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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4月至
10月臺灣史相關
研討會概況
曾獻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從 1111年 1月迄 11月底，有不少關於
臺灣史研究的研討會、工作坊、演講的舉

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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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群負責推動。為提供最新研究趨勢與概況，

本文針對 1111年 1月至 11月所舉辦的臺灣
史學術會議及工作坊，作一簡單陳述與說

明。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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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珠之憾敬請諸位研究

先進包涵。

1111年 1月共舉辦二場與臺灣史相關
的研討會，第一場為「1111全國研究生歷
史學論文發表會」，時間是 1月 17日，地
點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會議室，主

辦單位是臺灣歷史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臺灣史研究所。該會議主旨為推動臺灣

歷史研究向下紮根，提供青年學者和研究

生進行討論與交流的平臺，培養研究生學

術研究品質，進而提升其研究能力。該會

共計發表 11篇論文，分別為：陳東昇〈馬
偕（Mackay）眼中的清代臺灣官員〉、張
家綸〈日治初期臺灣民間樟樹造林之興起

（1917-1911）〉、張乃文〈日本時代臺灣
土地徵收初探〉、笘本周平〈公学校用『臺

湾教科用書国民読本』における詩の傾向

─「統合」と「疎外」の観点から〉、

謝鉉騏〈日治時代「標準時」の導入─

『国語教科書』を中心として―〉、蔡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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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治時期臺北天滿宮興建之分析〉、陳

芝蓉〈日治時期觀音山新西國三十三所靈場

之設立及演變〉、毛紹周〈外地遷入居民與

在地文化的融合？以南崁五福宮在環境變

遷中的肆應為例〉、李禎祥〈白色恐怖下的

家庭悲劇〉、劉立德〈解嚴前後主流平面

媒體眼中的群眾抗爭：以 1911年「111事
件」為例〉、陳一弘〈論冷戰後印度對中國

的威脅─以經濟、能源與民族問題為中

心〉 。
第二場為「二十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

研究（Ⅱ）」學術研討會，時間是 1月 11
日，地點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會議

室，主辦單位是臺灣歷史學會、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該會議緣起於去年以

「二十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為主題舉

辦研討會，獲得不錯迴響與成效，因此今年

決定再以相同主題，希望能從歷史學的角度

評價主題人物，予其應有的歷史定位，並期

能為現代社會提供參考與啟示。該會共計發

表 1篇論文，分別為：李筱峰〈李友邦的悲
劇與歷史教育─兼論課綱「微調」〉、陳

孟絹〈二二八受難菁英的個案觀察：以林旭

屏為例〉、溫振華〈特務出身的特區首長潘

其武〉、蕭景文〈當代造神運動─以孫運

璿為例〉、劉熙明〈國共內戰時期下達「絕

地」令的上峰〉、蘇瑞鏘〈論馬英九對戰後

臺灣白色恐怖的認知與反省〉。

7月共舉辦一場與臺灣史相關的研討
會，為「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東亞」學術

研討會，時間是 7月 11-11日，地點為中央
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1樓第一會議
室，由國立清華大學人社中心、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曹永

和基金會、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研究所

主辦。該會邀請國內外學者針對大航海時代

的臺灣與東亞等主題，諸如貿易問題、宗教

問題、海洋文化等，進行討論與交流，以提

升海洋史研究水平。該會發表 17篇論文暨
1場專題演講，其中與臺灣史相關分別為：
游博清〈英人對臺灣周遭海域的水文調查

（1717-1111）〉、陳宗仁〈清代海疆政治
空間的的形塑與構成─以臺灣府城為例

的討論〉、康培德〈北臺雙東戰役下的臺灣

原住民〉、查忻〈17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
在臺使用之教理問答再探〉、林發欽〈大航

海時代的臺灣與澳門關係〉、盧正恆〈旗與

民、海與陸：鄭氏家族佐領冊研究〉。

1月共舉辦二場與臺灣史相關的研討
會，第一場為「第八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

術研討會，時間是 1月 11-19日，由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在其館內主辦。該會議主旨為推

廣臺灣文獻館典藏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

案研究利用，發表相關論文，提供學術界研

究參考。今年度邀請許雪姬教授以〈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與臺灣家族史研究〉為題，進

行專題演講，並發表 19篇論文，分別為：
歐素瑛〈白鳥勝義與近代臺灣氣象學研究之

展開〉、陳世嵐〈臺灣氣象事業奠基者─

近藤久次郎所長〉、楊承淑〈日治時期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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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高等官通譯：譯者身份的形成及其群體角

