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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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傳統與數位科技之融合：第二屆南區數位人文研討會 
 

時間：107 年 10 月 05 日 (五)  08:30-17:10 

地點：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會議廳、輝振大樓九樓儒學研究所 K902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南區國立大學數位人文聯盟、

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與推廣

中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經學研究室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詳細議程 

時間：2018 年 10 月 5 日（週五） 

地點：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會議廳、輝振大樓九樓儒學研究所 K902 

時間 行程 備註 

8:30-8:50 報到 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會議廳 

開 幕 式 

8:50-9:00 主席致詞 陳鴻助校長（嘉南藥理大學） 

9:00-9:10 貴賓介紹 

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項潔主任（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兼數位人文研

究中心） 

田博元講座教授（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 

劉文強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林登順教授（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09:10-10:10 專題演講 
項潔主任（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兼數位人文研

究中心），專題演講題目：「數位人文的個人化平台」 

10:10-10:30 中場休息 茶敘 

10:30-11:00 數位人文學習演示 

主題：數位人文學習演示——以《左傳》為核心 

主持人：劉文強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發表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林玉



清、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薛丞佑、國立中

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三年級唐琳 

11:00-11:10 中場休息  

11:10-12:25 第一場次發表會 

主持人：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發表論文： 

1、黃聖松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春秋

經》書「大夫」為「卿」考論〉 

特約討論人：劉文強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2、張忠明教授（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從

《世說新語》之「頰上益三毛」論顧愷之繪畫「遷想

妙得」的形神觀念〉 

特約討論人：林朝成主任（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3、李淑如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眾

神上凱道——傳統信仰與現代香火的問題探析〉 

特約討論人：林敬智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

教研究所） 

4、賴玉梅（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

士）、鄭春發所長（國立屏東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副教授）、邱小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

究所碩士生）：〈從歷史地圖談屏東市田寮庄客家聚落

變遷〉 

特約討論人：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2：25-13:30 午膳(備餐盒)  

13:30-14:45 第二場次發表會  

會議主持人：林登順教授（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發表論文： 

1、宋惠如副教授（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左

傳》釋《春秋》書「弒」試析：以《春秋》書法為中

心的討論〉 

特約討論人：楊濟襄主任（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2、陳昭昭所長（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春秋晚

期晉國六卿人力資源研究〉 

特約討論人：林登順教授（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3、藍麗春副教授（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詩

經．唐風．繆綢》「三星在天」中的天文星象解析〉 

特約討論人：林耀潾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

系） 



 

4、劉燕儷副教授（嘉南藥理大學休閒保健管理系）：〈台

灣歷史文化在數位科技上之運用——以大學之｢台南與

歷史｣通識課程為例〉 

特約討論人：陳文松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 

14:45-15:05 中場休息 茶敘 

15:05-16:20 第三場次發表會 

主持人：田博元講座教授（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 

發表論文： 

1、劉文強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論《左

傳》中的「禦」（一）——申公臣靈王（四）〉 

特約討論人：田博元講座教授（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

究所） 

2、陳立副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殷周

金文所見紀日干支探微〉 

特約討論人：汪中文教授（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 

3、許文獻助理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

系）：〈簡帛讀書小札──上博《曹沫之陳》簡 65「禹

湯桀紂」試說〉 

特約討論人：高佑仁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

學系） 

4、劉禹賢講師（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從

《左傳》中夏姬史事探討春秋中後期鄭國外交之取向〉 

特約討論人：黃聖松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16:20-17:00 綜合座談 

與談人： 

吳連賞校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項潔主任（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兼數位人文研

究中心） 

田博元講座教授（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 

劉文強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林登順教授（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17:00-17:10 閉 幕 式 與會人員 

17:10 賦歸  

議事規則 

會議主持人：5 分鐘。論文發表人：8 分鐘，特約討論人：7 分鐘。每場次綜

合討論：10 分鐘。發言時間終止前 2 分鐘響鈴 1 聲，發言時間終止時響鈴 2

聲。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學術傳統與數位科技之融合：第二屆南區數位人文研討會」於 10/5 舉辦，

發表論文共 12 篇、參與人數共約 120 人(含論文發表人)。議程共分二部份：

一、專題演講與教學演示。二、論文研討。 

 

