺乏統合運作的缺點，原因固多，在此僅就

其犖犖大者，檢討如下： 

一、經費與人員投入之問題 

嘉義相關研究範圍頗廣，且多屬較新開發的探索領域。過去雖有人做，然未

似今日之廣與深，若經費更充裕，可引導研究人員更願意投入。 

二、拓展不同的議題 

歷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多集中在人文、宗教、教育等課題，未來則可

結合自然、環保、生態、醫療、衛生、農業、工業、防災……等多元體系，拓展

「嘉義研究」之領域，甚至空間方面，將研究範圍擴展至部分古諸羅縣，且又和

嘉義關密切的地區，例如今日之雲林一帶。 

三、充實嘉義研究資料庫 

未來的願景，除承繼歷屆「嘉義研究」之成果外，更將致力於研究成果之累

積與建檔，並推廣鄉土教育，透過學術研究的方式，使大家重新認識在地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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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特色。 

四、加強與其他區域地方學研究之交流 

    全國各地不少縣市都會舉辦地方文史研究之研討會，可派員至其他縣市觀摩

研討會之舉辦過程，亦可主動邀請其他縣市主辦單位前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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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 「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民國 102年 8月 

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計 畫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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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 

臺灣地方研究，隨著中央威權體制的開放與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

而開始萌芽。隨著地方意識的抬頭，先有臺北與高雄兩地持續的發展

其地方區域史，後由中、南、東部地區在地方政府與地方人士的努力

之下持續的為地方研究大放光彩。目前地方研究有中臺灣的彰化白沙

史學研究、南臺灣的臺南南灜研究以及花東地區的東臺灣研究等，均

為臺灣地方研究帶來了成長、茁壯的一份心力。 

嘉義地區在歷史與文化方面的發展如同台灣文化的根基，所呈現

之在地文化與土地的關係密切，但是，這種核心價值，一直到 2000

年以後，後現代性的文化行政興起，才被特別提出與重視。 

 嘉義縣政府於 2005 年與國立中正大學共同舉辦第一屆「嘉義研

究學術研討會」，自第二屆開始，由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與嘉義縣政府等單位共同舉辦「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希望透過學

術性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研究主題下，具體呈現嘉義獨特的歷史文化，

進而建構一套具有系統性的「嘉義學」，做為學術研究者與關心地方

歷史、文化人士之間的交流平台，透過此一途徑，讓更多人投入研究

的行列，並藉以提升嘉義住民的認同感，也凝聚身為嘉義人的榮耀

感。  

舉辦「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是要展現並且認識如此富有多元性

的嘉義地區。透過學術界與在地鄉親的互動交流，成功地將嘉義地區

各樣風貌向下紮根並且推展出去。迄今已辦有八屆，除了持續並常態

性地舉辦研討會外，也出版學術性研究論文等，自 2010 年起出版半

年刊的《嘉義研究》期刊，深耕嘉義學。 

最後，隨著上述地方研究的發展，區域整合的意識也逐漸出現，

如同許雪姬教授在嘉義研究研討會致詞時指出：「需要打破行政區域

所帶來的限制，進一步進行雲嘉的區域整合。」故自第八屆嘉義研究

以來，研討會陸續出現有關雲林或雲嘉整合的發表文章，希望未來的

趨勢也能逐漸朝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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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 

（一）主題設計： 

「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嘉義縣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提倡下，

歷經八屆勤懇經營，獲得學術界與嘉義鄉親的熱烈迴響，為了擴大研

討內容與關照面向，故秉承建構「區域學研究」的特色，繼續深耕播

種。本屆以清代時期諸羅縣之雲、嘉地區為主題，希以史學、環境及

文學……等相關議題為軸，期能透過專題演講及研究發表的方式，發

掘過去諸羅區域文化的多元性。另一方面，更希望從當代議題中，發

掘出多樣的探討架構，顯現出嘉義縣多元發展的特質。 

（二）執行時間： 

2013 年 10 月 25、26 日（星期五、六） 

（三）邀稿對象： 

本次會議擬邀請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學有專精的教授學者及地方

碩彥，或是關心嘉義發展的地方人士，分別就各項議題撰寫相關論文，

以進行交流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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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暫訂議程規劃：  

2013 年 10月 25日(星期五) 

08：00-08：20 報              到 

08：20-08：30 校長及來賓開幕致詞 

08：30-09：30 

                   座談會─藝術與在地鄉鎮的結合 

                   主 持 人  雲門舞集創辦人                   林懷民先生(預定) 

