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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年 11月
至 2111年 4月
臺灣史相關研討
會概況
邱鐘義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自 2115年 11月起至 2111年 4月，國
內舉辦了許多臺灣史相關的研討會、工作坊

或是演講活動，這些活動皆由國內關懷臺灣

史研究的各機關團體所組織、推動。為提供

最新的研究概況，本文擬就筆者之所知，簡

要介紹這段期間內所舉辦的研討會及工作

坊，但有些非臺灣史主題研討會中所發表的

臺灣研究相關論文，無法一一列舉，也請研

究先進們多多包涵。

2115年 11月份共有三場臺灣史相關研
討會舉辦，首先是 11月 14日由高雄市歷史
博物館、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臺

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師培聯盟本土教

育中心、臺灣歷史學會、臺灣前國軍退役軍

人暨遺族協會等單位所舉辦的「第五屆臺灣

近代戰爭史學術研討會」，在臺中教育大學

舉行，此次研討會的主要目的，在於藉由研

究臺灣近代的戰爭史，關懷臺灣的戰爭受難

者以及老兵問題。會議中發表了 1篇論文，
分別為林益彰〈字魂裡的火鳳凰—以國軍

文藝新詩獎作為探討引子〉、杜正宇〈終戰

前後的臺灣軍政府初探〉、陳中勳〈美軍混

血兒的誕生：命運交織的治外法權〉、洪世

才〈臺灣價值觀的萌芽和困境以 41年代的
少年工和蔣氏部隊在臺徵兵為例〉、馬翊航

〈我是我自己的鬼：鍾肇政小說中的「戰

爭後遺症」〉、李盈萱〈假鬼假怪．騙你

毋知—日本時代高雄「鳳山飛行場」初

探〉。另外還請到了文史工作者陳婉真就

「臺籍日本兵林才壽」這個主題進行座談，



學

術

會

議

1
1
1

最後則由陳君愷及陳美齡兩位對「希巨蘇飛

Siki Sufin／『高砂的翅膀』計畫報告」作
專題演講及綜合討論。

第二場為 11月 13-15日在新竹教育
大學舉辦的「第二屆臺灣竹塹學國際研討

會」，由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以及新竹縣政

府文化局主辦，主題為「自然、人文與科技

的共構交響」，會議主旨為提高竹塹地方學

術的能見度，並希望能使竹塹學研究永續發

展。會議中請來張系國教授以「竹塹堡、科

技城與烏托邦」為題做專題演講，另一篇專

題演講則由知名小說家李喬講演「竹塹學的

建構提要與進程」，此外發表多篇論文，其

中和臺灣史研究相關的計有朱雙一〈魏清德

島外紀遊作品芻論─以對東亞各地文明

狀況的觀察和思考為中心〉、詹雅能〈從新

竹到南安─以新史料重探舉人鄭家珍生

平事蹟〉、余育婷〈自然與真趣：鄭用錫詩

歌特色重探〉、許俊雅〈臺灣詩話研究的遺

珠─葉文樞《百衲詩話》、《續百衲詩

話》評議〉、江天健〈眾聲喧嘩─《竹塹

文獻》雜誌與口述歷史〉、林保全〈清領時

期臺灣竹塹地區鄭用錫經學的通經與致用

─兼論《靜遠堂文鈔》文獻來源及其所反

映的經學旨趣〉、羅烈師〈英靈與時疫：義

民信仰的中元之疑〉、吳聲淼〈新竹縣民俗

藝陣研究〉、翁聖峰〈日治時期統治者、知

識分子、社會大眾對新竹城隍廟的接受與文

化意識〉、嶋田聰〈日治時期蘇維熊文藝思

想的歷史考察─以「自然文學」為中心〉

等 11篇，此次會議發表文章眾多，亦分為
多個子主題討論，有部分論文性質較偏向文

學或是現代作家作品探討者，並沒有收錄在

本文當中。

11月 21-21日在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
館則有由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的「第四