（一）專題演講與教學演示 

此部份主要聚焦於現今備受重視的數位人文領域。首先邀請來自國立臺灣大

學資訊工程學系兼數位人文研究中心的項潔主任，以「數位人文的個人化平台」

為題，闡述現今數位人文的發展趨勢。接著，再邀請來自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的

劉文強教授與林玉清、薛丞佑、唐琳三位同學，以《左傳》為核心，做為數位人

文學習演示的對象，展現將科技工具實際運用於學術文獻研究方面所帶來之效

益。 

（二）論文研討 

此部份主要為各篇論文發表與討論。本研討會以學術傳統與數位科技之融合

為主軸，發表論文除涵蓋簡帛、經學、魏晉文學、民俗學等範圍，尚有從地圖討

論聚落變遷、討論台灣歷史文化在數位科技上之運用等篇章。可說是橫跨古今，

融合數位科技並活化創新人文學術傳統，呈現多采多姿的樣貌。此外，在研討會

的最後，尚有一場綜合座談，諸位與談人或帶來各自對於數位人文領域的最新趨

勢觀察，或對於特定研究題目做反思回顧，為本次研討會寫下完美的句點。 

本次研討會雖僅有一日，但對於數位人文之推廣頗具貢獻。會議期間，專業

領域橫跨人類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致力記錄臺灣墳墓、歷史文

化的德國學者奧利華(Oliver Streiter)甚至慕名而來，一同參與研討會。結束後，有

諸多網路新聞與報紙分別對本次研討會進行報導，如大成報、新浪新聞、鮮週報、

中央通訊社、yam news、101 新聞網、大華網路報、真晨報、悠遊台灣新聞網、

民正新聞、ETtoday 新聞雲、雪花新聞、蘋果日報等。此外，在報導的尾聲，各

家媒體更不約而同地引用嘉南藥理大學陳鴻助校長對數位人文的看法作結。陳校

長說：「傳統學術若不能運用數位科技尋求多元創新，仍停滯在食古不化階段，

則跟不上時代腳步，恐終將被時代淘汰；而數位科技假如未能以人文精神為內

涵，僅止於追逐技術層面發展，則將陷入如網路遊戲成癮病症而不拔，對個人或

社會勢必造成莫大禍害問題。唯有以符合現代需求的人文精神為體，結合日新月

異的數位科技為用，人文與科技融通並存、體用合一，人類才能開創充滿希望的

未來。」而這同時也正是本次研討會所秉持的核心精神，期望人文學術未來能達

到的目標。



三、活動照片 

 

圖一、研討會開幕前場外準備 

 

圖二、研討會開幕前場內參與盛況 



 

圖三、研討會正式開始 

 

圖四、研討會進行中 



 

圖五、研討會進行中 

 

圖六、研討會進行中 



 

圖七、研討會進行中 

 

圖八、德國學者奧利華(Oliver Streiter)與研討會海報合影留念 



 

圖九、研討會圓滿結束 

 

 

 

 

 

 

 

 

 

 

 

 

 

 

 

 

 

 

 

 



四、媒體報導 

（一）ETtoday 新聞雲 

報導全文：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嘉南藥理大學 10 月 5 日舉辦「學術傳統與數位科技之融合：第 2 屆南區

數位人文研討會」，與會學者專家針對此議題相互切磋，尋求突破之路。

全球已邁入後數位時代，面對人類生活型態受科技影響，在迅速劇烈改變

的今天，如何融合數位科技以活化創新人文學術傳統，兩者共創雙贏並永

續屹立於未來，是值得關注的議題。研討會由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南區

國立大學數位人文聯盟、嘉藥儒學研究所及儒學研究與推廣中心，以及國

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經學研究室主辦，協辦單位有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集結南區學術重鎮資源，提供深入探討和意見交流的平台。會議中，

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兼數位人文研究中心項潔主任專題演

講，講題為「數位人文的個人化平台」；而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研究生

林玉清、大學部學生薛丞佑和唐琳，也以《左傳》為核心，現場演示數位

人文學習的具體成果。另外，其他 3場次有分別來自政治大學、台中教育

大學、成功大學、台南大學、中山大學、高雄師範大學、金門大學，以及

高雄餐旅大學、屏東科大、嘉南藥理大學等，共計 11 所大學校院學者，

相繼參與主持及特約討論，共發表 12篇學術論文。嘉藥校長陳鴻助表示，

傳統學術若不能運用數位科技尋求多元創新，仍停滯在食古不化階段，則

跟不上時代腳步，恐終將被時代淘汰；而數位科技假如未能以人文精神為

內涵，僅止於追逐技術層面發展，則將陷入如網路遊戲成癮病症而不拔，

對個人或社會勢必造成莫大禍害問題。陳鴻助校長強調，唯有以符合現代

需求的人文精神為體，結合日新月異的數位科技為用，人文與科技融通並

存、體用合一，人類才能開創充滿希望的未來。 

 

連結：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005/1274438.htm?fbclid=IwAR2cnMzjxA9S6LtIlKt3

5h5eK-9FdSsStHsskINr4DFOLPmWSW7L0_JyFp0 

 

（二）大成報 

連結：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05/28390058.html?fbclid=IwAR2jLBDAKqTmML