                   與談貴賓  幼葉林藝術創作工作室負責人       王文志先生 

                             嘉義縣板陶窯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   陳忠正先生 

                             林洸沂陶藝工作室負責人           林洸沂先生 

09：30-09：50 茶              敘 

09：50-10：50 
「嘉義人說嘉義事」專題演講─〈「鄉親認同與文化經濟」─從義竹同鄉會談起〉 

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 王榮文先生 

10：50-12：20 

嘉義觀光 

與 

文化資產 

宋

德

喜 

蘇明修 嘉義縣朴子市的文化資產保存與規劃 

對

談

人 

黃衍明 

李謁政 嘉義縣景觀的保存與改造 沈榮壽 

江寶釵 

方慧臻 

周育叡 

文化創意觀光產品設計初體驗─以阿里

山鄒族部落為例 
陳木杉 

12：20-13：40 午              餐 

13：40-15：10 

雲嘉文藝 

與 

生態研究 

劉

豐

榮 

王美青 
紫斑蝶資源的文化建構與在地利用─以

茂林和林內為例 
對

談

人 

王進發 

吳明勇 

蔡毓雯 

清代臺灣傳統建築員光之研究─以嘉

義、雲林地區人物木雕作品為例 
賴志彰 

邵湘凱 嘉義公園「忠義其君」紀念碑之研究                                                                                                                                                                                       土屋洋 

15：10-15：30 茶              敘 

15：30-17：00 

嘉義語言 

及 

文學研究 

彭

明

輝 

廖招治 
比較嘉義與士林地方法院公然侮辱罪的

語言 
對

談

人 

陳淳斌 

蔡秀枝 
《燕子》的現代性超越與病徵：群中獨

舞 
廖淑芳 

汪天成 
從鄉土小說到豫劇─論王瓊玲《美人尖》

的突破與侷限 
張素貞 

17：00 明    日    再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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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月 26日(星期六) 

08：10-08：30 報              到 

08：30-10：00 
嘉義區域研究

─史料與傳說 

黃

秀

政 

黃健庭 頂港仔墘與王必敬墓風水傳說 

對

談

人 

謝貴文 

黃如輝 
廟宇沿革志的時空變遷-以嘉義縣布袋

鎮廟宇為初探 
蔡長廷 

林伯奇 笨港縣丞遺留之文物史料考釋 林德政 

10：00-10：20 茶              敘 

10：20-12：20 
雲嘉區域研究

─地域社會 

林

富

士 

鄭螢憶 
從旌義亭到義民廟─清代笨港「義民」

崇祀與地域社會 

對

談

人 

李文良 

楊朝傑 
清代西螺商業街肆發展與媽祖信仰網絡

關係 
陳宗仁 

李孟勳 
從元長鄉音樂子弟團的分類看地方社會

的變遷 
江志宏 

賴玉玲 
臺灣的街庄社會發展—以清末新港地區

為例 
曾品滄 

12：20-13：30 午              餐 

13：30-15：00 
嘉義族群 

開發研究 

許

雪

姬 

翁烔慶 嘉義平原竹圍聚落場域和歷史衍變 

對

談

人 

陳進金 

謝濟全 日治時期的嘉義機場 吳建昇 

阮忠仁 
顏、鄭渡臺設「十寨」傳說之演化─《開

創臺灣鄭成功》的十寨敘事 
翁佳音 

15：00-15：20 茶              敘 

15：20-16：50 
嘉義阿里山研

究─地方文化 

王

嵩

山 

浦忠成 
阿里山地區地名及其意義分析─由鄒族

角度 
對

談

人 

陳美鈴 

浦忠勇 
命名、利用與探究途徑：阿里山鄒族民

族植物初探 
汪明輝 

吳育臻 
清官方眼中的阿里山番--試論嘉義沿山

為何沒有隘墾區 
洪麗完 

16：5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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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義研究」之特色 