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本

研討會已相隔 1年未曾舉辦，會議主旨為透
過不同族群的歷史及社會研究，進一步的拓

展原住民族群研究的視野。會中先由柯志明

研究員以「熟番與姦民：清代臺灣族群政治

與社會抗爭」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之後發表

論文，此次會議討論範圍甚廣，雖以臺灣地

區為研究對象者占大多數，但仍有以中國大

陸地區、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

蒙古等地的相關論文發表，本文僅摘出會

中與臺灣史相關的研究論文 11篇：林文凱
〈複數民族主義夾縫下的臺灣原住民族：日

治與戰後初期日本學者的民族學與考古學

調查〉、洪麗完〈清代沿山邊區社會與「防

番」信仰：以埔里盆地為中心〉、王政文

〈清末噶瑪蘭基督徒與漢番社會網絡〉、林

正慧〈日治臺灣的福客關係〉、潘美玲〈客

家源流辨析：社會學和生物學的對話〉、吳

育臻〈清廷族群政策的因地制宜：以嘉義沿

山地區三層制空間的變形為例〉、李宗信

〈最後的番業地─21世紀初葉臺灣中北
部番租、口糧的分布初探〉、葉高華〈從山

地到山腳：屏東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

與集團移住〉、林開世〈建廟成佛：屏東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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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區民間信仰的確立〉、陳怡君〈恆春半

島的老祖祭典與人群意象：滿州里德山頂的

例子〉、陳文德〈當代「族群分類」的現象

與發展─以卡大地布（知本）卑南人為

例〉、簡明捷〈臺東珠三娘媽的信仰與文化

變遷〉、陳冠妃〈十八世紀臺灣府城的城市

規劃與發展〉、李文良〈清嘉慶年間蔡牽事

件與臺灣府城社會的變化〉、曾品滄〈清代

臺灣的官租、生息銀兩與郡城紳商〉、施雅

軒〈林爽文事件臺灣府城內的政治戰爭─

一個六堆粵民出征適宜性的論戰〉、許淑娟

〈日治時代屏東平原行政區區劃與地域社會

的解構〉、康培德〈十七世紀臺灣南島語族

的地域勢力與區域整合〉。

12月份僅一場相關研討會舉辦，是 12
月 21-21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的「中日戰爭衝擊下的亞洲」國際學術研討

會，於中央研究院舉行，該場研討會雖主要

聚焦於中國大陸地區，但仍有數篇論文以

臺灣為研究標的，分別為：浜井和史〈旧

帝国圏における日本人の遺骨処理と慰霊

─台湾を中心として〉、傅琪貽〈臺灣

原住民的白色恐怖─泰雅族省議員林瑞

昌為例〉，以及李盈慧〈日本占領南洋期間

臺灣人的形象和行動：南洋華僑的觀點〉。

2111年 1月份有兩場相關研討會舉
辦，第一場為社團法人臺灣地理學會、臺灣

師範大學地理學系、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系友會聯合主辦的「臺灣地理學會 2111年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灣地理學會雖非

屬歷史學門，但對臺灣史地的研究十分熱

心，其研討會中也多有和臺灣史相關之論文

發表。此次研討會於 1月 23-24日在臺灣師
範大學舉行，會中與臺灣史相關的論文有韋

煙灶〈臺灣河流地名之通名在客、閩用法上

的差異〉、黃雯娟〈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政

治：臺北、臺中、臺南三個城市的比較〉、

古關喜之〈臺灣香蕉外銷自由化之後的銷日

香蕉生產、外銷和日本市場〉等 3篇。
另一場為 1月 25日在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由史語所考古學門舉辦的「2115
年度中研院考古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其

主旨為檢視過去一年中考古學門的研究成

果。其中和臺灣考古相關的論文有：劉益

昌、趙金勇兩人發表的〈奇萊平原南勢阿美

舊社考古學研究計畫（第二期）〉、〈「花

岡山文化探析」研究計畫（第三期）〉、

〈花東縱谷北段玉器製作與交換體系研究計

畫（第一期）〉，及郭素秋發表的〈屏東縣

文樂舊社與來義舊社考古學研究計畫〉、

〈花蓮縣重光與荖山遺址內涵研究計畫〉。

2月份有兩場臺灣史相關研討會舉行，
第一場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京都大

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間文化研究機構「日

本関連在外資料の調査研究」プロジェク

ト研究カテゴリー B 植民地期台湾・「南

洋」における日本人社会に関する資料の

調査・研究等機關於 2月 11日在中研院人
文社會館舉辦的「戰前日本的南進與臺灣、

南洋」工作坊，此次工作坊的主要目的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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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戰前日本南進政策下的臺灣以及南洋地

區，邀請多位日本學者參與討論。會中共發

表論文 1篇，分別為籠谷直人〈堤林数衛

とその時代〉、泉川普〈蘭印ジャワでの日

本製品の流通とその影響─両大戦間期

を中心に─〉、曾齡儀〈日本帝國的汕頭

經營：以商業活動為中心〉、工藤裕子〈ジ

ャワにおける台湾籍民の活動〉、陳家豪

〈中日戰爭期間臺銀上海支店的國策性業務

展開：以中研院臺史所藏資料為中心的檢討

（1131-1145）〉、久末亮一〈華南銀行の
創設と迷走 1112-1145〉。

2月的第二場則是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韓國漢陽大學比較歷史文化研究所

聯合主辦的「殖民地支配政策與在地社會

─臺韓比較研究」工作坊，舉辦時間為 2
月 25-21日，地點則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此次會議主旨正如其名，是比較日

