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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8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12 月 31 日 活動地點 本校
（中文）明清領域專題演講
（英文）

成 果 摘 要
自 98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12 月 31 日計畫期限內，邀請海內外明清相關領域學者
蒞校演講，共計 30 場，以一學年 36 週計，平均 1.2 週舉辦一場，較去年 21 場成長 9
場。演講多邀請國際漢學及大陸地區學者，充分達到借鑑攻錯、學術交流的效果，吸
引計畫成員、研究生、大學部熱烈的迴響與參與。各場次演講表列如下：

主講人

時間

講題

葉舒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
學研究所所長)
王憲群(英國牛津大學歷史
學博士、中研院近史所博士
後研究)
洪子誠(北京大學中國語言
文學系退休教授，現任彰化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客座教
授)
段映鸞(越南胡志明市國家

2009/03/18

文學人類學的文學觀與研究範
式
技術與社會變化蒸汽機與晚清
中國 1840-1890

2009/03/19

參與
人數
30 人
53 人

2009/04/08

新詩的邊緣化問題

20 人

2009/04/02

近現代漢喃與越南文化研究

15 人

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
文學與語言系漢喃研究組
組長)
王德威(美國威斯康新大學
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
士、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
文 明 系 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王德威(美國威斯康新大學
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
士、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
文 明 系 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蕭馳(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
易斯]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
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
系副教授)
蕭馳(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
易斯]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
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
系副教授)
王鴻泰（暨南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
劉志偉（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
授）
賀喜（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
博士）
科大衛（普林斯頓大學博
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
座教授）
杭行（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
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漢學研
究中心訪問學人）
郭奇正（台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哲學博士、東海大
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
鄭振滿（廈門大學教授、暨
大歷史學系客座教授）
呂妙芬（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UCLA）歷史博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周明初(杭州大學中國古代
文學博士，浙江大學中文
系、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

2009/04/27

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
後的詩學政治

104
人

2009/04/28

現代中文文學研究在海外：方
法與方向

145
人

2009/04/29

大觀園與紅樓夢主題的反諷性
質

92 人

2009/04/30

山水詩發生研究的新思路

34 人

2009/05/06

暴力美學：明清武俠文化試探

28 人

2009/05/12

海洋廣州的文化性格

29 人

2009/05/14

雷祖與雷神：從長時段看城市 48 人
發展對於地方文化的影響
從長時段看城市發展對於地方 48 人
文化的影響

2009/05/14

2009/05/26

2009/06/03

頭髮與衣冠的問題：從鄭清和 33 人
議來看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認
同和正當性
城市中產階級的崛起及其空間 16 人
再現

2009/06/16

近代閩南的鄉鎮商人

29 人

2009/10/13

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 32 人
國的政治與文化

2009/10/26

〈全明詞〉輯補中的幾個問題

26 人

教授)
林士鉉(【日/月談】暨南大
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陳尚勝(山東大學歷史文化
學院教授)
包捷（Prof. Lucie Olivov
á）捷克 巴拉契大學中國文
化史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Palacky University）
王玉茹 （南開大學經濟史
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經
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
師）
陳慈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研究員）
蕭敏如(【日月雅集】暨南大
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程章燦(南京大學古典文獻
研究所所長)
林偉盛（暨南國際大學歷史
學系助理教授）
陸康（法國遠東學院研究
員、中研院史語所訪問學
人）
羅志田（北京大學歷史系教
授）
費琳(義大利羅馬大學東方
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韓大偉(美國楊百翰大學文
學院教授)
金觀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文化研究所所長)

2009/10/27
2009/11/03
2009/11/19

十思疏裏得吾師：清世宗頒賞 22 人
〈十思疏〉的政治文化分析
論清朝前期海外貿易政策中的 42 人
內外商不公平競爭問題
李斗與揚州畫舫錄的旅程
20 人

2009/11/26

60 年來大陸學界中國經濟史研 40 人
究評介

2009/11/26

中國茶業的全球化

2009/10/27

世變的經學：徐復觀經學思想 35 人
研究
歐美漢學家的賦學研究及其啟 36 人
示
荷據時期臺灣與澎湖的關係
23 人

2009/11/30
2009/12/01
2009/12/03

走向現代化的中國城市管理制 25 人
度：以晚清北京為例

2009/12/07
2009/12/10

課業與救國－從老師輩的即時 30 人
觀察認識五四的豐富性
中國人視野下的羅馬
34 人

2009/12/16

中、西經學之比較

2009/12/17

關鍵詞研究方法在中國近現代 38 人
史的應用及成果

備註：
1.檢附資料請以電子檔為優先。
2.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另應檢附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3.如有活動照片，可檢附。
填表人

60 人

總計畫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26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