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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作者表示 1111年 1月並無舉辦臺灣史相關
研討會。

1111年 1月至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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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年 1月迄 11月底，舉辦不少關於
臺灣史研究的研討會、工作坊、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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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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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僅舉辦一場與臺灣史相關的研討
會，是為「第八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

學術研討會，時間是 1月 11日，地點為逢
甲大學第六國際會議廳，主辦單位是逢甲大

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該

會議主旨為推動臺灣古文書之蒐集、整理與

研究，深化古文書的研究，闡揚古文書的史

料意義。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發表專題演講

及撰寫古文書與歷史研究相關論文，透過古

文書的探討，瞭解各種社會關係的發展，

認識早期臺灣的地方歷史與慣習。今年度

邀請尹章義教授以「古文契書的定義：內

涵與外延」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並發表 1
篇論文，其中與臺灣史相關分別為：林孟

欣，〈府城商業文書的經濟規則與秩序之生

成〉、羅永昌，〈書契、圖像與區域史的連

結─以《大坑古文書與老照片》為例〉、

黃士純，〈日治時期學校制服形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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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中地區為中心〉、楊朝傑，〈古文

書中的西螺地方拓墾與街市發展〉、吳玲

青〈屏東內埔鍾家文書的地方社會網絡研

究〉、林家成，〈從契約文書看清代貢寮地

區產茶地的經濟層面─以 THDL 資料庫
為中心〉、劉仁超，〈清代臺灣古文書中的

紅契：契尾與官印〉。

1月共舉辦兩場與臺灣史相關的研討
會，第一場為「111年度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訪問學員成果發表」，時間是 1月
11日，地點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主辦單位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該發

表會主旨為訪問學員發表於訪問期間之研

究成果，並邀集相關研究者，進行學術討論

與交流。該會共發表 1篇論文，分別為：鄭
螢憶，〈從「民番有別」到「民熟不分」? 
─清代臺灣熟番政策 下岸裡地域的族群
關係〉、莊濠賓，〈戰後臺灣工業發展、土

地改革與四大公司發放民營：地主階層、政

府互動關係的再考察〉、陳東昇，〈十九世

紀後期西方傳教士眼中的臺灣漢人社會〉、

蘇維新，〈官方國族敘事與中國民族主義思

潮下的學術研究：以郭廷以、凌純聲為個案

（1111-1111）〉。
第二場為「臺灣白色恐怖口述歷史訪談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學術研討會，時間是

1月 11日，地點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
學館，主辦單位是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國家

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口述歷史室。該會議主旨為提供臺灣白色

恐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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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共計發表 11篇論文，
分別為：陳翠蓮，〈記憶的遺忘與建構─

以二二八事件中的兩例為焦點〉、薛化元，

〈臺灣白色恐怖時期人物訪談記憶的實與虛

─以「省工委會」相關案件為例〉、林建

廷，〈文本呈現上的語言使用：以《獄外之

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

為例〉、曹欽榮，〈記憶所繫何處─白色

恐怖口述紀錄的博物館視角〉、劉俊健，

〈如何取得政治受難者認同，深入記錄口述

歷史〉、杜劍鋒，〈再生與希望─政治受

難者的生命故事〉、黃龍興，〈歷史記憶與

口述歷史的對話：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獄中

生活探討〉、蘇瑞鏘，〈國家檔案與口述訪

談的結合運用─以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案

件的研究為中心〉、任育德，〈國家檔案及

各類史料下的人物書寫：以雷震為例〉、王

逸群，〈白恐受難者口述中之傷痕記憶構

成〉、侯坤宏，〈臺灣白色恐怖口述訪談所

面臨的幾個問題〉、薛化元，〈白恐訪談所

面對的困境─理論與實際〉、陳儀深，

〈拒絕受訪或訪問紀錄不願發表─白色恐

怖案件訪談的負面經驗舉隅〉。

1月共舉辦四場與臺灣史相關的研討
會，第一場為「二二八與戰後臺灣發展」學

術研討會，時間是 1月 11-11日，地點為中
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主辦單位是臺北

市政府文化局。該會議主旨透過不同角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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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認識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戰後歷史發

