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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本院召開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

為促進全球臺灣研究之風氣，強化未來臺灣研究

的國際網絡，本院訂於101年4月26日至28日(星期四至

星期六)於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3樓會議廳召開「第一

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

此次大會，為本院所舉辦之第一次大規模、跨

學科的世界性「臺灣研究」國際學術會議。由院內人

文社會科學組下11個所、處和中心參與籌備，並力邀

英國倫敦亞非學院「臺灣研究中心」、「歐洲臺灣研

究學會」，德國度賓根大學「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

心」，以及美國「北美臺灣研究學會」與日本「臺灣

研究學會」等國際上最重要之臺灣研究機構與會。與

會的170位學者均為國內外臺灣研究領域上的傑出專

家。

會議包含二場專題演講、26個專題場次、102篇

論文。議題涵蓋文學、藝術、歷史、宗教、經濟、社

會、政治與法律，乃至於考古、環境變遷、語言和原

住民研究。大會官方語言為中文及英文，所有的論文

將以中文或英文撰寫及發表。

參考網站：http://wcts.sinica.edu.tw/02_01_ch.php 

附錄：

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

時　　間：101年4月26-28日(星期四至星期六)

地　　 點：本院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第1會議室、第2會議室

　　　 　　人文館南棟8樓：社會所802會議室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

執行單位： 本院社會所

籌備單位： 本院政治所籌備處、本院法律所、本院文

哲所、本院近史所、本院史語所、本院民

族所、本院人社中心、本院經濟所、本院

語言所、本院臺史所、本院社會所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李文雄主任，於

101年4月22日至5月12日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

間，中心事務由吳俊宗副主任代理。

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蕭新煌所長，於101年5

月11日至14日赴日本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所務

由王甫昌副所長代理。

5月份知識饗宴「能源與永續文明」
主  講  人： 陳竹亭教授(臺

灣大學化學系)

主  持  人： 本院彭旭明 

副院長

時　　間： 101年5月1日 

(星期二)晚上

地　　點： 本院學術活動 

中心 

餐　　會： 2樓平面演講廳

(18:00至19:00)

演　　講：2樓第1會議室(19:00至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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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4月29日前報名：

1.  曾以網路報名本活動者，於接獲本院邀請函後，點選連結即可進入個人專屬網址報名；報名截止日前，個人資

料如有異動，請至該網址更新。

2. 第1次參加者，請至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sc.html 報名。

3. 參加餐會者，請於當日報到時繳付新臺幣100元，現場不受理臨時報名。

★ 凡參加本活動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2小時。

洽詢專線：(02)2789-9872，本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

「現代日本社會之心理與情感」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　　間：101年5月4日(星期五)

地　　點：本院民族所大樓第3會議室(2319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時　間 主   持   人 發 表 人／講  題

08:50-09:00
開幕式

林正義(本院歐美所研究員及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

09:00-10:30
場次一

吳明燁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牧野幸志(攝南大學經營學部副教授)
題目： 日本における現代青年の浮気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大学生の被浮

気経験と浮気発覚後の行動──
口譯：沈美雪(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周玉慧(本院民族所研究員)
変動の中の現代日本における既婚者の夫婦関係と結婚満足度

10:50-12:20
場次二

林文瑛
(中原大學心理系教
授兼心理科學研究
中心主任)

青野篤子(福山大學人間文化學部心理學科教授)
題目：男女平等意識の世代間継承性──Yahoo！知恵袋の分析から──
口譯：沈美雪(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落合由治(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所教授)
題目： 311福島原発爆発事故に関する日本の全国紙の報道傾向──事故経

過と放射線被害をめぐる論調を中心に──
口譯：曾秋桂(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13:30-15:40
場次三

鄭陸霖
(本院社會所副研究
員)

一言英文(大阪生物醫學技術學院講師)
題目： 文化と個人の機能的関係：現代日本文化におけるウェル・ビーイ

ングの基盤
口譯：賴雲莊(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林純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
題目：日本文化における「面子」及び「自尊心」の比較

樋口匡貴(廣島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室副教授)
題目：コンドーム購入・使用行動を阻害する羞恥感情の研究
口譯：賴雲莊(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16:00-17:30
場次四

黃智慧
(本院民族所助研究
員)

木村堅一(名櫻大學國際學群經營資訊教育系教授)
題目：日本人大学生の沖縄米軍基地に対するリスク認知
口譯：賴雲莊(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鄭力軒(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目：社會接觸與信任─日本的案例

17:30-17:50
閉幕式

黃自進(本院近史所研究員、亞太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暨日本研究計畫小組召集人)、
周玉慧(本院民族所研究員)