本統治期間臺、韓兩地的政策與社會，在此

僅摘錄臺灣相關的論文 4篇，分別為許雪姬
〈戰後在「滿」臺灣人的回歸與再離散〉、

陳姃湲〈從澎湖遊廓看日本帝國邊區中的權

力與離散〉、許佩賢〈日治時期公學校教

師的學經歷─以教師履歷書的分析為中

心〉，以及曾文亮〈日治時期臺灣人家產制

度改革與女性地位變化〉。

3月則有兩場討論會舉行，第一場為
3月 11-12日在政治大學舉行的「2111第
一屆臺灣與東亞近代史青年學者學術研討

會」，此次會議由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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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研究科主辦，其目的在於促進東亞各

國青年學者的交流。會中發表論文多篇，

和臺灣史相關的文章有以下 12篇：鄭螢憶
〈仰沾聖化、願附編氓？康雍朝「生番」歸

化與番人分類體制的形構〉、顧恒湛〈被

扼殺的原運火苗：1111年代「臺灣山地獨
立運動案」始末〉、吳米淑〈1121年代か
ら 1111年代に至る台湾観光旅行政策の変

容〉、江杰龍〈戰後棒球運動的困境與出路

─從日本業餘棒球隊訪臺交流賽看「紅葉

奇蹟」（1153-1111）〉、佐和田成美〈清
末臺灣圍繞石油的糾紛：以「番割」邱苟的

活動及角色為中心〉、林逸帆〈十七世紀臺

灣北部進出貨品研究〉、松葉隼〈植民地台

湾の地方社会における鉄道網の構築と利

用：台湾の「地方化」をめぐって〉、魏

逸瑩〈戰後中日關係下的日本電影輸入配額

制度（1154-1112）〉、吳修喆〈臺灣謎社
史─從文化政策的視角〉、黃仁姿〈戰

時農村安定政策的展開─以土地改革為

中心〉、島田大輔〈占領期『中華日報』

『内外タイムス』の研究 1141-52─黄

色化と台湾進出を巡る相克〉、鶴園裕基

〈戦後台湾における移動管理体制の形成

（1145-41）─省外人民の越境違法化を

中心とした検討〉。會議最後還邀請到若

林正丈、川島真、黃英哲、洪郁如、薛化元

等教授舉行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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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的第二場學術活動則是在 3月 11
日由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所

舉辦的「第十四次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

研究工作坊」，地點在中山大學，此工作

坊長期關注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社

會學、客家研究，乃至及民俗學等跨領域

研究，此次工作坊的專題演講是洪惟仁主講

的〈拉力與推力：臺灣族群語言的擴散模

式〉，會中另有吳正龍〈乾隆末期臺灣中

部祖籍分布—以林爽文事件涉案村莊為

例〉、葉高華〈臺灣家庭語言選擇的社會與

空間因素〉、程俊源、涂文欽〈南投埔里四

庄噶哈巫社會語言學調查〉、董忠司〈澎湖

「姑」「血」的地理語言研究〉等 4篇臺灣
史相關論文。

4月則僅有一場相關活動，為 4月 31
日在輔仁大學舉行的由臺灣歷史學會和輔

仁大學歷史學系聯合主辦的「2111全國研

究生歷史學論文發表會」，其主旨在於推動

臺灣地區歷史研究的向下紮根及提供學者

和研究生交流的平臺，並希望藉此提升研究

生的學術研究品質。此次發表會共有 4篇臺
灣史相關論文發表，分別為張至宣〈臺灣社

會拳擊運動之初探〉、林駿騰〈日治時期新

竹娼妓治理與娼嫖關係〉、增田高志〈《民

俗臺灣》的「臺灣」社會、歷史想像〉，以

及王志仁〈11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基隆大
員間信件傳遞〉。

2115年 11月至 2111年 4月間所舉辦
的臺灣史相關研討會、工作坊，雖然數量上

不若往年多，但卻是高質量的。由這段期間

的討論會趨勢，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史研究對

於跨國際與跨學科的研究越來越重視，另外

區域研究以及年輕學者的參與，也是這段時

間中臺灣史研究不可忽略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