（一）雲嘉南學術指標 

「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已成為雲嘉南地區重要學術指標。其

中以台南縣政府主導的「南瀛研究」為例，舉辦學術研討會，更有豐

富田野訪查的行程。而「嘉義研究」研討會的參加人數，自第二屆開

始由嘉義大學與縣政府共同舉辦以來，至第八屆的總參加人數已突破

千人人次。由這些內容看來，與會學者專長多元，使得學者們發表之

內容，擴大並活絡了嘉義學的研究內涵，開闊了與會人員的視野。而

從與會人員多次參與的情況，也表示對於嘉義研究的肯定，以及「嘉

義學」的成功建立。 

（二）以「嘉義人說嘉義事」的必備演講 

前八屆開場的專題演講，均以嘉義人為主軸。邀請對象。藉由他

們的口述，除可就其生長年代與環境，整理 30年到 80 年之間嘉義的

歷史外，也希望透過他們的成功典範，提升嘉義人對故鄉的認同。而

第九屆的專題演講，仍預計邀請各個領域中的嘉義傑出人士，讓與會

人員更了解嘉義人在各領域的努力與歷史。 

（三）學術打造田園城市 

田園城市的核心價值在於打造「生產、生態及生活」三生有幸、

樂在其中的「田園城市」。「田園城市」的改造是一場縣民運動，原

本沈寂、落寞的農村，再現蓬勃生命力，展現嘉義的文化氣味與特色，

讓民眾體會改變之後的幸福與美好，以身為嘉義人為榮，以長期經營

的學術研究，是進入田園城市的一項方法。例如於第七屆嘉義研究研

討會時，曾舉辦「博物館座談會：故宮南院在嘉義」，邀請相關重要

學者，如杜正勝、馮明珠、蕭新煌等人進行討論，對故宮南院的設立

議題提出更多元的想法，讓嘉義縣民眾更加了解故宮南院。 

（四）與會學者具有的啟發性 

歷屆參加「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的與會學者有不同的專業領域，

不單為歷史層面，更從文學、語言、政治、經濟、教育、族群、環境

等各層面探討，豐富了研究的內容。此外，多位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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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參與投稿及講評的工作，確立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區域研

究上的地位外，提升了學術地位。 

 

 

 

 

 

 

 

 

 

 

表一：各領域學者參與數量條狀圖 

1、史學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土屋洋 國立大學法人岡山大學准教授 

王志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 

石萬壽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江志宏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杜正勝 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若文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李明仁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教授兼台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李永熾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李筱峰 國立臺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李文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何思瞇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阮忠仁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教授 

吳文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吳昆財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副教授 

吳明勇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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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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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者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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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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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民族學人類學 

法律相關 

宗教相關 

環境保育相關 

文化資產相關 

運動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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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密察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林燊祿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林德政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世偉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 

林昭慧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術院助教 

范燕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范純武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翁佳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翁烔慶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義竹鄉文史工作室研究專員 

高淑媛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莊萬壽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座教授 

陳宗仁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佳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梅卿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張炎憲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前任國史館館長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黃富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黃阿有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教授 

黃麗雲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黃秀政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約聘總纂 

森正夫 日本名古屋大學榮譽教授 

曾國明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博士生 

曾恕梅 國立嘉義高中歷史科專任教師、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碩士 

游棋竹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彭明輝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溫振華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教授 

詹素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長 

歐素瑛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副館長 

盧胡彬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盧文婷 曾任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兼任講師、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賴郁君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謝濟全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博士生 

蔡昇璋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鄭瑞明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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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尚文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戴寶村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林丁國 高雄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戴文鋒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許佩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馬有成 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褚填正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2、文學、語言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王玫珍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王瓊玲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江寶釵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朱燕華 國立華南高商國文科教師 

吳盈靜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汪天成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余淑瑛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林淑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侯作珍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武知正晃 台灣首府大學應用外語系專任助理教授 

翁麗雪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 

徐志平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馬耀輝 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張文薰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郭雲萍 開南大學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黃錦珠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塚本善也 文化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日本「高一生研究會」會員 

蔡政惠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博士生 

蔡秀枝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簡宏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張淑媚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黃雅芳 雲林縣立大興國民小學教師 

蔡元隆 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 

3、地理學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池永歆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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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育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授 

汪明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林聖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張峻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廖招治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教授 

廖振富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廖淑芳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系主任 

潘朝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4、藝術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王文志  

王嵩山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 

王源東 國立嘉義大學美術系系主任暨視覺藝術研究所所長 

何文玲 國立嘉義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 

林曜同 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林洸沂 第八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2000年） 

林伯奇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 

邵湘凱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碩士、財團法人李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專員 

陳碧娟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退休 

張勝彥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教授、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張麗昀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退休副教授 

潘宇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 

馮明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5、運動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王明燦 大同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副教授 

鍾宇政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 

高英傑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球類運動學系教授 

6、人類學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王美青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呂玫鍰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何傳坤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研究員(兼主任) 

陳叔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民族學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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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竑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研究助理 