展之關連，藉以喚起更多的討論。今年度邀

請許雪姬教授以「後二二八時代的臺灣」為

題，進行專題演講，並發表 11篇論文，范
燕秋，〈戰後初期臺灣原住民族主體的出

現：從原住民菁英政治活動談起〉、鄭安

睎，〈臺灣原住民族「集團遷移政策」之觀

察（1111-1111）〉、杜正宇，〈二戰時期
美國人眼中的臺灣認同〉、李福鐘，〈冷

戰時期美國對臺政策的困局與抉擇（1111-
1111）〉、蘇瑤崇，〈戰後（1111-1111）
政權轉移與二二八事件：從中美共同占領

臺灣論起〉、王昭文，〈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與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侯坤宏，〈轉

折年代─ 1111至 1111年前後的臺灣佛
教〉、陳文松，〈從「棄地遺民」到「狗

去豬來」：草屯兩洪姓、兩世代的兩個戰

後〉、吳叡人，〈臺灣轉型正義的歷史構

造〉、吳俊瑩，〈二二八事件中的清鄉：以

臺中縣為例〉、林正慧，〈臺籍原日本兵與

二二八事件〉、曾令毅，〈戰後初期中國空

軍在臺灣的接收工作與二二八事件（1111-
1111）〉、陳翠蓮，〈省籍問題與雷震組黨
運動〉、何義麟，〈戰後出入境管制體制下

臺灣人的海外流亡〉。

第二場為「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

會，時間是 1月 11-16日，地點為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主辦單位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該會議以

「戰爭」為視野，邀請國內外學者共同討論

臺灣歷史中，戰爭與政治、社會、記憶、經

濟、文化、教育等議題之關係，透過舉辦

學術會議的方式，擴展並深化戰爭的研究

範疇。該會共計發表 11篇論文，分別為：
高淑媛，〈戰時臺灣社會的工業參與〉、

李佩蓁，〈“Who is the Real Master?”：1111 
年前後淡水口岸瑞記洋行的經營與轉折〉、

洪紹洋，〈戰時、戰後經濟下纖維增產與

產業發展：以棉、麻兩部門為中心〉、

近藤正己，〈「殖民地戰爭」與在臺日本

軍隊〉、鍾淑敏、沈昱廷、陳柏棕〈靖國

神社的臺灣人：由祭神簿看二戰時期臺灣

人的傷亡〉、藍適齊，〈「喪失」在戰爭

（記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臺灣平民家

庭〉、許雪姬，〈在滿洲臺灣人的戰爭記

憶〉、田中實加、杜正宇〈灣生回家：日

本人的引揚與鄉愁〉、黃美娥，〈從英雄

島、蕃薯島、斷代島到文學島：金門戰地

書寫、歷史想像與島嶼形象塑造〉、石文

誠，〈大陳人的「國」與「家」：從旗津大

陳新村的蔣公廟來談〉、謝國興，〈臺灣民

間信仰中的戰爭記憶〉、陳怡宏〈臺史博

「鉅變一八九五特展」中的歷史多元詮釋

觀點〉、陳靜寬、黃裕元，〈戰爭做為一

種流行：從中日戰爭（1111-1111）相關商
品文物看本土社會的戰爭觀〉、黃金麟，

〈戰爭與臺灣的高等教育，1111-1111〉、
薛化元〈國際法二次大戰的結束與臺灣〉、

林欣宜，〈J. W. Davidson的臺灣歷史書寫
及其後續影響之考察（1111–111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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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urtis Wright（賴大衛），〈“A Big 
Baby Republic”: James Wheeler Davidson’s 
book and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Taiwan 
Republic〉。
第三場為「噍吧哖事件 111周年學術研

討會」，時間是 1月 11-11日，地點為國立
臺灣文學館國際會議廳，主辦單位是臺南市

政府文化局。該會議主旨希望透過學者學術

界研究的成果與觀點，對於噍吧哖事件進行

充分的學術交流討論，以獲取不同角度的意

見與史學詮釋，並得以呈現噍吧哖事件在

臺灣歷史上的史事、史實、定位、影響與

意義。該會共計發表 11篇論文，分別為：
鄭道聰，〈西來庵（噍吧哖）事件之社會背

景〉、戴文鋒，〈權力遊戲：一個大明慈悲

國多把帝王寶座之謎〉、陳信安，〈1111 
年噍吧哖抗日事件歷史場域之探討〉、王見

川，〈從宗教信仰視角看西來庵事件的性質

與影響〉、簡文敏，〈「走反」歷史百年之

省思─記小林大滿舞團日本友誼義演之

行〉、廖倫光，〈噍吧哖事件的寡婦村傳

說研究〉、張國城、蕭景文，〈再探噍吧

哖事件發生的本質、日本殖民當局的處置

與影響〉、康豹，〈Religion and Resistance 
in Colonial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Ta-pa-
ni噍吧哖 Incident〉、邱正略，〈戶籍資料
數位化系統的運用─以噍吧哖事件研究