色〉、陳文添〈從「臺灣總督府條例」的變

更看日本陸軍勢力的崛起〉、林正慧〈從喀

家到廣東人：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客方言人

群的認識歷程〉、林一宏〈梅澤柾生平考

論〉、王學新〈賤業 vs交通機關：論日據
時期臺灣人力車夫之本質〉、邱正略〈日治

初期臺灣中部的隘制〉、栗原純〈臺湾総

督府の阿片専売政策─臺湾における罌

粟栽培について〉、李為楨〈日治初期臺

灣金融秩序新建之再考─以臺灣銀行為

中心〉、顏義芳〈工業鹽田開發對臺灣產業

轉型之影響〉、黃美惠〈日治初期的地方官

僚與臺灣統治─以橋口文藏為例〉、檜

山幸夫〈日本官僚體制下的臺灣總督府官

員〉、東山京子〈從內埔庄檔案看臺灣總督

府地方行政機關的文書管理〉、沈孟穎、傅

朝卿〈臺灣殖民時期「公共住宅」經營與

空間形式之變遷（1911~1911）〉、溫國良
〈日據初期宗教報告檔案之整理與應用〉、

酒井惠美子〈殖民地教科書編纂與現代化

─以人材培育觀點所作的論述〉、何鳳嬌

〈赤司初太郎在臺製酒業的經營〉、高淑媛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芳油研究與資源利

用〉。

第二場為「口述歷史研究之方法與課

題：帝國支配、脫殖民地及新的國境」國際

學術研討會，時間是 1月 11日至 11日，地
點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單位是

「日本敗戦と新しい国境による臺湾・沖

縄の変容の口述歴史に基づく研究」；協

辦單位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殖民地

史研究群、口述歷史室，以及臺灣口述歷史

學會。該會議主旨為提供日本、臺灣口述歷

史實務與個案經驗分享，提升口述歷史與歷

史研究之深度力，闡揚口述歷史的應用與研

究。共計發表 1篇論文，分別為：宮田節
子〈中央日韓協会とその関係史料につい

て─朝鮮総督府高官の聞き書きと文字

化作業について〉、內海愛子〈臺湾人が

なぜ戦犯となったのか─戦争裁判と日

本の捕虜政策〉、中村ふじゑ〈霧社と私

─半世紀におよぶ交友の記録〉、栗原

純〈特別志願兵の戦争体験と戦後を生き

る─詩人・作家陳千武先生の聞き書き

について〉、所澤潤〈臺湾人女子最初の

帝大生、国立臺湾大学最初の女子卒業生

─故・張美惠氏のスペインでの聴取り

を通して〉、蔡錦堂、徐紹綱〈自己的歷

史自己寫─ 111學運口述歷史計劃執行
要覽〉、鍾淑敏〈「落蕃」的臺灣人〉、詹

素娟〈臺灣口述歷史的成果與特色〉。

9月共舉辦四場與臺灣史相關的研討
會，第一場為『第三屆「歷史上的民眾與社

會」暨慶賀呂士朋教授米壽』學術研討會，

時間是 9月 1日，地點為東海大學語文館，
由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今年適逢呂士朋

教授米壽，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發起以舉辦學

術研討會的方式，作為祝賀呂士朋教授之

「米壽」，並以「歷史上的民眾與社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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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重視歷史中被忽略的底層大眾，探討

歷史上民眾的生活和心態、社會組織、民眾

之間的合作和衝突、民間習俗和信仰、族群

和社會等影響歷史發展的重要議題，從而擴

展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視野。進

行學術論文交流的平臺。該會議邀請呂士朋

教授與呂芳上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並發表

11篇論文，其中與臺灣史相關部分為：洪
麗完〈族群遷徙與交流：以眉溪流域熟番婚

姻網絡為例（1111-1911）〉、鄭梓〈戰後
臺灣政權轉移的關鍵時刻〉、洪德先〈一個

臺灣常民社會宗教活動的觀察─以「河南

公信仰」為例〉、姜仁圭〈臺灣北部與韓國

第一位牧師嚴清華與徐景祚的心路歷程比

較研究〉。

第二場為「島嶼與帝國：比較視野下的

臺灣、香港與愛爾蘭」國際研討會，時間為

9月 11-11日，地點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
科學館北棟 1樓第一會議室，由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主辦。該會主

