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第二屆「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學術研討會議程 
開會時間：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 日（星期五、六） 
開會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 509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時間 106年 12月 1日（五） 

08:30-09:00 報  到 

09:00-09:20 開 幕 式 / 貴賓致詞 

09:20-10:10 

專題演講： 
青藏高原東緣的山神社會：對人類族群性與歷史記憶的反思 

引言人：黃進興  講者：王明珂 

10:10-10:30 茶  敘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10:30-12:00 1A 陳弱水 

呂春盛 孫吳政權的成立與族群政治 李明仁 

陳俊強 
非流之流：關於唐代配隸、安

置、罰鎮、効力等問題 
桂齊遜 

陳登武 
白居易的地方治理與法律思

想 
陳俊強 

12:00-13:10 午  餐 

13:10-14:10 1B 邱添生 
妹尾達彥 

生前的空間、死後的世界──
隋唐長安的官人居住地與埋

葬地 
劉淑芬 

金相範 
北宋開封的祠廟信仰與都城

社會 
楊俊峰 

14:10-14:20 休  息 



14:20-15:20 1C 黃寬重 
李宗翰、鄭莉 

衣冠世家聯科第：《仙溪志》

之編纂及其歷史知識之性質 
許雅惠 

許守泯 金末士人楊弘道的流離人生 陳昭揚 

15:20-15:40 茶  敘 

15:40-17:10 1D 陳國棟 

杉山清彥 
在清代八旗中旗人的「滿洲

化」與「士人化」 
葉高樹 

周東怡 
清末師範學堂設置的理想與

現實──從傳統士人日記之所

見 
孫慧敏 

米丹尼 
(Daniel M. 
McMahon) 

Marking "Men of Iniquity": 
Imperial Purpose and Imagined 
Boundaries in the Qing 
Processing of Rebel 
Ringleaders 

羅士傑 

 

時間 106年 12月 2日（六） 

08:30-09:20 報  到 

09:20-10:10 
專題演講：清代文獻資料與滿洲語 

引言人：莊吉發  講者：加藤直人 

10:10-10:30 茶  敘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10:30-12:00 2A 呂妙芬 

吳翎君 
企業、政府與清法戰爭──招商局與

旗昌洋行的輪船交易 
唐啟華 

吳啟訥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族群政

治論述與實踐 
楊維真 

張中復 
穆斯林「哲瑪提」意識的凝聚與我

群認同的強化──以當代甘肅西道

堂教派歷史書寫為例 
趙秋蒂 

12:00-13:10 午  餐 

13:10-14:40 2B 許雪姬 康培德 
十七世紀屏東平原南島語族的部

落社會網絡 
詹素娟 



藍適齊 
日治時期在東南亞的臺灣人人際

網絡──以在香港的臺灣士紳階級

爲中心 
鍾淑敏 

詹素娟 
跨界與流動──臺東池上地區的

人群移動 與聚落成立

（1875-1945） 
孟祥瀚 

14:40-15:00 茶  敘 

15:00-16:30 2C 周惠民 

陳秀鳳 
中古時期法蘭西王家典禮中的國

王宣誓 
楊彥彬 

伍碧雯 
猶太族群刻板形象的初步建構──
中古時期德意志地區的實例 

何宛倩 

陶克思

(Christop
h 

Thonfeld
) 

Sharing a divided memory.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history in 
the cultures of remembrance in 
post-Cold War Germany and 
Poland 

杜子信 

16:30-17:20 
綜 合 討 論 

      主持人：陳惠芬 
      引言人：許雪姬、周惠民、陳登武、林麗月 

17:20-17:30 閉 幕 式 

 
1B、1C 場次之時程安排，主持人引言 5 分鐘，論文宣讀每篇 15 分鐘，論文評論

每篇 7 分鐘，討論答覆 11 分鐘，共 60 分鐘。 
其餘場次之時程安排，主持人引言 5 分鐘，論文宣讀每篇 15 分鐘，論文評論每

篇 7 分鐘，討論答覆 19 分鐘，共 90 分鐘。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本屆研討會於 2017 年 12 月 1、2 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09 國際會議廳

舉辦。研討會依「議程表」順利進行，為期兩天，共舉辦 2 場主題演講、7 場論

文發表，發表論文 19 篇，與會人員共達 258 人以上。 
 
研討會第一天，先由臺灣師範大學副校長吳正己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系主任陳惠芬教授致詞並宣布研討會正式揭幕。研討會首先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明珂先生發表主題演講——〈青藏高原東緣的山神社會：對人類族群性與歷史

記憶的反思〉，由中央研究院院士黃進興先生擔任引言人。王明珂院士藉由大量

的田野調查資料，從青藏高原東緣的山神社會出發，說明了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之間的關係，希望藉此提供一個觀察原初人類歷史記憶模式的線索。 
 