梁志輝 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助研究員 

7、民族學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李孟勳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生 

林美容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退休、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林修澈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兼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許瑛玳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生 

黃健庭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生、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蔡長廷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所博士生 

8、法律學、公共行政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李仁淼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翁岳生 前任司法院大法官並為院長 

陳淳斌 國立嘉義大學國防與國家安全研究所教授 

張人傑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講師 

羅福全 亞東關係協會會長 

侯友宜 前中央警察大學校長，現任新北市副市長 

蕭萬長 中華民國第十二任副總統 

董國誠 嘉義縣太保市市長 

9、宗教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陳玉峰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楊勝議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兼任講師 

楊國柱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兼生命禮儀研究中心副主任) 

蕭進銘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釋慧開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教授 

陳錦煌 新港文教基金會創會董事長 

葉修文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 

10、環境生態、科學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洪進雄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教授 

胡興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委 

浦忠成 考試院考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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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忠義 行政院莫拉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產業重建處處長 

浦忠勇 南開科技大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雅柏甦詠‧

博伊哲努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專門委員 

楊宏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嘉義林區管理處處長 

簡炯仁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教授 

翁啟惠 中央研究院院長 

11、文化資產、人文社會專業領域 

姓 名 職  稱 

張愷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所研究生 

楊凱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副教授 

謝貴文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 

謝錦綉 前任嘉義市客家文化協會理事長 

鍾永豐 嘉義縣政府文化處前任處長 

蕭宗煌 中華民國文化部文化資源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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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時間表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會前籌

備會 
                                

                   
邀稿函 

發送 
                                

                   
稿件邀

約 
                                

                   
稿件收

件、整

理 

                                

                   
網路登

錄宣傳 
                                

                   
宣傳海

報及請

柬寄發 

                                

                   
開放報

名 
                                

                   
編輯大

會手冊

與會議

論文集 

                                

                   
研討會                                 

                   
檢討會                                 

                   
核銷與

資料整

理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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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配置情形 

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 

時間：102 年 10 月 25、26 日（五、六）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人數：暫估 400 人次 

 支出項目 說明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備  註 

1. 與會學者聯繫作業 

1-1 邀請函  50  300  份 15,000  含信封 

1-2 主持費 論文發表7場 2,040  7  人 14,280  
含機關補充保

費2% 

1-3 論文發表費 論文發表約20篇 3,000  20  人 60,000   

1-4 討論人出席費 一篇邀請一位 2,040  20  人 40,800  
含機關補充保

費2% 

1-5 專題演講費  4,000  1  人 4,000   

1-6 郵電費 

聯絡、郵寄、電傳、

會前會後資料及論

文之寄送 
   20,000   

小計       154,080 

 支出項目 說明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2. 會場佈置作業 

2-1 海報設計及印刷 
會前宣傳與會場布

置用 
20  500 張 10,000   

2-2 議程海報 研討會當天用 500  2  張 1,000   

2-3 花藝布置 
含：接待台桌花、

講台桌花 
2,000  1  式 2,000   

小計       13,000 

 支出項目 說明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3. 整體文宣規劃作業 

3-1 識別證與桌牌製作 

1、與會學者、人員

及工作人員之識別

證設計製作 

2、演講人、主持

人、發表人及講評

人之桌牌設計製作 

5 360  個 1,800   

3-2 大會手冊製作 

內容包括研討會緣

起簡介、議程、專

題演講者及發表

人、討論人資料簡

介、與會名單、籌

備委員與工作人員

名單、地理位置圖 

100 300  份 30,000   

3-3 論文出版費 

預計250頁，300本

（含排版及封面設

計） 

400  300  冊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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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誤餐費 
籌備期間開會便當,