旨從歷史與當代兩個層面，以臺灣／日本、

臺灣／中國、香港／英國、香港／中國、愛

爾蘭／英國為例，探討臺灣、香港和愛爾

蘭三個相對獨立於大陸之外的島嶼在不同

時期與其周邊帝國間的關係。該會共發表

論文 11篇，其中與臺灣史相關為：湯志傑
“The Tug of War between the Tradition of an 
Empire and the Reality of an Island Republic: 
Unexpected Suppress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t 
Discourse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at the Time of Taiwan’s Withdrawal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吳 叡 人 “Nation-State 
Expansion and Early Empire Formation: A 
Preliminary Comparison of Ireland under the 
English Rule and Taiwan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張 隆 志 “Knowing Taiwan: British 
and Japanese Explorations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ormosa”、 蕭 阿 勤“Narrating the 
Taiwan Island out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Emergence of Pro-Taiwan Historical Rewriting 
in the 1971s”、 施 芳 瓏 “When God/dess 
Took Turn: Religion and Identity in Taiwan、
黃 富 三 “The Conflicts and Compromis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Qing Cour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蔡石山“Taiwan 
Tenant Union Movement in the Shadows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11s-1911s”、
Paul Donnelly“Institutionaliz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Cases of Ireland and 
Taiwan”。
第三場為「1111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時間是 9月 11-11日，地點為國立成
功大學文學院學術演講廳、國立金門大學陳

開蓉演講廳、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由金門縣

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中心、國立

金門大學閩南文化所、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主

辦。該會議在「國際的門戶，兩岸的橋樑」

的主旨之下，著重突顯金門人勇於飄洋過

海的奮鬥精神，以及金門在兩岸關係上無可

取代的重要地位。今年度邀請汪毅夫教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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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的進士與「金門主貴」的傳說〉、龔

鵬程教授以〈區域學中的金門學〉、陳春聲

教授以〈閩臺之間： 論金門研究對地域社

會史的啟示〉為題，進行專題演講。該會發

表 11篇論文，其中與臺灣史相關部分為：
鄭振滿〈金門世家大族的歷史轉型〉、潘碧

絲〈馬來西亞吉膽島金門社群原鄉認同研

究〉、江柏煒〈新加坡金門籍教育家及其事

業：以南洋工商補習學校為中心〉、陳慶元

〈晚明金門二蔡與龍溪張燮交遊考論〉、陳

炳容〈癸卯島變─清初金門遷界與社會變

遷〉、郭哲銘〈金門史觀的出現：論林氏

父子《金門志》〉、 劉登翰〈金門與李錫

奇〉、鄭莉〈萬安堂乩示文初探〉、葉鈞

培、許志仁〈金門海神信仰調查〉、莊唐義

〈烈嶼水官醮慶研究〉、陳仕賢〈鹿港金

門館及其人物之研究〉、林正珍〈臺灣總

督府專賣局調查檔案中的「金門」〉、劉

名峰〈地權治理的道德形式及其變遷：以

戰地政務前後的金門為例〉、李宗翰〈清

末金門育嬰堂之運作〉、張少寬〈同安金門

人在檳城事蹟考〉、葉濤〈金門五嶽信仰初

探〉、蔡振念〈《釣磯詩集譯注》諟補〉、

黃清海〈閩南僑批與金門學研究〉、陳耕

〈閩南文化與金門學〉。

第四場為「1111年臺灣原住民族國
際學術研討會：當代面貌的探索」，時間

是 9月 11-17日，地點為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館北棟 1樓第一會議室，由順益
臺灣原住民博物館特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倫敦大

學亞非學院合辦。該會議主旨為了彙集近

年來臺灣原住民族的相關研究，希冀藉由

此一會議的舉辦，將相關研究論文出版為

專書，為臺灣原住民族研究樹立別具學術

意義的里程碑。該會發表 19篇論文暨 1場
專題演講，其中與臺灣史相關為：林昌華

〈視域的邂逅與交融：17 世紀荷蘭人與福
爾摩沙原住民的接觸經驗〉、林曜同〈荖濃

溪上游的族群遷徙與互動（1711-1911）：
以 Hla'alua為中心〉、洪麗完〈烏溪上游
之族群遷徙與交流（1111-1911）：以清
代熟番村落為中心〉、Roger Blench “The 
Austronesian impact on the New World”、
詹素娟〈「熟蕃」書寫中的平埔族社會相