專題演講結束休息片刻後，進入到第一場論文發表，由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

授陳弱水先生主持。本場有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呂春盛教授發表〈孫吳政權的

成立與族群政治〉，文中藉由族群的權力關係演變掌握孫吳政權的成立，並分析

山越的後續發展；臺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陳俊強教授則發表〈非流之流：關於唐

代配隸、安置、罰鎮、効力等問題〉，考察唐代流刑以外，其他如配隸、安置、

罰鎮、効力等幾種具有遠逐性質的刑罰；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陳登武教授則發

表〈白居易的地方治理與法律思想〉，探討白居易地方官任內的治理經驗，並檢

討其整體的法律思想。本場分別由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李明仁教授、中國文化

大學史學系桂齊遜教授以及台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陳俊強教授擔任評論人。本場

探討了中國中古時期的族群與禮法。 
 
午休過後進行第二場論文發表，由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邱添生先

生主持。本場有日本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科妹尾達彥教授發表〈生前的空間、死後

的世界──隋唐長安的官人居住地與埋葬地〉，全面整理了隋唐長安居民的居住

地與墓葬地的變遷型態，其成果不啻為此一議題的學界研究里程碑；韓國外國語

大學校史學科金相範教授則發表〈北宋開封的祠廟信仰與都城社會〉，文中多角

度地考察了祠廟信仰對十世紀之後的開封所產生的影響，也展現了唐宋變革期中

的地域社會發展新貌。本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劉淑芬先

生、東吳大學歷史系楊俊峰副教授擔任評論人。本場特別討論了中國唐宋時期的

都城社會與空間。 
 
稍後，第三場論文發表由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講座教授黃寬重先生主

持。本場有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李宗翰副教授發表〈衣冠世家聯科第：《仙溪

志》之編纂及其歷史知識之性質〉，文中說明《仙溪志》的歷史知識性質及其在

宋代歷史知識結構中的定位；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許守泯副教授則發表〈金末士人



楊弘道的流離人生〉，文中考索了楊弘道的行跡，並以之作為掌握金元之際士人

出處動態的契機。本場邀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許雅惠副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系陳昭揚副教授擔任討論人。本場著重了中國近世時期的士人行誼與書寫。 
 
第一天最後一場論文發表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國棟研究員主

持。本場有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杉山清彥副教授發表〈在清代八

旗中旗人的「滿洲化」與「士人化」〉，文中解釋了文化互動的層次性，說明了「中

國化」、「漢化」、「漢族化」等概念的運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周東怡助理教

授則發表了〈清末師範學堂設置的理想與現實──從傳統士人日記之所見〉，文

中以師範教育辦法及士人日記，說明了清末師範學堂設置的理想與現實；輔仁大

學歷史學系米丹尼（Daniel M. McMahon）教授發表〈Marking “Men of Iniquity”: 
Imperial Purpose and Imagined Boundaries in the Qing Processing of Rebel 
Ringleaders〉，文中分析了清朝在懲治叛逆之際所展現的策略，以及量刑原則與

國家統治之間的關係。本場邀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葉高樹教授、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孫慧敏副研究員、臺灣大學歷史系羅士傑助理教授擔任討論人。本

場探究了國清代的族群關係與國家統治議題。 
 
研討會第二天，首先邀請日本大學副校長加藤直人教授發表主題演講——

〈清代の文獻資料と滿洲語〉，並邀請前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莊吉發先生擔任引言

人。加藤教授與莊教授皆是國際知名清史專家，精熟滿文檔案，也在日本與臺灣

各自培養了大量的後繼學人，桃李滿門。兩位學者無論是研究或是教學皆有卓越

成就，同場交流正是學壇佳話。本屆研討會能夠促成此一盛事，自是倍感榮光。 
 
專題演講過後則是第五場論文發表，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呂妙芬所長

主持。本場有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吳翎君教授發表〈企業、政府與清法戰爭─

─招商局與旗昌洋行的輪船交易〉，文中探討招商局與旗昌洋行的輪船交易在近

代中美關係中的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吳啟訥副研究員發表〈中國國民

黨與中國共產黨族群政治論述與實踐〉，文中分析國共兩黨在各式族群議題中的

論述與實踐，藉由兩方的異同重新審視近代中國政治的圖景；國立政治大學民族

學系張中復副教授則發表〈穆斯林「哲瑪提」意識的凝聚與我群認同的強化──

以當代甘肅西道堂教派歷史書寫為例〉，以甘肅西道堂教派的歷史書寫為例，說

明歷史意識的建構在強化凝聚我群觀的重要性。本場邀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主任

唐啟華教授、中正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楊維真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趙秋蒂

助理教授擔任討論人。本場論述了中國近以來的族群與國際關係。 
 
午休過後進行第六場論文發表，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所長主

持。本場有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康培德教授發表〈十七世紀屏東平原南島語族

的部落社會網絡〉，文中考察了十七世紀文獻中的 Dolatock，以及鳳山八社形成



前屏東平原南島語族的部落關係；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藍適齊副教授則發表了〈日

治時期在東南亞的臺灣人人際網絡──以在香港的臺灣士紳階級爲中心〉，文中

藉由臺灣士紳階級在香港的人際網絡，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人的跨國活動；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詹素娟副研究員發表〈族群、跨界與地方社會──池上地區的