XRPsJZZabsqQwk4kXhwhXjBkUJCyBc_wtqRBcjcpWiS-c 

 

（三）新浪新聞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005/1274438.htm?fbclid=IwAR2cnMzjxA9S6LtIlKt35h5eK-9FdSsStHsskINr4DFOLPmWSW7L0_JyFp0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005/1274438.htm?fbclid=IwAR2cnMzjxA9S6LtIlKt35h5eK-9FdSsStHsskINr4DFOLPmWSW7L0_JyFp0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05/28390058.html?fbclid=IwAR2jLBDAKqTmMLXRPsJZZabsqQwk4kXhwhXjBkUJCyBc_wtqRBcjcpWiS-c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05/28390058.html?fbclid=IwAR2jLBDAKqTmMLXRPsJZZabsqQwk4kXhwhXjBkUJCyBc_wtqRBcjcpWiS-c


連結：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05/28389222.html?fbclid=IwAR3GMOb6zmxzEN

K_0YRAxihyxJiKdBRXPRYu6kdN5ZTzgVyXVJZk7Bm9i0M 

 

（四）鮮週報 

連結： 

https://freshweekly.tw/index.asp?pn=vw&id=7t961454e933&fbclid=IwAR2puEtowzEgsrF

RQuAEiQPqI80nK9c1u-YlZrcHFOh8XuVMFSY-VOUK3D8 

 

（五）中央通訊社 

連結：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42061.aspx?fbclid=IwAR2cnMzjxA9S6LtIlKt3

5h5eK-9FdSsStHsskINr4DFOLPmWSW7L0_JyFp0#.W7rZ9KARU0M 

 

（六）yam news 

連結：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08297276?fbclid=IwAR3na-Ty5Q0n-v3G_o_tYLruC_6s

Y8xQYEDLlu2phMseG7fM7Bwj4yU-Jt8 

 

（七）101 新聞網 

連結：

http://www.101news.com.tw/101/101news60694.html?fbclid=IwAR02-Z08MEpVryMjQht

QMcdcIZMRY8glwUU0i6W2K3ojIY8-UjSKiHzhgo8 

 

（八）大華網路報 

連結： 

http://www.cntimes.info/docDetail.jsp?coluid=108&docid=104697505&fbclid=IwAR0PnH

xFQrgMbARndCxW_YB7fvWKSGw46z2Oi5FVaKbCB6whGbVNMHkGnTA 

 

（九）真晨報 

連結：

http://www.5550555.com/web/story.html?s=27356&fbclid=IwAR0pFhSTElASw1tcAZ6S2

V5om4zp8xZ-swYwVD0j3IAY1ci9uqLagf60crw 

 

（十）悠遊台灣新聞網 

連結：

http://uutw.com.tw/shownew.asp?id=34057&model=A&page=1&fbclid=IwAR30ig_JLekx

78DsP4ZuYrScyi8mMhmmNTwUoen_5Tu3lmeYpb-fhJJTShs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05/28389222.html?fbclid=IwAR3GMOb6zmxzENK_0YRAxihyxJiKdBRXPRYu6kdN5ZTzgVyXVJZk7Bm9i0M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05/28389222.html?fbclid=IwAR3GMOb6zmxzENK_0YRAxihyxJiKdBRXPRYu6kdN5ZTzgVyXVJZk7Bm9i0M
https://freshweekly.tw/index.asp?pn=vw&id=7t961454e933&fbclid=IwAR2puEtowzEgsrFRQuAEiQPqI80nK9c1u-YlZrcHFOh8XuVMFSY-VOUK3D8
https://freshweekly.tw/index.asp?pn=vw&id=7t961454e933&fbclid=IwAR2puEtowzEgsrFRQuAEiQPqI80nK9c1u-YlZrcHFOh8XuVMFSY-VOUK3D8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42061.aspx?fbclid=IwAR2cnMzjxA9S6LtIlKt35h5eK-9FdSsStHsskINr4DFOLPmWSW7L0_JyFp0#.W7rZ9KARU0M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42061.aspx?fbclid=IwAR2cnMzjxA9S6LtIlKt35h5eK-9FdSsStHsskINr4DFOLPmWSW7L0_JyFp0#.W7rZ9KARU0M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08297276?fbclid=IwAR3na-Ty5Q0n-v3G_o_tYLruC_6sY8xQYEDLlu2phMseG7fM7Bwj4yU-Jt8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08297276?fbclid=IwAR3na-Ty5Q0n-v3G_o_tYLruC_6sY8xQYEDLlu2phMseG7fM7Bwj4yU-Jt8
http://www.101news.com.tw/101/101news60694.html?fbclid=IwAR02-Z08MEpVryMjQhtQMcdcIZMRY8glwUU0i6W2K3ojIY8-UjSKiHzhg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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