共60人次 
70 60  4,200  

小計       156,000 

 支出項目 說明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4. 現場作業 

4-1 
現場接待人員各組

工作手冊編印 
 30  30  份 900   

4-2 場地租用費 國際會議廳 1,500 2 天 3,000  

4-3 場地清潔費  1,200  2  天 2,400   

4-4 工讀費  120 600 小時 72,000 
約30人次（含

前置作業） 

4-5 工作人員午餐費 會議期間二天 70  30  個 2,100  15人*2天 

小計       80,400 

 支出項目 說明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5. 會議餐飲費用 

5-1 茶點費 每日400人次共2天 25  800  人次 20,000  一天兩場 

5-2 午餐 每日200人共2天 70  400  份 28,000   

小計       48,000 

 支出項目 說明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6. 旅運費 

6-1 國內交通費（高鐵） 
國內學者嘉義－台

北（全票來回） 
2,160 20 人 43,200  

6-2 國內交通費（火車） 
國內學者嘉義－台

北（自強號來回） 
1,196 10 人 11,960   

6-3 住宿費 供遠程學者住宿 1,000  10 間 10,000  

小計       65,160 

 支出項目 說明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7. 其他 

7-1 雜支 

會議期間交通費

用、快遞費用、會

議資料影印、會議

現場物品搬運、文

具、臨時支出等與

會議相關支出費用 

25,360 1  式 25,360 

以 上 總 經 費

516,640*5%以

下編列 

合計       5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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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人力配置情形 

 

 

  

 

 

  

 

 

 

 

 

 

 

 

 

 

 

 

 

 

與其他機構聯繫 

嘉義大學校長 

邱義源 

台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李明仁 

秘
書
議
事
組 

學
術
組 

接
待
組 

庶
務
組 

總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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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宣
組 

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籌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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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 

（一） 經由臺灣研究的學者專家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的研究交流，精

進對嘉義學的建構與發揚。並出版研討會論文集，以作為建

構「嘉義學」的重要刊物。 

（二） 發掘新的文獻史料與耆老口述，讓嘉義研究更具深度與廣度。 

（三） 藉由家族史與族群調查、宗教信仰與海洋文化的研究，與新

時代的台灣研究方向接軌。 

（四） 藉由博物館與在地文化的研究，讓地方政府更能暸解學者專

家與地方文史工作者以及在地百姓對於文化資產等相關議題

之意見，並能做為政策推動的參考。 

（五） 藉由研討會的活動、刊物，使嘉義地區的民眾，可藉由此種

管道，從更深層的層面，來認識他們所生活的城市。 

（六） 對原住民文化產生的預期效益有： 

1、 發表原住民族群相關的文章，可以讓臺灣民眾，甚至外國人士了解到原住

民的文化與習俗，包含宗教信仰、飲食習慣、節慶活動等，並提升原住民

文化的名聲與知名度。 

2、 帶動原住民族群聚落的文化觀光。並且也可以增進原住民對於自身族群、

文化的認識以及歸屬感、認同感。 

（七） 對客家文化產生的預期效益有： 

1、 發表客家族群相關的文章，可以讓臺灣民眾，甚至外國人士了解到客家的

文化與習俗，包含宗教信仰、飲食習慣、節慶活動等，並提升客家文化的

名聲與知名度。 

2、 帶動客家族群聚落的文化觀光。並且也可以增進客家人士對於自身族群、

文化的認識以及歸屬感、認同感。 

3、 目前與客家研究相關的已有：鄭螢憶先生的〈從旌義亭到義民廟―清代笨

港「義民」崇祀與地域社會〉，此部分對於客家「義民」信仰的相關研究

有參照意義；另一篇楊朝傑先生的〈清代西螺商業街肆形成與發展〉則探

討當地相關客家族群的發展以及與其他族群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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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翦影 

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暨致詞 

由左至右為： 

著名小說家凌煙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副局長李茂鍾 

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劉榮義 

幼葉林藝術創作工作室負責人  王文志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暨致詞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副局長李茂鍾致詞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暨致詞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劉榮義致詞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暨致詞 

研討會主持人：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明仁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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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藝術與在地鄉鎮的結合座談會 

由左至右為： 

著名小說家凌煙 

《台文戰線》期刊發行人  林央敏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吳密察  

幼葉林藝術創作工作室負責人  王文志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藝術與在地鄉鎮的結合座談會 

林央敏老師發言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藝術與在地鄉鎮的結合座談會 

凌煙老師發言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藝術與在地鄉鎮的結合座談會 

王文志老師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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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座談會會場一景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報到之情況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天茶敘時間一景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天茶敘時間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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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演講人：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  王榮文先生 

演講主題： 

「鄉親認同與文化經濟」－從義竹同鄉會談起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演講人：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  王榮文先生 

演講主題： 

「鄉親認同與文化經濟」－從義竹同鄉會談起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會場一景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會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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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場：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 

主持人：  

國立中興大學創新產業推廣學院副院長宋德喜教授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場：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 

發表人：  

朝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方慧臻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場：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 

對談人：  

南華大學創意產品設計學系教授陳木杉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場：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 

場內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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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場：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 

發表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蘇明修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場：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 

