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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年臺灣史
研討會概況 
（0月─ 8月）

黃仁姿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從 2011年 1月迄 8月底，有關臺灣史
研究的研討會、演講活動、工作坊在臺灣所

舉辦的不少。這些活動主要是透過各學術機

構、各種研究學會團體、各個專業領域組成

的研究群、各校研究生等負責推動。針對臺

灣史目前的研究現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

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等三所學術單位機構，從

2008年起，定期舉辦「臺灣史研究的回顧
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已經詳盡地

介紹臺灣史近兩三年來的研究現況。有興趣

者，可以自己去找來參閱。為提供最新研究

趨勢與概況，本文針對今（2011）年度在臺
灣舉辦的相關學術會議作一簡單陳述與說

明，限於個人能力所及與篇幅因素，許多演

講活動、工作坊等相關會議，以及發表於其

他學術主題研討會中的臺灣史相關論文，在

此無法一一詳列，遺珠之憾還望諸位研究先

進包涵。

今年 1至 2月共舉辦兩場學術研討會：
「大眾史學研討會」與「探索太平洋臺灣原

住民與南島民族的歷史、現況與未來」國際

學術研討會。第一場舉辦的時間在 2011年
1月 8至 9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臺北市
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逢甲大學歷史與

文物管理研究所及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

合辦「大眾史學研討會」，主要的目的是為

了推廣大眾史學。本次研討會除了邀請周

樑楷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之外，計發表論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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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分別是：張弘毅，〈認識自己─臺

北市立教育大學的前世與今生〉、廖志軒，

〈轉來做番─竹塹社後裔現況〉、施麗

蘭，〈美籍蔡文興主教愛護貧病的故事〉、

李西勳，〈天主教美國瑪利諾會草屯教堂

傳道員胡明恩〉、許世融，〈明月幾時有？

─百年來臺灣中秋節的「月見」頻率及其

相關節慶活動的變遷〉、王月青、吳季如、

李嘉倩、賴曉霈，〈日治時期臺灣的媳婦仔

─舊慣調查、國家律令與文學小說交織的

三重圖像〉、林金田，〈一個以鋼織錦的

人〉、黃宏森，〈烏腳病之父王金河醫師採

訪歷程與心得分享〉。此外，研討會亦針對

大眾史學書寫的經驗與方法，邀請專家學者

進行圓桌討論。

第二場是在 2011年 2月 16日至 17日
舉行，由臺灣太平洋研究學會與國家圖書館

合辦，會議主題分成六個部分：（一）路

線與遷徙：臺灣、南島、太平洋、（二）島

繪太平洋：南島文化、藝術與教育的探索、

（三）聯盟與衝突：太平洋地區的空間政

治、環境與外交、（四）神聖時空：宗教、

社會與歷史的交疊與重構、（五）北方視角：

俄羅斯與日本的太平洋觀點、（六）新生代

論壇。除了發表相關論文之外，本次研討會

亦頒發「生命永續獎」（Life Sustainability 
Award），給予原住民工作者或組織團體，
以表揚他們對於臺灣原住民永續發展、文化

多樣性與心靈培力的特殊貢獻。透過會議的

舉辦，強調臺灣在太平洋南島地位的重要

性，並進一步建立跨領域、跨族群的國際交

流與對話。

3至 4月間，計舉辦了「第四屆臺灣史
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戴國煇國際學術

研討會」、「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本土人文社

會學者」學術研討會、「臺灣民主化關鍵的

1991─終止動員戡亂 20週年紀念研討
會」4場研討會。2011年 3月 25至 27日，
由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日本東京大

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一橋大學大

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等共同主辦「第四屆臺

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該研討會主要

提供研究臺灣史的青年學者一個交流的平

臺，會中總計發表論文 20篇，其中以清代
臺灣為主的研究有 2篇，徐茂炫、李佳振，
〈試從經濟面觀察清代臺灣廟寺與僧侶分布

─以《清代臺灣僧人錄》為觀察對象〉、

蔡承豪，〈臺產黑土：晚清臺灣的罌粟栽

植與鴉片自產之嘗試〉；日治時期的研究有

10篇，蔡蕙頻，〈唐澤信夫之「民權論」
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8-1932）〉、
許世融，〈日治時期「新濁水溪」畔的族群

