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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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第三屆「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學術研討會 

【舉辦日期、舉辦時間】2020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星期五、六） 

【舉辦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樓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中心 

時間 2020 年 11 月 27 日（五） 

08:50-09:20 報  到 

09:20-09:40 開 幕 式 / 貴賓致詞 

09:40-09:50 休  息 

09:50-10:40 

專題演講：恐怖主義與邊界危機 

主持人：陳登武  講者：王明珂 

10:40-11:10 茶  敘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11:10-12:10 1A 邱添生 

閻鴻中 神話傳說與早期中國族群關係試探 陳健文 

陳秀鳳 
「權力的在場」――以維文斯和平

協商為例 
楊彥彬 

12:10-13:30 午  餐 

13:30-15:00 1B 呂春盛 

李宗翰 
宋代方志「人物傳」體例之演變與

士人家族：以明州方志為例 
廖咸惠 

沈宗憲 
召喚亡親、安頓人心――宋代士人

祭祀祖先禮儀之研究 
楊宇勛 



 

 

 

方震華 
以車抗騎――宋代戰車的論述與實

務 
陳昭揚 

15:00-15:30 茶  敘 

15:30-16:30 1C 陳方中 

何淑宜 
紀念與紀錄：明代中後期浙東的禦

倭人物祠廟與記事 
衣若蘭 

邱麗娟 
教派與傳播：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

密宗教跨地域性傳教形式 
張秀蓉 

時間 2020 年 11 月 28 日（六） 

09:20-09:50 報  到 

09:50-10:40 

專題演講： 近代日本學術與殖民地：以日治時期來臺學者專家為例 

主持人：黃秀政  講者： 吳文星 

10:40-11:00 茶  敘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11:00-12:00 2A 謝國興 

吳翎君 
美國在華商人團體與「對華貿易法案」

的推動，1914-1929 
楊凡逸 

周東怡 
清末留日學生的非留學活動――以胡學

伸案為例 
陳惠芬 

12:00-13:00 午  餐 

13:00-14:30 2B 吳學明 

吳政憲 
從巡查到課長：宇野英種的「理蕃之

道」（1896-1923） 
潘繼道 

洪健榮 
戰後北臺大豹群原住民的復歸三峽故土

訴求及其迴響 
鄭政誠 

王麒銘 鳩山一郎與板橋林家林松壽事件 吳學明 

14:30-14:50 茶  敘 

14:50-15:50 2C 黃克武 

陳建守 
文藝復興研究的再思考：從胡適與湯恩

比的通信談起 
黃克武 

韓承樺 

從「心靈學」到「群眾心理」的建設：

近代中國心理知識的譯介和挪用（1870-

1950） 

范純武 



 

 

會議時間安排 

 

 

二、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50,000】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50,000】元 

經費執行率【100】%（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15:50-16:00 休 息 

16:00-16:50 

綜合座談 

主持人：葉高樹  與談人：林麗月 

16:50-17:00 閉 幕 式 

場次 
時間安排 

主持引言 論文宣讀 論文評論 討論答覆 每場合計 

1A、1C、2A、2C 
5 分鐘 

15 分鐘 

（每篇） 

7 分鐘 

（每篇） 

11 分鐘 60 分鐘 

1B、2B 19 分鐘 90 分鐘 



二、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本屆研討會預定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舉行，預計

將有 2 場專題演講，14 篇專題論文發表，時間範圍自古代至現代，空間範圍

自臺灣到世界，內容涵括族群、禮法、社會、地域、文化等各個面向，期待能

夠藉此展示專家學者在個別領域上的研究成果，更希望能從「跨越想像的邊

界」的角度，回應並展現當代學術研究的趨勢與脈絡。此外，本屆研討會也將

邀集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擔任評論人及主持人，並廣邀國內外相關學者及碩、

博士生共同參與討論。預期本次研討會將可促進研究資源的整合與交流，同

時也有助於臺灣學術界與國際研究更廣泛的對話。研討會進行期間，除有會

議論文印製外，並將轉製作為光碟片，未來將視經費狀況，出版研討會論文

集，以利學術保存和資訊流通。 

 