（1191-1971）〉、石素英〈族群想像：以 
1911 -1971 年代長老教會靈恩復興為例〉。

11月共舉辦四場與臺灣史相關的研討
會，第一場為「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

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時間是 11月 1- 1
日，地點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1樓第一會議室，主辦單位是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該會議從「流動」的角度，探

討日治時期日本帝國與殖民地的人群流動

與跨境，邀請教授以波形昭一〈植民地期

臺湾の日本人商工業者に関する調査体験

─三好徳三郎と木村匡の場合〉為題，

進行專題演講，並發表 11篇論文，分別
為：鍾淑敏〈戰前臺灣人北婆羅州斗湖移民

史〉、邱大昕〈盲流非盲流：日治時期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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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校為核心的流動與遷移〉、吳文星〈長嶺

林三郎與近代臺灣畜產改良之展開〉、蔡龍

保〈工手學校與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

以尾辻國吉的在臺活動為例〉、金炅一〈11 
世紀前半東亞細亞的周邊：朝鮮與臺灣之間

的人口移動〉、尹輝鐸〈滿洲國的「流浪

者（nomad）」：在滿朝鮮人的生活和正體
性〉、小野博司〈日本律師協會臺灣支部之

法制改革運動：以 1911年代前半葉日人律
師之「人流與跨境」為中心〉、陳宛妤〈自

由法曹團在日治臺灣之活動與影響〉、曾文

亮〈鞏固國權或擁護人權：臺灣日治時期司

法官社群的職業角色分析〉、洪紹洋〈帝國

擴張與產業南進：試論二戰期間臺灣的角

色〉、林蘭芳〈臺電與南進：以廣東省為中

心的技術人才派遣〉、洪郁如〈性別視角下

的日本帝國域內移動與跨境：以臺灣為中

心〉、顏杏如〈女性歌人尾崎孝子的移動與

殖民地經驗〉。

第二場為「第五屆白沙歷史地理國際學

術研討會」，時間是 11月 11-19日，地點
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際會議廳，由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主辦。該會議以

「多元視野下的歷史地理學」為主題，主要

聚焦於地方史、環境史、地圖史、水利史、

文化地理，及歷史 GIS等議題研究，進行
多元主題與跨領域的交流，深化歷史地理學

研究，並邀請施添福教授以〈清代臺灣北部

的粵人與客人：一個模式和一個村莊〉、飯

島涉教授以〈傳染病資料的處理和意義〉為

題，進行專題演講，並發表 11篇論文，其
中與臺灣史相關部分為：林欣宜〈彰化入

門：連瑪玉的福爾摩沙故事〉、黃清琦〈五

萬分一蕃地地形圖之研究〉、石文誠〈清代

臺灣方志中臺灣府城城池圖的探討〉、李宗

信〈清末番租的分布及其歷史意涵〉、廖泫

銘、廖德宗〈運用新舊地籍圖於臺灣古城空

間結構復原研究之探討〉、葉韻翠〈領袖名

與紀念的空間政治：臺灣的中山、中正地名

之比較研究〉、黃雯娟〈命名的政治：臺南

市街道命名的歷史地理分析〉、李玉尚〈氣

候變化與清代以來雲南的鼠疫流行〉、沈佳

姍〈日治時期臺灣防疫體制下的獸疫預防接

種與血清製造地變化〉、康培德〈十七世紀

濁水溪沖積扇的南島語族歷史地理〉、吳育

臻〈番界與族群命運：以清代阿里山番從土

番到歸化生番為例〉、李進億〈水利秩序之

形成與挑戰─以後村圳灌溉區為中心之

考察 (1711-1911)〉、陳麗華〈客家基督教
區域的形成：19至 11世紀粵東巴色會擴散
的機制與影響〉、許淑娟〈日治時代高雄州

地方宗教組織的區域性〉。

第三場為「第四屆南瀛研究國際學術研

討會」，時間是 11月 11-19日，地點為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由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主辦。該會議主旨為以南瀛的社

會與生活為主軸，將研究時間定在史前至現

代，透過日常細節的討論，去思考人如何與

土地互動。該會共計發表 11篇論文，分別
為：顏廷伃〈從史前人群的狩獵生業與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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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辦。本次研討會歷經九屆勤懇經營，