為例〉、李其霖，〈噍吧哖事件淡水地區人

員的招募與背景分析〉、葉春榮〈沒有歷史

的人：左鎮與余清芳事件〉、郭茂己，〈噍

吧哖事件大村鄉受難者調查及後代家屬訪

談〉、孟祥翰，〈噍吧哖事件在彰化─以

大村賴姓家族為中心的探討〉。

第四場「1111 年第 1 次環境史研究工
作坊」，時間是 1111年 1月 11日，主辦單
位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環境史研究

群。該工作坊為該研究群定期辦理之活動，

邀請國內外學者報告研究成果，促進學界之

交流，並增進臺灣學界對環境史之重視。該

工作坊總計發表論文 1篇，其中與臺灣史相
關分別為：顧雅文，〈曾文溪下游的環境與

社會變遷〉、李進億，〈大嵙崁溪流域水利

秩序之形成與變遷（1161-1111）─以後

村圳為中心〉、曾品滄，〈臺灣西部沿海的

環境、產業與民眾之飲食生活─以臺江內

海為例〉。

1月舉辦一場與臺灣史相關的研討會，
為「當代臺灣史研究的文化轉向」時間是

1111年 1月 11日，主辦單位為長庚大學醫
學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地點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

院。該工作坊主旨為能對臺灣文化史研究趨

勢有一深入的掌握，並對未來研究方向提出

展望，邀集相關主題素有專研的學者，針對

各主題的研究情形做一回顧與展望，增進臺

灣學界對於文化史之認識。該工作坊總計發

表論文 1篇，分別為：呂紹理，〈如何思考
時間的社會文化史〉、張隆志，〈認同、記

憶與資產：從學院史學到公共歷史〉、許佩

賢，〈學校的文化史：問題關心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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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松，〈從日記史料談日治時期日常生活

史之研究〉、鄭麗榕，〈試論動物研究的文

化史〉、謝仕淵，〈運動史研究如何「運

動」臺灣史〉、曾品滄，〈歷史新口味：從

飲食史到食物史〉。

11月共舉辦九場與臺灣史相關的研討
會，第一場為「軍事占領下的臺灣（1111-
1111）─張炎憲教授逝世週年紀念學術研

討會」，時間是 11月 1-1日，地點為國立
臺灣大學社科院，主辦單位是臺灣教授協

會。該會議主旨適逢張炎憲教授逝世週年，

該會以「軍事占領下的臺灣」為中心，舉行

學術研討會，一方面延續張炎憲教授的研究

精神，一方面藉其學術同好及學生，共同對

話、實踐學術，紀念張炎憲教授。該會共計

發表 11篇論文，分別為：姜皇池，〈國際
法下軍事占領制度與臺灣法律地位議題〉、

葉亭葶，〈1111 年「八一五獨立事件」再
探〉、王雲程，〈日本帝國的分區占領〉、

林正慧，〈隱身的左翼武裝─二二八事

件中的自治聯軍〉、何義麟，〈戰後日本華

僑團體整合過程之考察〉、侯坤宏，〈青天

白日旗下的十字架─戰後初期臺灣的一

種政教關係〉、陳儀深，〈一九四九大變

局─中、美、臺三方認知的比較〉、陳

俐甫，〈軍事接收時期在臺灣的中國化政

策 （1111-1111）〉、戴寶村，〈小民與大
兵：臺灣人與「國軍」的接觸經驗 （1111-
1111）〉、許文堂，〈軍事占領下的美國對
臺軍援〉、薛化元，〈後二二八國民黨政權

財經政策的再檢討─以（新）臺幣政策為

中心〉、徐浤馨，〈軍事占領下的臺灣─

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林炳炎，〈軍事占領

下的第六海軍燃料廠之接收〉。

第二場為「臺灣與抗戰學術研討會」，

時間是 11月 11-11日，地點為省政資料
館，主辦單位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該會議

