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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慶祝臺灣學研究中心 10週年 

舉辦「近代臺灣與東南亞國際學術研討會」 

新 聞 稿 

                                     發稿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發布日期：106年 11月 20日 

                                     單位聯絡人：陳世榮 

                                     聯絡電話：（02）2926-6888轉 4221 

                                     電子信箱：lot_ntl@mail.ntl.edu.t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屆滿 10週年之際，適值政府大力推動「新

南向政策」，特別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於 106年 11月 24日、25

日(星期五、六)，為期 2日，假本館國際會議廳共同合辦「近代臺灣與東南亞：

臺灣學研究中心 1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Study 

Research Center”)，以 19至 20世紀間臺灣與東南亞的互動為主軸，並以館藏

的臺灣學與南方研究資料為出發點，分「日治時期南進政策及南支南洋資

料」、「臺灣人在東南亞」、「臺灣與東南亞文化交流」、「臺灣與東南亞經濟關

係」四大主題，進行研討。國內外學者將於 2日的會議中，發表 16篇研究論

文。 

    會議開幕式訂於 11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舉行，除介紹本次特別邀請

與會及發表論文的日本、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國內外學者之外，9 時 15 分

起，將由總統府資政、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蕭新煌教授，以

「臺灣的東南亞研究、東南亞客家認同與新南向政策」(Taiwan’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Hakka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and New Southbound Policy)為

題，發表專題演說。同日下午第三場，泰國國立法政大學教授 Sitthiphon 

Kruarattikan 以剛結束盛大葬禮的前泰王蒲美蓬(King Bhumibol Adulyadej)及

其與臺灣的關係為題，發表論文 “The Ties That Bind: King Bhumibol 

Adulyadej’s Relations with Taiwan”(緊緊相繫：泰王蒲美蓬與臺灣的關係)，備

受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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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天，11 月 25 日上午邀請今年甫獲得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AAS)外籍

院士殊榮的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濱下武志教授，

以「東アジア史研究の新たな課題：ローカル・リージョナル・グローバル

の視角から」(New Research issues on East Asian History: from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為題，發表專題演說。 

    國立臺灣圖書館創建於 1914年，前身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不

僅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官立圖書館，也是國內外典藏自日治時期以來，無論

在臺灣文獻方面，或是為了南進而調查與蒐集典藏的南方資料方面，其數量

與研究價值，足堪稱世界級臺灣研究的學術重鎮之一。教育部並於 2007 年 3

月核定本館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以厚實的臺灣文獻館藏和南方研究資

料，支援各界從事臺灣研究及相關教學活動。長期以來，不斷提供國內外學

人豐富的研究資源，深受肯定。為慶祝臺灣學研究中心成立屆滿 10週年，也

為了介紹本館臺灣學與南方資料的珍稀性與重要性，鼓勵讀者與研究者多多

利用這些珍貴的特藏資料，並且加強推廣，除了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外，

本年度特別在《臺灣學通訊》上，以連續 4期的特大篇幅(自 98期至 101 期)，

詳細介紹館藏各種南方資料和臺灣人的海外活動經驗，同時，也運用接收自

1946年南方資料館館藏的特藏資料，特別設計「望見南方」特展(4/25～12/17，

6F臺灣學研究中心)及「西式圖書裝幀大觀特展」(10/21-12/31，5F特展室)。

本館特別邀請您來館，一同看看與了解這些極具珍稀性的館藏南方資料及其

背後所形成的知識體系。我們期待、也歡迎您的蒞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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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相關活動資訊】 

一、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1. 時間：106年11月24日(星期五)上午8時30分   

  2. 地點：本館國際會議廳(B1)。(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 

二、主題演講 

  1. 主講人：蕭新煌(總統府資政、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時間：106年11月24日(星期五)上午9:15-10:00 

       講題：臺灣的東南亞研究、東南亞客家認同與新南向政策(Taiwan’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Hakka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and 

New Southbound Policy) 

  2. 主講人：濱下武志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

(AAAS)院士、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六 )上午 9:05-9:50 

     講題：東アジア史研究の新たな課題：ローカル・リージョ

ナル・グローバルの視角から」 (New Research issues 

on East Asian History: from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三、研討會議程  

 