對談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學系副教授兼系主

任及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黃衍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場：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 

發表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副教授兼主任 

李謁政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一場：嘉義觀光與文化資產 

對談人：  

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副教授兼主任、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副教授沈榮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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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午餐時間 

雲嘉文史工作室成立籌備會議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午餐時間 

雲嘉文史工作室成立籌備會議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二場：雲嘉文藝與生態研究 

由左至右為： 

發表人：王美青助理教授 

主持人：劉豐榮教授 

對談人：賴志彰副教授 

對談人：王進發副教授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二場：雲嘉文藝與生態研究 

主持人： 

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兼副校長劉豐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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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二場：雲嘉文藝與生態研究 

發表人發表一景 

發表人：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王美青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二場：雲嘉文藝與生態研究 

對談人：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臺灣原住民族教

育及產業發展中心主任王進發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二場：雲嘉文藝與生態研究 

〈關於清代台灣嘉義、雲林地區傳統建築員光之人物

木雕作品研究的一些討論〉發表與對談一景 

發表人：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吳明勇 

對談人：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賴志彰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二場：雲嘉文藝與生態研究 

〈嘉義公園忠義其君紀念碑之研究〉發表與對談一景 

發表人：財團法人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文物館專員

邵湘凱 

對談人：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岡山大學東亞國際協力．

教育研究中心准教授土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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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三場：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 

主持人：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彭明輝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三場：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 

發表人：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教授廖招治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三場：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 

對談人： 

國立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陳淳斌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三場：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 

發表人：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蔡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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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三場：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 

對談人： 

前蘋果日報主筆、專欄作家蔡其達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三場：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 

發表人：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汪天成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三場：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 

場內一景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三場：嘉義語言及文學研究 

對談人：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王玫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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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四場：嘉義區域研究－史料與傳說 

由左至右為： 

發表人：林柏奇先生 

發表人：黃如輝先生 

發表人：黃健庭講師 

主持人：黃秀政委員 

對談人：謝濟全講師(代為宣讀)  

對談人：謝貴文副教授 

對談人：蔡長廷先生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四場：嘉義區域研究－史料與傳說 

場內一景 

發表人：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黃健庭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四場：嘉義區域研究－史料與傳說 

對談人：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學系副教授 

謝貴文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四場：嘉義區域研究－史料與傳說 

發表人：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實習輔導處職工黃如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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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四場：嘉義區域研究－史料與傳說 

對談人：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生蔡長廷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四場：嘉義區域研究－史料與傳說 

發表人： 

吳鳳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管理系講師林伯奇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四場：嘉義區域研究－史料與傳說 

對談人：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林德政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四場：嘉義區域研究－史料與傳說 

場內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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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五場：雲嘉區域研究－地域社會 

由左至右為： 

發表人：賴玉玲小姐 

發表人：鄭螢憶先生 

發表人：李孟勳先生 

主持人：林富士教授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五場：雲嘉區域研究－地域社會 

場內一景 

對談人：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文良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五場：雲嘉區域研究－地域社會 

場內一景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五場：雲嘉區域研究－地域社會 

對談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陳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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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五場：雲嘉區域研究－地域社會 

對談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江志宏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五場：雲嘉區域研究－地域社會 

發表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助理研究員賴玉玲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五場：雲嘉區域研究－地域社會 

對談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曾品滄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五場：雲嘉區域研究－地域社會 

場內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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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六場：嘉義族群開發研究 

由左至右為： 

發表人：翁烔慶先生 

發表人：瀉劑全講師 

發表人：阮忠仁教授 

主持人：許雪姬教授 

對談人：陳進金副教授 

對談人：吳建昇助理教授 

對談人：翁佳音教授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六場：嘉義族群開發研究 

場內一景 

發表人： 

義竹鄉文史工作室研究員、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

博士生翁烔慶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六場：嘉義族群開發研究 

發表人：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人文科學組兼任講師謝濟全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六場：嘉義族群開發研究 

發表人：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阮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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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六場：嘉義族群開發研究 

對談人：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陳進金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六場：嘉義族群開發研究 

對談人：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吳建昇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六場：嘉義族群開發研究 

由左至右為： 

對談人：陳進金副教授 

對談人：吳建昇助理教授 

對談人：翁佳音教授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六場：嘉義族群開發研究 

場內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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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七場：嘉義阿里山研究－地方文化 