聯  絡  人：本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陳儀芳小姐(Tel: (02) 2651-6862)

參考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ca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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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欄

本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進行「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三次預試」之面訪調查
本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接受社會所委託，於民國101年4月15日至5月6日針對臺灣地區進行「社會變遷基本調

查第六期第三次預試」之面訪調查。

調查對象：臺灣地區十八歲以上一般民眾

訪問內容：了解臺灣地區一般民眾對社會現狀的看法

洽詢電話：(02)27871800 轉 1851、1852馬小姐、1837簡小姐、1832游小姐

參考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news/F201202.html

本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計 畫 名 稱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第一年)

計 畫 主 持 人 吳齊殷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本院社會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800

計 畫 名 稱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第二年)

計 畫 主 持 人 伊慶春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本院社會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801

計 畫 名 稱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第三年)

計 畫 主 持 人 吳齊殷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本院社會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802

開放項目包括：資料檔、問卷、過錄編碼簿、研究成果報告。

欲更進一步瞭解上述資料相關訊息，請參見「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頁(http://srda.sinica.edu.tw/)或洽詢邱小

姐。電話：(02)2787-1829；E-mail：srda@gate.sinica.edu.tw

知識天地
數位化：史學與社會結合的一大契機

林滿紅研究員(近代史研究所)

1995年時，正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滿五十週年，臺灣的歷史學界曾先後舉辦兩次研討會，回顧五十年

來臺灣歷史學的發展。一由東海大學歷史學系與《新史學》合辦，是就某些斷代史或專門史的研究進行評論；二

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辦，就五十年來史學各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量化統計分

析。相對於這兩次史學回顧會議之著重對當代臺灣史學各個細部的了解，筆者曾於同年發表〈當代臺灣的史學與

社會〉一文討論這兩者間的關係。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指出當前臺灣社會的很多問題，相當程度是來自歷史學與

社會的嚴重脫節。在撰寫該文的十多年後，於2008至2010年時，筆者在借調國史館館長的2年7個月期間，卻深刻

體認到：在歷史資料有了數位化支援之後，史學與社會可以有很多結合。筆者最近發表的〈數位化：史學與社會

結合的一大契機〉一文以國史館在展覽、拍製歷史紀錄片、建構歷史資料庫及推進國史研究等方面的工作為例，

說明數位化在結合歷史學與社會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註）在本院週報知識天地這個篇幅中，除將主要摘述這篇

文章的內容之外，另將附帶提及本院研究與這項結合的關連，從而建議本院帶領各大學將研究成果考核對象加入

1368週報.indd   3 2012/4/24   下午 02:48:28



週報　第1368期

4 5

數位加值產品，以協助數位人文社會的建構。 

一、 數位化對史學與社會結合可發揮的作用

(一)快速分享原來難以查找或散布世界各地的歷史證據

如2009年4月13日國史館推出的「蔣經國總統百歲誕辰展覽」，所以能夠在60個工作天之內由俄國取得經國先

生在蘇聯期間的相關檔案，也是因為俄國已將該檔案數位化。透過展覽及其圖錄，使這段在冷戰時期外界較少機

會得知的歷史，包括其加入共產黨的過程，分享國內外社會。2009年4月28日國史館推出的「臺北賓館展覽」，也

因臺、日兩方有了數位化的《臺灣日日新報》、《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可以參考，才得以在約半年內，找

到約七萬四千字的相關信息，以更完整地重建該建築在作為日本駐臺灣總督官邸時期的活動。這種報紙資料，在

沒有數位化時期，筆者有過兩個月找到一筆500多字信息的經驗。歷史資料透過展覽的詮釋，可讓一般人更能感受

歷史，如由末代朝鮮國王高宗之子曾住過此總督官邸，可以窺見同為日本殖民地的臺、朝之間可能有的往來。

(二)減少資料彙編的時間，並更有效地發揮該彙編結果

以往國史館同仁花費主要的時間進行資料彙編的工作，將外界不易查找的資料提供學界利用。在歷史資料

可以數位化之後，根據後設資料，可更快速完成如美援、九年國教等等主題資料庫的建構。以往占極大存藏空間

的資料彙編書籍，藉著數位化技術製作成電子書後，方便複製部分引文及協助直接作註。而國史館同仁在減少史

料彙編的時間之後，也更有時間利用該等資料撰寫論文，在2008─2010年間，國史館發行的學術期刊出版期數倍

增，館內同仁投搞率增加，也受數位化的影響。1993年因立法院「總統副總統文物法」的頒布，使國史館同仁整

理並加以數位化的資料由平面的文獻擴大而包括立體的文物。這些文物包括世界各國送給我國元首的禮品。2010

年10月10日「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館，展示此等文物可使國人拓展更多全球視野。如其中來自大洋洲的禮品很