 
近代臺灣與東南亞 

臺灣學研究中心 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  間：2017 年 11 月 24～25 日 (星期五、六)  

地  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7年 11月 24日 (星期五) 

議  程 

時間／場次 主持人 論文題名及發表人 評論人 

8:30-8:50 報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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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9:10 

開幕式 

  教育部長官致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許所長佩賢致詞 

  國立臺灣圖書館鄭館長來長致詞 

9:15-10:00 

主題演講 I 

臺灣的東南亞研究、東南亞客家認同與新南向政策 

主題演講人：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總統府資政) 

主 持 人：鄭來長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長) 

10:05-12:00 

第一場 

許佩賢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教授兼所

長) 

1. 日本植民地時代の台湾における東南アジア史研

究 

   島田龍登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准教授) 

近藤正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客座

教授) 

2 從書架上望見南方：國立臺灣圖書館南方資料與南

方資料館 

   蔡蕙頻 (國立臺灣圖書館編審) 

張圍東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

究中心資料組編審

兼組長) 

12:00-13:00 午  餐 

13:00-15:05 

第二場 

戴寶村 

(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文化資產

研究所兼任教

授) 

1. 日治時期南方人才之培育 

   張靜宜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 

鄭麗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2. 臺灣總督府對「南支南洋」的調查成果：以官房

調查課為中心 

   王麒銘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後期博士課程)  

鄭政誠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3.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東南亞廣播宣傳的歷史考

察 

   許慈佑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孫秀蕙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

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5:05-15:25 茶  敘 

15:25-18:00 

第三場 

陳鴻瑜 

(國立政大歷史

系兼任教授) 

1. 獵島行動：太平洋島嶼的磷礦採集與多國勢力的

角逐（1880-1945） 

   張素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朱德蘭 

(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兼任研究員) 

2. The Ties That Bind: King Bhumibol Adulyadej’s 

Relations with Taiwan 

   Sitthiphon Kruarattikan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跨領域研究

學院助理教授) 

陳佩修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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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南向政策下越南與臺灣合作之機會和挑戰的探

析 

   武貴山 (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助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林祈昱 

(臺灣經濟研究院副

研究員) 

 

 

2017年 11月 25日 (星期六) 

議  程 

時間／場次 主持人 論文題名及發表人 評論人 

8:30-9:00 報  到 

9:05-9:50 

主題演講 II 

東アジア史研究の新たな課題：ローカル・リージョナル・グローバルの視角か

ら 

主題演講人：濱下武志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主 持 人：蔡錦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9:55-12:00 

第四場 

蔡錦堂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兼任教授) 

1. 戰前荷屬東印度之臺灣人活動 

   鍾淑敏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湯熙勇 

(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兼任研究員) 

2. 太平洋戰爭後期臺籍軍夫在南洋之派遣與社會互

動：以臺灣特設勤勞團為例 

   沈昱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許進發 

(長榮大學臺灣研

究所暨臺北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 

3. 探究二戰前後臺灣人流寓暹羅之籍民意識 

   李耀武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講師) 

卞鳳奎 

(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海洋文化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12:00-13:00 午  餐 

13:00-15:35 

第五場 

吳密察 

(國史館館長) 

1. 前進南洋：日治時代帝國與臺灣遠洋漁業的試驗調

查與拓展 

   蔡昇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高淑媛 

(國立成功大學歷

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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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治時期臺灣與菲律賓的文化交流活動：以農業技

術調查及合作為中心 

   陳世芳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葉爾建 

(國立東華大學臺

灣文化學系助理教

授) 

3. 台湾の仏領印度支那調査と企業進出（1900-1945） 

   湯山英子 (日本北海道大學大學院經濟研究科特別研究員)  

黃紹恆 

(國立交通大學客

家文化學院人文社

會學教授兼系主

任) 

15:35-15:55 茶  敘 

15:55-17:50 

第六場 

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教授兼文學院

長) 

1. 未竟之實業救國：黃強將軍在南洋和臺灣的考察 

   黃賢強 (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李盈慧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歷史學系特聘教

授) 

2. The Taiwanese Pop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The 

Illuminations of Taiwan’s Economy and Identity  

   Suwannarat Meesomboonpoonsuk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

東南亞研究課程講師) 

嚴智宏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東南亞學系副教

授) 

17:50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