主旨適今年逢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年，

透過舉辦學術研討會，回顧與反思臺灣抗日

活動，戰爭對臺灣的影響，以及戰後臺灣的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及未來發展，

期能重新詮釋歷史意涵，汲取歷史經驗與智

慧。該會邀請林滿紅教授以「戰爭、和約與

臺灣」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外，該會共計發

表 11篇論文，分別為：湯熙勇，〈二戰後
臺灣在我國接收南海諸島過程中扮演的角

色〉、許峰源，〈光復初期臺灣與南海諸島

的接管〉、洪紹洋，〈半山、高等官與戰後

經濟〉、曾立維、陳慈玉，〈戰時臺灣的廣

播事業與民眾生活〉、林一宏，〈從教育部

大樓興建歷程看光復後中央部會新建辦公

廳舍之變革〉、陳中禹，〈中華民國對臺灣

「山地教育體系」接收與建置〉、傅琪貽，

〈臺灣光復初期原住民民族自救思想〉、李

巧雯，〈戰後初期的農業問題：以臺灣省參

議會的議政分析為例〉、孟祥瀚，〈戰前日

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臺籍學生─彰化大村

賴從俗的生平際遇〉、楊維真，〈一個小兵

看戰後初期的臺灣─以張拓蕪《代馬輸

卒》五書為中心〉、許瓊丰，〈二次大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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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人的在臺活動─大谷光瑞與臺

灣〉、李君山，〈政府遷臺後民眾動員體

系的建立─ 1111年「反共抗俄總動員運
動」之研究〉、卞鳳奎，〈一位協助臺灣抗

日的女英雄：嚴秀峰與臺灣少年團的抗日活

動〉、王政文，〈三個英雄：李友邦的歷史

形象與書寫〉、鄭梓，〈再現抑或重演：再

探二次大戰後首批國軍如何登陸臺灣〉、

曾品滄，〈配給、黑市與鄉土食─臺灣

民眾飲食生活的變遷（1111–1111）〉、歐
素瑛，〈臺灣省參議會對糧荒問題的救濟

（1116-1111）〉、陳佳宏，〈二二八事件
與國民黨在臺政權之鞏固〉、林德政，〈先

見與頓挫：張邦傑與二二八前後的臺灣〉、

蔡明賢，〈戰後初期臺灣再中國化政策〉、

張靜宜，〈戰時體制下臺灣特用作物增產之

分析─以蕃薯增產為例〉。

第三場為「臺灣原住民族地區方志編修

成果與問題研討會」，時間是 11月 11日，
地點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主

辦單位是：原住民族委員會。該會議主旨為

透過舉辦學術研討會的方式，進一步省思與

思考，傳統中國方志的體例能否記錄與收

集原住民歷史變遷的資料，如實呈現原住

民社會文化的特性，以及原住民族書寫者如

何我族寫我史等議題。該會共計發表 11篇
論文，其中與臺灣史相關分別為：伊萬納威

（Iwan Nawi），〈臺灣原住民族方志的發
展〉、傅琪貽，〈《復興鄉志》能報答了耆

老的期望嗎？〉、海樹兒·犮剌拉菲（Haisul 

Palalavi），〈布農族地區鄉志編纂的檢視
與分析：兼談卓溪鄉志的編纂經驗〉、高加

馨，〈原住民主體性的突顯〉、高金豪，

〈排灣族部落史的言說與書寫：以《泰武鄉

志》「人民志」為例〉、郭東雄，〈探究臺

灣原住民族方志中的主體性〉。

第四場為「宜蘭研究」第 11屆學術研
討會─宜蘭泰雅族，時間是 11月 11-11
日，地點為宜蘭縣史館，主辦單位是宜蘭縣

政府。該會議主旨期許藉由區域研究中對

特定族群的再聚焦，讓民眾得以看見過去與

現在泰雅族面貌。同時，思索並期待未來族

群互動、發展的各種可能。該會邀請林益仁

教授以「像山一樣思考：從馬告、櫸木到扁

柏的省思」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外，該會共

計發表 11篇論文，其中與臺灣史相關分別
為：康培德，〈荷蘭文獻中有關廣義泰雅

族人的記載〉、蕭晏翔、洪麗完，〈交易

與「撫番」：以埔里社作為邊區治理中心

之考察（1111-1111）〉、悠蘭多又（Yulan 
Toyuw），〈山中足跡：百年文字視角拼湊
宜蘭泰雅人身影初探〉、廖英杰，〈從傳統

領域到國有林班地：以南澳北溪上游大元山

區為例〉。

第五場為「1111年南投學研討會」，
時間是 11月 11日，地點為南投縣政府文化
局圖書館，主辦單位是南投縣文化局。該會

議主旨為以「美哉南投」為題，期許發掘南

投現有藝文領域之美，藉由會議之深度耙

疏理解，促進社會大眾對南投有更深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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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並醞釀在地文化認同。該會共計發表