    本屆研討會共有 2 場主題演講、14 篇發表論文，所得之具體成果，說明

如下： 

1.本屆研討會充分達成原初設定的學術討論目標。本屆研討會的專題演講，聚

焦在「跨越」與「邊界」的主旨；各場次發表的論文，則皆扣緊「族群」、

「禮法」、「社會」各議題展現。 

2.本屆研討會提供了不同領域學者分享治學心得的平台。如前述所示，本屆研

討會雖然議題明確，但是範圍卻也極為廣泛，時間範圍自古代至現代，空

間範圍自臺灣到世界，內容則是涵括族群、禮法、社會、地域、文化等各

個面向。透過此次研討會，各有專長的學者們便能藉此認識不同領域、範

疇的研究取徑與視野，而研討會期間的交流，更是創造了更多往後積極合

作的機會。臺灣的學群規模，由於相對於史學研究發達的世界各國本是較

為單薄，然而長期以來臺灣學界總能相互提攜、密切聯絡，本屆研討會亦

是因之而建。基於參與學者的眾多，本屆研討會作為交流平台的功能頗能

充分彰顯。 

3. 本屆研討會透過開放報名，廣泛邀集各界人士參與。除了邀請的學者及參

與的眾多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外也吸引不少有意瞭解當前臺灣史學最新研

究趨勢的各界同好。從各界的踴躍參與中，可見臺灣學術研究的活力。提

攜新血，激發創意，也正是本屆研討會極為樂意提供的重要效益。 

 

 



四、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本屆研討會於 2020 年 11 月 27、28 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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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場論文發表，發表論文 14 篇，與會人員共達 268 人次以上。 

 

  研討會第一天，由臺灣師範大學校長吳正己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主任葉高樹教授致詞並宣布研討會正式揭幕。 

 

  接著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登武教授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

所特聘研究員王明珂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恐怖主義與邊界危機」。王教

授以開闊的視野帶出在歷史研究應如何處理此二課題，提供許多思考的角度，並

呼應會議主題「跨越想像的邊界」，其實不應只是想像，邊界同時也建構著我們

社會的現實面，國家、族群、階級、性別的知識被社會所接受。 

   

    專題演講結束後休息片刻後，進入第一場論文發表，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

休教授邱添生先生持。本場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閻鴻中副教授發表〈神話傳

說與早期中國族群關係試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陳秀鳳副教授發表

〈「權力的在場」――以維文斯和平協商為例〉，分別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系陳健文副教授及楊彥彬副教授擔任評論人。 

 

  午休過後進行第二場論文發表，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呂春盛教授主持。本場

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李宗翰副教授發表〈宋代方志「人物傳」體例之演

變與士人家族：以明州方志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沈宗憲教授發

表〈召喚亡親、安頓人心――宋代士人祭祀祖先禮儀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

史學系方震華教授發表〈以車抗騎――宋代戰車的論述與實務〉，分別由國立清

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廖咸惠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楊宇勛教授及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陳昭揚副教授擔任評論人。 

   

  稍後，第三場論文發表，由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陳方中教授主持。本場有國立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何淑宜副教授發表〈紀念與紀錄：明代中後期浙東的禦倭人物

祠廟與記事〉、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邱麗娟教授發表〈教派與傳播：

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跨地域性傳教形式〉，分別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衣若蘭教授及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張秀蓉副教授擔任評論人。 

 

  研討會第二天，首先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吳文星名譽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講題為〈近代日本學術與殖民地：以日治時期來臺學者專家為例〉，並邀請中興

大學退休教授、著名臺灣史學者黃秀政教授主持。吳文星教授指出，因受西方先



進國家殖民經驗之影響，日本學界普遍認為臺灣之自然和人文亟待徹底調查，日

本中央或臺灣當局主動邀請專家學者來臺進行調查研究，治時期日人專家、學者

完成為數可觀的調查和研究成果，不僅是近代臺灣學、熱帶學重要的學術業績，

也是當時日本政府或臺灣總督府當局推動各項施政和遂行南進政策重要的參考。

吳文星教授使用豐富的材料與縝密的論證，為所有聽者繪出一幅完整的日治時期

來臺學者專家的形跡圖像，並放入更大的近代日本學術與殖民地經營視野中討論，

帶給所有與會聽者極大的啟發。。 

 

    專題演講過後則是第四場論文發表，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謝興研究員

主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吳翎君教授發表〈美國在華商人團體與「對華

貿易法案」的推動，1914-192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周東怡助理教授發

表〈清末留日學生的非留學活動――以胡學伸案為例〉，分別由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僑生先修部楊凡逸兼任助理教授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陳惠芬教授擔

任評論人。 

   