人群移動與社會變遷（1875-1960）〉，文中以池上地區為範圍，觀察該地的族群

替代或並立的過程，並分析此一歷程對於地域社會的影響。本場邀請詹素娟副研

究員、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副研究員、前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孟

祥瀚先生擔任討論人。本場的議題與臺灣的族群網絡與人群移動有關。 
 
第七場，同時也是本屆研討會最後一場論文發表，由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

周惠民教授主持。本場有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陳秀鳳副教授發表〈中古時期法

蘭西王家典禮中的國王宣誓〉，文中探討宣誓行為在中世紀西歐基督教社會中的

重要性，並分析宣誓與王權的關係；臺北大學歷史學系伍碧雯副教授則發表〈猶

太族群刻板形象的初步建構──中古時期德意志地區的實例〉，文中說明了中古

時期德意志地區的猶太族群形象，並解釋此一形象的刻板化對後世反猶活動的影

響；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陶克思（Christoph Thonfeld）副教授發表〈Sharing a 
divided memory.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history in the cultures of remembrance 
in post-Cold War Germany and Poland〉，文中說明後冷戰時期德國與波蘭對於二十

世紀前期歷史的認識，分析兩國在歷史記憶中的異同及其意義。本場邀請臺灣師

範大學歷史學系楊彥彬副教授、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何宛倩副教授、中正大學歷史

學系暨研究所杜子信助理教授擔任討論人。本場探討了歐洲歷史中的禮法與族群

問題。 
 

第七場論文發表結束後，隨即進入綜合座談。綜合座談中，本屆研討會邀請了周

惠民教授、許雪姬教授、陳登武教授，以及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林麗

月先生、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陳惠芬主任擔任引言人。五位引言人分就自身的

學術專長提出了許多觀察，其中陳惠芬教授統整了本屆研討會所有論文的要旨與

特色，周惠民教授提醒了歷史學群各方領域交流的重要性，許雪姬教授肯定了本

屆研討會在邀請發表人與討論人等方面的用心，林麗月教授則指出可以更為用心

關注個人生命與地域社會等議題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陳登武教授則說明了研

討會興辦初衷與期許。綜合座談結束後，研討會圓滿閉幕。 
 



三、活動照片 

12 月 1 日 開幕式／貴賓致詞 

 
貴賓：吳正己副校長 

系主任：陳惠芬教授 

 

12 月 1 日 專題演講 

 

引言人：黃進興院士 

講者：王明珂院士 



12 月 1 日 1Ａ場次 

 

主持人：陳弱水教授 

發表人：呂春盛教授、陳俊強教授、陳登武教授 

評論人：李明仁教授、桂齊遜教授、陳俊強教授 

 

12 月 1 日 1Ｂ場次 

 

主持人：邱添生教授 

發表人：妹尾達彥教授、金相範教授 

評論人：劉淑芬教授、楊俊峰副教授 



12 月 1 日 1Ｃ場次 

 

主持人：黃寬重教授 

發表人：李宗翰副教授、許守泯副教授 

評論人：許雅惠副教授、陳昭揚副教授 

 
12 月 1 日 1Ｄ場次 

 

主持人：陳國棟教授 

發表人：周東怡助理教授、米丹尼教授、杉山清彥副教授 

評論人：葉高樹教授、孫慧敏副研究員、羅士傑助理教授 

現場口譯員：末武美佐小姐 



12 月 2 日 專題演講 

 

引言人：莊吉發教授 

主講人：加藤直人教授 

 

12 月 2 日 2A 場次 

 

主持人：呂妙芬教授 

發表人：吳翎君教授、吳啟納副研究員、張中復副教授 

評論人：唐啟華教授、楊維真教授、趙秋蒂助理教授 



12 月 2 日 2B 場次 

 

主持人：許雪姬教授 

發表人：康培德教授、藍適齊副教授、詹素娟副研究員 

評論人：鍾淑敏副教授、孟祥瀚副教授 

 

12 月 2 日 2C 場次 

 

主持人：周惠民教授 

發表人：陳秀鳳副教授、伍碧雯副教授、陶克思副教授 

評論人：楊彥彬副教授、何宛倩副教授、杜子信助理教授 



 

12 月 2 日 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惠芬系主任 

引言人：許雪姬教授、周惠民教授、林麗月教授、陳登武教授 

 

12 月 2 日 閉幕式 

 

主持人：陳惠芬系主任 



 

 

 

與會人士發言 

 

 

 

與會人士發言 

 



 

 

與會人士發言 

 

 

 

與會人士發言 

 

 



 

 

與會人士發言 

 

 

 

與會學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