分佈與變遷（1896-1935）─總督府公文

類纂、臨時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資料資料試

析〉、鄭螢憶，〈舊慣、陋習─日治時期

臺灣總督府與「金銀紙焚燒」之俗〉、王韶

君，〈「帝國」與「戰爭」的展示、挪移與

變異─以日治時期「海軍紀念日」相關

歌曲為中心〉、蔡思薇，〈城市與博覽會：

臺灣始政四十周年博覽會的籌備與會後臺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一
期

0
0
0

北市容的善後（1933-1936）〉、林琪禎，
〈日本領有時代台湾における初等義務教育

制度に関する考察〉、曾立維，〈殖民地

臺灣通訊網的建立及互補關係─以電報、

電話為中心的分析〉、鄭麗榕，〈帝國印

「象」：殖民地臺灣的動物與政治〉、莊勝

全，〈腹有詩書氣自華？─黃旺成公學校

教師時期的閱讀生活〉、張志樺，〈臺灣文

學中的咖啡時光─以日治時期臺灣小說

中カフェ所呈現的空間為探討對象〉；而戰

後臺灣史的研究則有 8篇，王昭文，〈林茂
生的世界觀與臺灣觀〉、連啟元，〈錢幣與

社會互動：以中央造幣廠鑄幣業務為考察對

象（1949-1970）〉、白佐立，〈國民住宅
建設的摸索（1950-1975）：以臺北市為例〉、
洪紹洋，〈1950年代臺灣公營鋼鐵業的發
展─以資源委員會灣鋼廠為例〉、嚴婉

玲，〈民族的記憶創傷─《臺灣青年》的

二二八論述（1960-1987）〉、周馥儀，〈岔
脫黨國的青春變奏曲：五二○青年自覺運動

初探〉、蘇瑞鏘，〈強人眼中的敵人─蔣

介石、蔣經國與戰後臺灣的政治犯〉、張雅

婷，〈美籍日語作家李比 英雄的記憶書寫：

1950年代後期的臺灣〉。就論文主題而言
則以社會文化史居多，某種程度上亦可部分

呈現今日從事臺灣史研究的青年學者們所

關切的議題與面向。

2011年 4月 15日適逢戴國煇教授 80
歲冥誕，為慶祝《戴國煇全集》出版、見證

戴教授的學術成就，由財團法人臺灣文學發

展基金會策劃，文訊雜誌社與國家圖書館聯

合主辦為期兩日的「戴國煇國際學術研討

會」。研討會除了邀請春山明哲教授以〈戴

國煇是「與日本人的對話者」─試接近戴

國煇的學問與思想〉，進行專題演講之外，

總計發表論文 17篇，分別討論戴國煇教授
畢生專論的各個領域以及其人其事。2011
年 4月 23日，臺灣國際研究學會舉辦「臺
灣民主化過程中本土人文社會學者」學術研

討會，分別從不同領域當中，討論當代臺灣

社會歷經民主化過程的重要人文社會學者，

包括 :林鐘雄、張維邦、王育德、黃昭堂、
許世楷、彭明敏、陳隆志、邱垂亮、郭芝苑、

鄭欽仁、李永熾、洪鎌德、洪茂雄、莊錦農

等人。2011年 4月 30日至 5月 1日，由群
策會及臺灣教授協會共同舉辦「臺灣民主化

關鍵的 1991─終止動員戡亂 20週年紀
念研討會」。主題有（一）終止動戡，關鍵

的 1991、（二）終止動戡與國家定位、（三）
憲政改革、（四）民主發展中李、蔣的政治

改革比較、（五）民主化與國家定位等項

目。研討會分別從終止動員戡亂的 1991年
談起，其次說明終止動員戡亂與國家定位的

問題，繼探討終止動員戡亂之後的人權與憲

政等相關議題，最後則比較蔣經國與李登輝

二人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政治改革，並由與會

人士就民主化與國家定位等議題進行討論。

5月與 6月則有「第五屆臺灣古文書與
歷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公共衛生與

現代國家」研討會、「第五屆道教與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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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神祇學術研討會」等 3場研討會。「臺
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1年 5
月 1日，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逢甲大學、
臺灣古文書會等單位合辦，從 2007開始迄
今，該研討會已辦至第五屆。今年度除了邀