由左至右為： 

發表人：浦忠勇助理教授 

發表人：浦忠成委員 

主持人：王嵩山教授 

對談人：汪明輝副教授 

對談人：陳美鈴教授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七場：嘉義阿里山研究－地方文化 

發表人： 

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浦忠勇 

發表人：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兼任教授、考試院考試委員

浦忠成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七場：嘉義阿里山研究－地方文化 

對談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汪明輝 

對談人：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陳美鈴 

 

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七場：嘉義阿里山研究－地方文化 

場內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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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芳名錄 

【與會學者】(依姓氏筆畫排列) 

編  號 姓   名 職              稱 

1 土屋洋 日本國立岡山大學社會文化科學研究科准教授 

2 王榮文 遠流出版事業有限董事長 

3 王文志 幼葉林藝術創作工作室負責人 

4 王美青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5 王嵩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兼任教授 

6 王玫珍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7 王進發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臺灣原住民族

教育級產業發展中心主任 

8 方慧臻 朝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9 江寶釵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臺灣

文學研究所教授 

10 江志宏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11 宋德喜 國立中興大學創新產業推廣學院副院長 

12 李謁政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副教授 

13 李孟勳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生 

14 李文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5 沈榮壽 
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副教授兼主任、國立嘉義大

學園藝學系副教授 

16 汪天成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7 汪明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18 阮忠仁 國立嘉義大應用歷史系教授 

19 吳明勇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20 吳建昇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21 吳密察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22 周育叡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23 邵湘凱 財團法人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文物館專員 

24 林央敏 《台文戰線》期刊發行人 

25 林柏奇 
吳鳳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管理系講師、新港金益芳地

方文史工作室研究員 

26 林德政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7 林富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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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凌 煙 著名小說家 

29 翁烔慶 
義竹鄉文史工作室研究員、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

所博士生 

30 翁佳音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31 浦忠成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兼任教授、考試院考試委

員 

32 浦忠勇 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33 陳木杉 南華大學創意產品設計學系教授 

34 陳淳斌 國立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35 陳宗仁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36 陳進金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37 陳美鈴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 

38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39 曾品滄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40 
黃衍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學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及客家研究中心主任 

41 黃秀政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約聘總纂 

42 黃健庭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43 黃如輝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實習輔導處職工 

44 彭明輝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小說家吳鳴 

45 楊朝傑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生 

46 廖招治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教授 

47 劉豐榮 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48 鄭螢憶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49 蔡毓雯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研究所碩士 

50 蔡秀枝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51 蔡其達 前蘋果日報主筆、專欄作家 

52 蔡長廷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生 

53 賴玉玲 國立故宮博物院助理研究員 

54 賴志彰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55 謝濟全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人文科學組兼任講師 

56 謝貴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學系副教授 

57 蘇明修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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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協辦、承辦單位與會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編   號 姓       名 職               稱 

1 于秉儀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文化資產科科長 

2 土屋洋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海外副研究員 

3 王文志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4 王玫珍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執行秘書 

5 池永歆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兼推廣組長 

6 江玫嬛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兼圖資

組長 

7 李明仁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8 李茂鐘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副局長 

9 吳芳銘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局長 

10 吳煥烘 國立嘉義大學副校長 

11 汪天成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12 何文玲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13 邱義源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 

14 林江義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15 林世偉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16 林慧芬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17 林燊祿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18 徐志平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19 馮曉庭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兼研發組長 

20 張花冠 嘉義縣縣長 

21 黃敏惠 嘉義市市長 

22 黃阿有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23 詹士模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主任 

24 劉豐榮 國立嘉義大學副校長 

25 劉榮義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26 劉皇徵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7 蔡長廷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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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編號 姓名 職稱 

001 丁瑞霞 國立嘉義大學工友 

002 王志旭 救國團北港鎮團委員會會長 

003 王郁君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04 王瑰嬪 義竹鄉文史工作室專員 

005 王淑美 臺中市僑忠國小 

006 王玉子 社會人士 

007 王寶嬅 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專生 

008 王駿原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009 白淑金 彰化縣鹿東國小科任教師 

010 江佳潔 嘉義縣縣立昇平國中教師 

011 江永德 國立中正大學研究生 

012 羽希‧哈魯斯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013 李宜潔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 

014 李振安 雲林縣北辰國小/教師 

015 李碩珞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016 李麗真 退休教師 

017 李曉青 新民國小教師 

018 呂信瞱 國立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生 

019 呂武哲 社會人士 

020 吳毓珍 雲林縣貓兒干文史協會志工 

021 吳佳穎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 

022 吳雅如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23 吳至曜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研究所研究生 