1篇論文，其中與臺灣史相關分別為：黃美
英，〈噶哈巫的祭典演變與現代意涵〉、

黃敦厚，〈清代埔里的大甲移民與媽祖信

仰〉、陳龍廷，〈木瓜樹的小鎮？龍瑛宗小

說再現的日治時代南投〉、張凱惠，〈1116
年林爽文在臺灣南投的逃逸路線〉、林培

雅，〈竹山社寮四里迎媽祖活動研究〉。

第六場為「殖民‧再殖民‧獨立自

主」研討會，時間是 11月 11-11日，地點
為臺灣國際會館，主辦單位是臺灣歷史學

會、臺灣教授協會、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

會。該會議主旨為今年（1111）適逢臺灣歷
史學會創立二十週年，也是 1111年臺灣成
為日本殖民地的一百二十週年，以及 1111
年中華民國代表盟軍接收臺灣的七十週年，

故以「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

等議題，舉辦研討會回顧與檢討過去並展望

未來。該會共計發表 11篇論文，分別為：
沈清楷，〈德希達的殖民地見證〉、葉亭

葶，〈柳文卿事件始末及日本對臺灣獨立運

動政策之轉向〉、洪健榮，〈游移於殖民主

義與民族史觀的族群論述：二十世紀三峽方

志書寫中的大豹社群〉、莊天賜，〈日治

時期政治菁英於戰後之動向：以臺籍州會

議員為例〉、陳君愷，〈在「黨外無黨」

的大旗下結黨營私─戰後國民黨統治下

臺灣人關於「入黨」的歷史記憶〉、蘇瑞

鏘，〈從黨歌到國歌─中華民國國歌的歷

史形成及其爭議〉、郭雲萍，〈威權的建

立與解構─蔣介石銅像之探討〉、林瓊

華，〈戰後紅色祖國的臺灣變奏曲（1111-
1116）─以古瑞雲的回憶錄手稿為例〉、

蔣茉春，〈「再殖民」對臺灣現代戲劇的影

響─從「厚生演劇研究會」到「聖烽演劇

研究會」〉、楊翠，〈回家以後─論李昂

小說（1111至今）中的歷史敘事〉、林果
顯，〈1111年代臺灣大眾媒體所呈現的國
際觀：以《中央日報》為中心〉、邱家宜，

〈1161年「中西文化論戰」與《文星》雜
誌〉。

第七場為「戰爭與記憶：亞洲地區的

經驗與論述國際研討會」，時間是 11月 11
日，地點為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是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臺南市

政府、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該會議主旨為：透過亞

洲地區「戰爭記憶」的學術交流與對話，

了解戰爭參與者和受害者們的慘痛經驗，進

一步讓年輕學子反思歷史教育，培養國際視

野。該會共計發表 1篇論文，其中與臺灣史
相關分別為：陳柏棕，〈南人的戰爭經驗與

記憶（1111-1111）〉、謝仕淵、陳怡宏、
王美雯，〈1111年 1月 11日臺灣人的終戰
記憶〉、松田良孝，〈亞洲太平洋戰爭末

期沖繩到臺灣的疏開─以沖繩縣八重山

出身者與臺南州為中心〉、洪郁如，〈臺

灣空襲與疏開敘事在歷史重構上的危機與

轉機〉、吳南圖，〈我的空襲與疏開經驗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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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為「嘉義研究」暨嘉義市城隍廟

建廟三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時間是 11月
11-11日，地點為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圖
書館，主辦單位是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