請溫振華教授以〈臺灣古地契中的歷史訊

息〉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外，研討會總計

發表論文 8篇，分別是：洪麗完、楊朝傑，
〈族群與區域研究─以清代東螺社與眉裡

社古文書為例〉、石文誠，〈族群遷徙、邊

區社會與國家政策：以清代南部地區新港社

群為例〉、王屹峰，〈文瀾閣的琉璃瓦及其

產地〉、張敦智，〈由雕版印刷到石印─

清末紙幣印刷技術展演之研究〉、陳瑛珣，

〈據東勢番業漢墾古文書論漢人家族拓墾與

發展〉、谷口昭，〈臺灣的近代化與土地法

制〉、邱正略，〈地方志書寫中的古文書運

用─以「重修大里市志」為例〉、李朝凱，

〈形塑秩序與地方治理─以貓霧捒巡檢處

理盜賊事件為例（1764-1775）〉等。研討
會的主要目的在於藉由古文書的探討，發掘

古文書的史料意義，並進一步瞭解地方家族

的發展，藉以認識早期臺灣的地方歷史。

2011年 5月 20至 21日，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舉辦「公共衛生與現代

國家」研討會。該會有感於公共衛生實為

現代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因此遂以公共

衛生為議題，凸顯公共衛生的重要性。研

討會發表論文總計 12篇，分別是：脇村孝
平，〈Quarant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ast Asia: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Inter-
war Period〉、鄭根埴，〈日帝下朝鮮에서

의 植民地的 近代와 衛生警察〉、張素玢，

〈海人草與寄生蟲防治〉、顧雅文，〈日治

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抗瘧藥物〉、辛

圭煥，〈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and Cholera Disinfection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1937-1945）〉、
許佩賢，〈戰爭時期臺灣健民運動的展

開 〉、 郭 文 華，〈Leprosy and Its Ethical 
Consequences at Losheng Sanatorium, 1945-
1960s〉、張淑卿，〈從爭議到全面接種：
1960年代臺灣小兒麻痺疫苗風波〉、范燕
秋，〈臺灣近代漢生病政策變遷─多元

醫療創造轉化之考察〉、許宏彬，〈從零

散到整合：初探戰後新興學科的專業建構，

以免疫學為例〉、飯島涉，〈The Patriotic 
Hygiene Campaign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ety in China〉、劉士永，〈戰後初期
（1945-1955）臺灣公衛體系的斷裂與接續〉
等。討論的時間、地域範疇，從日治時期的

臺灣、朝鮮到戰後的臺灣之外，還包括日領

下的北京、中國的情形。

2011年 5月 22日，臺北保安宮與保生
民間宗教學院舉辦「第五屆道教與民間宗教

神祇學術研討會」，以發展建立臺灣神譜之

專題研究。本次研討會講題有六：蕭進銘，

〈東華帝君信仰源流考察〉、鄭素春，〈臺

灣註生娘娘信仰的由來與流傳〉、莊宏誼，

〈道教四聖的來源與信仰演變〉、張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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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廚司命真君信仰與變遷〉、謝貴文，〈清

代臺灣的城隍信仰〉、吳惠巧，〈清水祖師

信仰之本土化變遷〉等。該研討會主要是由

臺灣民間宗教團體大龍峒保安宮發起，每年

於保生文化祭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道

教神祇研究所舉行之研討會。

2011年 7月 1日起，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為配合建國百年系列活動，特地舉辦「百

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並於 8月
23日、24日兩日，舉辦「臺灣五大家族學
術討論會」，第一場次首先以「基隆顏家」