  午休過後進行第五場論文發表，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吳學明教授主

持。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吳政憲教授發表〈從巡查到課長：宇野英種的「理蕃

之道」（1896-1923）〉、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洪健榮教授發表〈戰後北臺大豹群

原住民的復歸三峽故土訴求及其迴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王麒銘專案

助理教授發表〈鳩山一郎與板橋林家林松壽事件〉，分別由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

系潘繼道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鄭政誠教授及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

究所吳學明教授擔任評論人。 

  

  第六場論文發表會，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特聘研究員主持。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建守助研究員發表〈文藝復興研究的再思考：從胡適與

湯恩比的通信談起〉、佛光大學歷史學系韓承樺助理教授發表〈從「心靈學」到

「群眾心理」的建設：近代中國心理知識的譯介和挪用（1870-1950）〉，分別由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特聘研究員及東海大學歷史學系范純武教授擔任

評論人。 

 

  第六場論文發表結束後，隨即進入綜合座談。由系主任葉高樹教授擔任主持

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麗月名譽教授與談。本屆研討會恰逢師大歷史所成立五

十週年，林麗月教授為師大歷史所第三屆碩士班畢業、第一屆博士班畢業，因此

綜合座談便邀請林教授談談師大歷史所這五十年來的發展歷程。林教授首先分享

歷史所創立初期的情景，現在所上的傳統、一些珍貴的歷史和制度，多是在第二

任和第三任所長任上完成，前幾任所長對歷史所的奠基可謂貢獻深遠。接著就師

大歷史所的幾個特點加以分享，分別是「Seminar 的課程與教學」、「0 學分的一門

課：星期四的專題演講」、「歷史學報的創刊」、「博士班的增設」、「中研院近史所、



史語所的合作」、「海外學人應聘講學」、「歷史研究所專刊的發行」等項目；經過

麗月老師詳細地分享，在場所有與會人士皆對師大歷史所的發展有一定的認識，

亦對老師溫情的演說動容。最後，林麗月教授期許師大歷史系能持續努力：「持

續思考我們應該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可不可以在前面師長有遠見的留給我們的

資產上有所發展？應該思考一下我們的影響力，我們曾經有很光輝的學術上的影

響力，可以吸引很多很優秀的學生來到這邊。這是一種自負也是一種期許。」最

後，麗月老師恭祝師大歷史研究所「月映萬川，福壽延年」，期許師大歷史所如

天上月亮一般，持續映照每位學生，一直提供一個培育優秀人才的環境。本屆為

期兩日的研討會，便在林麗月教授溫馨、誠摯地與談中，圓滿的畫下句點。 

 

 

 

五、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109 年 11 月 27 日 開幕式／貴賓致詞 

 

貴賓：吳正己校長 

系主任：葉高樹教授 

 

 

 

 

 



109 年 11 月 27 日 專題演講 

 

主持人：陳登武教授 

講者：王明珂院士 

 

 

109 年 11 月 27 日 1A 場次 

 

主持人：邱添生教授 

發表人：閻鴻中、陳秀鳳      評論人：陳健文、楊彥彬 

 



109 年 11 月 27 日 1B 場次 

 

主持人：呂春盛教授 

發表人：李宗翰、沈宗憲、方震華      評論人：廖咸惠、楊宇勛、陳昭揚 

 

109 年 11 月 27 日 1C 場次 

 

主持人：陳方中 

發表人：何淑宜、邱麗娟      評論人：衣若蘭、張秀蓉 

 



109 年 11 月 28 日 專題演講 

 

主持人：黃秀政教授 

講者：吳文星教授 

 

109 年 11 月 28 日 2A 場次 

 

主持人：謝國興教授 

發表人：吳翎君、周東怡      評論人：楊凡逸、陳惠芬 

 



109 年 11 月 28 日 2B 場次 

 

主持人：吳學明教授 

發表人：吳政憲、洪健榮、王麒銘      評論人：潘繼道、鄭政誠、吳學明 

 

109 年 11 月 28 日 2C 場次 

 

主持人：黃克武教授 

發表人：陳建守、韓承樺      評論人：黃克武、范純武 

 



109 年 11 月 28 日 綜合座談 

 

主持人：葉高樹教授 

與談人：林麗月教授 

 

 

109 年 11 月 28 日 閉幕式 

 

主持人：系主任葉高樹教授 



 

 

與會學人士發言 

 

 

 

 

 

與會學人士發言 

 



 

 

與會學人士發言 

 

 

 

 

與會學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