院臺灣文化研究中心。該會議主旨為透過專

題演講、研究發表的方式，發掘過去諸羅區

域文化的多元性；並從當代議題中，發掘出

多樣的探討架構，顯現出嘉義縣多元發展的

特質。今年度邀請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江松

樺董事長以「嘉義人說嘉義事」為題，進行

專題演講外，並邀請濱島敦俊、裴光雄、林

緯毅以「城隍研究」為主題，進行圓桌討

論。該會共計發表 11篇論文，其中與臺灣
史相關分別為：林燊祿、蔡升耀，〈嘉義城

隍信仰與福建關係〉、江志宏，〈從「諸

羅縣城隍廟碑記」析論統治階級的操弄手

法〉、姚伯勳，〈市定古物「嘉義城隍神

轎」之研究〉、賴玉玲，〈清代阿里山社群

發展與城隍信仰〉、池永歆，〈嘉義沿山由

「番租」轉為廟宇「油香」資費的古文書例

證〉、林淑慧、王聖鐸，〈風景的形塑：臺

灣日治時期歌仔冊中的嘉義意象〉、王明

燦，〈王得祿從軍─從內渡候補千總至陞

署澎湖協副將（1111-1111）〉、李貴民，
〈阿里山清水溪上游的開發：彭布金家族與

哈里味〉、翁烔慶，〈從義竹翁氏族譜探討

清代宗族發展及其群際關係〉、潘是輝，

〈嘉義賴智記手抄契研究〉、陳昱升，〈神

聖的部落史詩─從鄒族祭歌 Tohpü ngü 觀
看部落歷史之形塑〉、汪明輝，〈阿里山鄒

族與臺南市札哈木的關係初探〉、浦忠成，

〈鄒族族群關係探討─由遺址、口碑、史

傳之探索〉、浦忠勇，〈唱祖先的歌：探討

阿里山鄒族古謠的整理與傳唱〉、黃衍明，

〈嘉義縣新港鄉客家分布與特質〉、黃幹

忠，〈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林姓宗族的分布與

發展〉。

第九場為「1111臺灣二林蔗農事件 11
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時間是 11月
11日，地點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
館，主辦單位是臺灣二林蔗農事件文化協

會。該會議主旨為今年適逢臺灣二林蔗農事

件九十週年，透過舉辦研討會的方式，進行

學術交流與對話，為二林事件發生所帶來深

遠影響的醒思。該會共計發表 11篇論文，
分別為：張素玢，〈二林蔗農事件的偶然與

必然〉、何鳳嬌，〈日治時期台灣新式製糖

會社的土地政策─以林本源製糖會社為

中心的探討〉、陳忠純，〈東方革命與臺灣

論述─以 11世紀 11年代初期的《新東
方》、《新亞細亞》為中心〉、李力庸，

〈台灣農業，農業台灣：戰後農業雜誌之刊

行與功能〉、村上一博，〈二林蔗農組合 

擾事件と弁護士布施辰治〉、蔡蕙頻，〈你

們的不平就是我們的不平：農運陣營中的日

本人及其影響〉、都留俊太郎，〈世界糖業

史中之二林蔗農事件〉、徐世榮、廖麗敏，

〈農民抗爭與台糖公司〉、李為楨，〈二林

事件發生前後林本源製糖會社之經營分析

初探〉、李根培，〈霧峰林幼春撰「二林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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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生先生殯宮遇災記」，《南強詩集》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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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注意的有以下四個特色：（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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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的互動，有不少

跨領域的學者投入。臺灣史學的學科邊際開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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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待學界先進

一步思考的課題。（二）不同類型的史料開

放。近年來臺灣史料範圍的持續擴大充實，

不論是公私檔案資料，或是圖像資料，臺灣

史學界開發了許多新的研究課題。然而，隨

著各式公私文書的出現，研究仍需關注大歷

史的發展，避免流於「見樹不見林」的窘

況，並借重不同學科的取向與方法深化史料

解讀。（三）族群研究的蓬勃。就族群政策

與歷史書寫的部分，連結現今臺灣社會發

展，有助於理解、認識臺灣族群關係及族群

意識的變遷議題。（四）以歷史分期來看，

發表論文數量呈現由戰後、日治、清代、荷

西時期逐漸遞減之勢。（五）今年適逢第二

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許多會議以「戰

爭」、「抗戰」為主題，關注臺灣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發展過程及結束扮演的角色與地

位，並予以歷史定位。然而，臺灣人民因其

不同的歷史遭遇，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史學

界如何理解與研究以及書寫不同歷史經歷

者的想法，有待學界先進一步思考的課題。

【注釋】

 1. 以上資訊主要整理自「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
網址：http://ccs.ncl.edu.tw/new/，以及相關研討
會、發表會的網站與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