為題，計有三篇論文，分別是陳慈玉，〈日

治時期顏家的產業與婚姻網絡〉、葉立誠，

〈臺灣日治時期顏、施兩大家族成員服飾穿

著現象與意涵之探討─以施素筠老師的

生命史為例〉、顏義芳，〈肩負臺灣礦業開

發重責的基隆顏家〉。第二場次討論「板橋

林家」，發表論文有黃富三，〈清季臺灣之

外來衝擊與官紳關係：以板橋林家之捐獻為

例〉、夏鑄九，〈清末臺灣首富家族文化的

花中之花─板橋林本源園林〉、李巧雯，

〈戰後板橋林家之產業轉型與發展〉。第三

場次接著討論中部「霧峰林家」，發表論文

有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與顏國

年《最近歐美旅行記》的比較〉、廖振富，

〈「傳統」與「現代」之間─林幼春散文

的時代意涵〉、李毓嵐，〈日治時期霧峰林

家的婚姻圈〉。第四場次與第五場次分別以

「鹿港辜家」、「高雄陳家」為題，計發表

論文五篇，分別有黃天才，〈辜振甫與臺灣

土地改革〉、王學新，〈日治時期臺灣人的

儀式角色與社會結構─從辜顯榮與送迎

總督活動談起〉、趙祐志，〈日治時期高雄

陳家之企業經營及其資本網絡的分析〉、王

御風，〈陳中和家族與日治高雄市產業的發

展〉、張守真，〈「橫濱順和棧」產權轉承

問題探討〉等。家族史的議題向為臺灣史研

究的一個重要面向，從探究家族興衰的歷史

過程、政商關係、領袖人物、婚姻網絡，以

至家族與地方區域的發展關係等各個層面，

皆為從事研究家族史的重要焦點，本場討論

會除上述研究面向外，更進一步從建築、文

學、文化等角度，擴展家族史的研究範圍。 
最後介紹 2011年 8月 25至 26日，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臺灣人的海

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期兩日的研

討會，討論的議題包括：一、戰時在海外的

臺灣人；二、戰時華南等地的臺灣人；三、

漢奸與戰犯審判；四、海外臺灣人的宗教與

商業活動；五、戰後臺商；六、戰後在日臺

人等幾個面向。發表的論文總計 17篇，分
別是：許雪姬，〈在日本勢力範圍下「臺灣

籍民」在中國境內的活動及其影響〉、李盈

慧，〈自發移民或帝國策動？太平洋戰爭前

臺灣人在印尼的活動〉、林德政，〈戰時中

國大陸臺灣人的認同與紛爭：以親重慶國民

政府的臺灣人為例〉、陳姃湲，〈在朝鮮學

醫的臺灣人〉、鍾淑敏，〈二戰期間在海南

島的臺灣人〉、張建俅，〈戰後初期華南報

紙中的臺灣及臺灣人形象〉、陳小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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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期臺灣革命同盟會若干史事述論〉、和

田英穗，〈被審判的臺灣人：以戰犯和漢奸

為中心〉、藍適齊，〈在帝國與殖民地之間：

二戰後澳洲對臺籍戰犯的審判〉、蔣其蓁，

〈海外臺灣基督徒活動：以美國為例〉、籠

谷直人，〈ジャワの日本人社会─堤林

 衛と郭春秧〉、謝國興，〈另一種「臺灣

籍民」：改革開放後再進華南的臺商製鞋業

者〉、吳介民，〈「同床異夢」二十年：珠

三角模式下一家臺商與地方政府關係的變

遷〉、何義麟，〈戰後臺灣留日學生的言論

活動與進路選擇〉、陳翠蓮，〈大正民主與

臺灣留學生〉、許瓊丰，〈戰後日本的臺灣

獨立運動：以廖文毅及其臺灣共和國臨時政

府為中心〉、陳來幸，〈在日台湾人と戦後

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左傾化現象（在日

臺灣人與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的左傾現象）〉

等。大體而言，研討會的重點主要以在海外

的臺灣人為出發點，討論的空間範圍則包

括：中國、海南島、印尼、朝鮮、日本、澳

洲、美國等地。

綜合上述，就構成歷史的三個重要因素

─「人、時間、空間」而言，不難發現，

從 2011年 1月迄 8月底的臺灣史研討會，
人物仍然是一個重要主軸，無論是族群、一

般大眾、地方家族或社會精英等。值得注意

的是「臺灣人的海外活動」，歷史主角雖然

是以臺灣人為主，但歷史舞臺卻搬到臺灣本

土之外的地域上演，相較於以往大多關注臺

灣島內的各種人群活動，該研究取向可說是

進一步地擴充臺灣史研究的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