今年持續以清代時期諸羅縣之嘉義、雲林地

區的「家族史」、「客家文學」、「文學」

及「區域研究及古文書」之相關議題為主，

透過專題演講、研究發表與討論的方式，發

掘過去雲、嘉地區多元之文化。今年度邀請

黃英哲教授以〈離家與歸鄉─我的嘉義〉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以及邀請森正夫、科

大衛、安煥然、阮玉詩教授以〈地域社會的

組成與秩序運作：嘉義研究新思維〉為題，

進行圓桌會議，並發表 11篇論文，其中與
臺灣史相關部分為：吳建昇〈清代嘉義縣城

的防衛與十六境形成之初探〉、黃阿有〈日

治時期嘉義郡的水利組合與水圳〉、郭雲萍

與曽根脩平〈日治下臺湾嘉義的瘧疾防遏

事業〉、陳素雲與林伯奇〈媽祖信仰與嘉義

新港地區交趾陶剪粘產業發展〉、李明亭

〈一個從凋敝到稍具經濟規模卻又可預期困

境的來到─新港鄉溪北村的蛻變案例〉、

阮忠仁〈「諸羅」縣地名漢語音譯淵源新考

─明鄭之朱羅山〉、盧文婷〈雲嘉地區地

方政治家族的形塑比較：以許家班與蘇家班

為例〉、翁烔慶〈嘉義市北社尾：王、蕭兩

姓宗族的田野觀察〉、許雪姬〈嘉義莊家的

研究─以莊泗川為中心〉、李明仁與蔡長

廷〈嘉義三臺宮與林氏家史發展之研究〉、

翁佳音與李碩珞〈諸羅山的無名家族史〉、

池永歆〈「客」抑或「客家」：嘉義地區客

家研究的回顧與審視〉、黃衍明〈嘉義縣詔

安客的分布與特色〉。

交易談臺灣西南平原的考古學文化變遷〉、

賀 安 娟 “Daily Life among the 17th Century 
VOC Residents in Dutch Formosa”、蔡錦堂
〈新化街長梁道與新化街的發展（1911-
1911）〉、清水美里〈臺南菁英在於日治時
代嘉南大圳運營裡所扮演的角色〉、沈佳姍

〈臺灣鼠疫防治法中免疫政策之研究─以

臺南鼠疫為中心〉、高淑媛〈清代臺灣的生

產與生活─從臺南曾振明香舖談起〉、蔡

承豪〈品種轉換、加工換轉─戰前臺南的

番茄產業〉、楊克隆〈日治時期臺南州歌謠

採集之研究〉、黃裕元〈從唱片史料探索寶

島歌王文夏的巨星十年（1917-1917）〉、
角南聰一郎〈墓標を遺影で飾る─臺南

市安平墓地の事例を起点とした比較民俗

学〉、陳志昌〈初探南瀛地區嬰幼兒生育

禮俗之存與變〉、陳文松〈日治臺灣日常生

活中的圍棋─從東方孝義的觀察與吳新

榮的經驗談起〉、大東和重〈居於臺南，面

對文學：「灣生」新垣宏一與本島人的臺

南〉、林鍵璋〈融合與發展─以臺南和意

堂小法團變遷為例〉、François de Sulauze
（徐落茲）“How the Different Writings in 
the Streets of Tainan Reflect the Multilingual 
Society of the Area”、陳恒安〈歷史或紀念
類博物館如何呈現歷史〉。

第四場為「第十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

會」，時間是 11月 11日 -11日，地點為國
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圖書館國際會議廳，由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臺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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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予以歷史定位。（四）跨學科。從會議主

題與發表論文題目，以及與會發表者，都呈

現跨領域、跨學科、跨時段的互動，關照整

體的面貌與各層面的聯繫；並嘗試與日本、

韓國、甚至世界史有所連繫與對話，展現臺

灣史研究社群之活力。然而，臺灣史學界又

如何借重不同學科的取向與方法深化臺灣

史研究，以及如何詳實褒貶歷史人物，予以

歷史定位，可能有待學界進一步思考。

整體而言，綜觀 1111 年 1月至 11月的
臺灣史相關研討會維持一貫的生氣蓬勃有

以下四個特色：（一）新史料的發掘。不論

是文字資料或是圖像資料，史料範圍有大幅

度的擴大與充實，開發出了許多新的研究課

題。（二）新研究方法之運用。利用地理資

訊系統（GIS）將史料空間化，進行更細緻
的空間思考。（三）以人物為主軸。關注人

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扮演的角色與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