024 余欣盈 國立成功大學 

025 余欣郁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 

026 邱泰開 嘉義市政府 

027 邱慶德 嘉義市觀光導覽志工團 

028 何崑榮 大同技術學院處長 

029 汪苑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生 

030 林世偉 財團法人臺灣亞太發展基金會/秘書 

031 林同亮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032 林茂發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代理代課教師 

033 林宗儒 雲林縣民政課課員 

034 林秀芬 二水臺灣獼猴教育館志工 

035 林秀娥 穎川文史工作室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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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林純芬 台灣花園城市發展協會會員 

037 林佩儀 無 

038 林奕廷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學生 

039 林秀慧 社會人士 

040 林難生 彰化縣和美鎮和仁國民小學 

041 林美珍 臺南市東山國中教師 

042 林昭慧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教 

043 邱滄浪 義竹鄉文史工作室召集人 

044 孟憲康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45 紀彥甫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46 洪翠韓 大埔國小 

047 施建任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研究生 

048 涂醒哲 臺灣嘉義社社長 

049 涂春凰 竹村國小 

050 徐偉育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051 徐志誠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研究生 

052 秦孝芬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研究生 

053 陳采蔚 嘉義市僑平國小代理教師 

054 陳怡瓊 國立中正大學 

055 陳正東 二水臺灣獼猴教育館志工 

056 陳美芳 國立民雄農工導師 

057 陳宗佑 文史工作者 

058 陳映如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059 陳俐如 嘉義縣縣立興中國小 

060 陳祝滿 茂林風管處 

061 陳愛蓮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遊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062 陳慶祐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生 

063 莊宏仁 笨港客棧員工 

064 郭珮瑜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65 許東來 茂林風管處 

066 許照男 退休志工 

067 許嘉佑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 

068 許麗玲 王功國小 

069 許政穆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 

070 曹佳穎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71 曾盈琇 梅山國中代理教師 

072 黃天恩 導遊學友會導遊 

073 黃郁棠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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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 黃名宏 台南市佳里國小 

075 黃純慧 嘉義縣縣立山美國小教師 

076 黃淑慧 新民國小教師 

077 黃家君 國立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生 

078 黃建忠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專生 

079 黃清隆 國立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生 

080 黃瓊慧 雲林縣建國國中教師 

081 黃小英 社會人士 

082 黃子龍 社會人士 

083 黃薇心 工商業 

084 楊振銘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 

085 楊永雄 雲林縣貓兒干文史協會總幹事 

086 楊忠庭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087 詹豐成 山野炊煙生活工作坊 

088 張彥仁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 

089 張惠淑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090 張素鑾 嘉義基督教醫院 

091 張瓊文 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092 張曉瑜 柳溝國小教師 

093 葉  臻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094 葉素玉 退休教師 

095 廖炳欽 雲林縣大同國小教師 

096 廖本首 臺中市泰安國小教師 

097 趙琬君 福音堂 

098 蔡榮順 金龍文教基金會研究員 

099 蔡升耀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學生 

100 鄧婷予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學生 

101 賴郁君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102 賴美鈴 成美社區培力工作坊 

103 謝清熙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研究生 

104 羅偉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105 蘇慶豐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副處長 

106 鐘孝瑩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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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 

總    指    導  ：邱義源  校長 

張花冠  縣長 

研 討 會 主 持  人  ：李明仁  教授（兼台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總     召     集     人   ：林慧芬    老師  

                            蔡長廷    老師 

   協 辦 同 學 ：黃慧鈴 

                            賴宇軒 

文 書 論 文 組 召 集 人   ：王玫珍  副教授 

   協 辦 同 學 ：陳啟宇 

總 務 組 召 集  人  ：池永歆  教授 

   協 辦 同 學 ：江佳潔 

接 待 組 召 集  人  ：劉皇徵  老師 

   協 辦 同 學 ：陳啟宇 

庶 務 組 召 集  人  ：江玫嬛  講師 

   協 辦 同 學 ：王俊霖 

文  宣 組 召 集  人  ：何文玲  助理教授 

   協 辦 同 學 ：黃致穎 

 

協 辦 人 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方毓鴻       李劭恩     吳至曜 

邱柏嘉      呂婉婷     林世偉 

    秦孝芬      陳冠嶧  陳  鈞 

陳靖宜   陳悌嫻  許凱叡 

張詠欣       黃玫瑄     葉  臻 

謝濟全       謝忠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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