多草編的手工藝品，可與臺灣原住民的藺草文化關連思考。

(三)促進提出歷史解釋

因為歷史資料難找，歷史學家傾向於從事描述性研究。有了數位化資料之後，可以提出較多歷史解釋。國史

館2008年年底推出「由總督府到總統府」建築的故事部分，利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數位化的總督府檔案，說明今

天該建築中央塔樓設計並非來自比圖第一名設計師的設計，而是來自統治當局彰顯威儀的考量，即具歷史解釋成

分。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以後的發展，學界常有去日本化的概括論斷。除了由2008年完成的「由總督府到

總統府」的展覽可看出其間的延續性之外，國史館2010年底出版有關白團的歷史紀錄片更利用已數位化的館藏檔

案，訴說了我國與日本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一段軍事合作史。在前侵華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號召下，其屬

下軍官接受中華民國政府聘用，組成體制外的軍事顧問團—白團，協助進行反攻大陸的作戰計畫。 

(四)協助化解爭議

多年來困擾臺灣的法律定位問題，其實可透過195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在臺北賓館簽訂的臺北和約獲得釐清。

該條約全名為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為免與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友好和平條約混淆，參照以簽

約地簡稱條約的國際慣例，簡稱臺北和約。此約更具體的簽約地點是位於外交部對面的臺北賓館。在國史館承辦

展覽之際，除了筆者原透過近史所沈懷玉小姐由外交部拍攝的條約原本已有日本天皇的批准書之外，因為我方相

關檔案已經數位化，很快找到我國行政院、立法院、行政院通過該約的文件及蔣中正總統的批准書，由日方數位

資料庫也快速找到其國會通過的資料。由於聯合國只承認在該組織登記的條約，得到甯紀坤大使的協助，在聯合

國已數位化檔案中也找到臺北和約登記為該組織1952年1858號條約。除展示這些文件之外，該展覽籌備過程更困

難的是要將當年簽約者塑造雕像，以加深印象。由圖1的這張有很多人的照片轉為圖2在預算許可範圍內的五人雕

像，需要大量的數位化檔案，去找出與該約簽訂最有關係的五位檯面上的人物；由圖1的平面照片轉為圖2的銅

像，還要大量數位化的相關照片，去重構各位人物各個角度的身影及神情。

(五)提升當代史研究在歷史學中的學術地位

國史館在中國歷朝的核心職掌，並非歷代中國歷史的研究或前代歷史的研究，而為各朝當代史資料的管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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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當代史資料未數位化之前，當代

史研究因為以堅實證據提出較大解釋的作品較少，在歷史

學界未能取得與早期歷史研究同等的學術地位。如今以國

史館新設國史研究獎助的作品為例，因有數位化檔案可資

利用，其學術水平有所增進。此外，因有數位化資料加強

研究，以當代史研究取得歷史學碩、博士學位及大學教職

的作品增加。根據本院許雪姬研究員的統計，2002年以

來，從事當代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在臺灣史研究中，為數

已超過從事清治或日治研究的數量。目前在大學之中，以

當代史研究擔任歷史系教職者約10人，這比十幾年以前之

1、2人有所增加。 

二、本院研究與數位加值成果

以上這些數位加值成果雖由總統府轄屬的另一單位─

國史館推出，但其背後實有總統轄屬的這一單位─本院，

長年研究的支撐。以蔣經國在蘇聯時期的展覽為例，本院

近代史研究所余敏玲副研究員的相關研究是重要的基礎。

而筆者於2008年5月20日宣誓就國史館館長職，5月23日即

受命策劃總統府展覽，同年7月21日又受命為臺北賓館策

展，這兩個展覽都涉及原本國史館並不熟悉的日本統治臺

灣時期的歷史。能夠對當時史事與史料有若干掌握，要感

謝本院東南亞、東北亞、亞太區域研究計畫與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長年對筆者所進行日本統治時期臺商亞太商貿網絡研究所提供的背景。

至於「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之內，除了在總統外交職掌下產生的各國禮品，也展覽了中華民國總統制度建

構的歷史過程。這要感謝本院近史所與蔣經國基金會曾支持筆者有關「中華民國經濟檔案」進行調查，其中曾探

討型塑檔案的機關之職掌變化。2009年5月7日筆者出席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有關「數位典藏與學習」之相關會

議，對於曾志朗院士在席中以文化政委身分，對相關成果有限感到憂心忡忡記憶猶新。數位加值成果因為可接近

性及能見度高，引發爭議的可能性也較多，但也更能達成本院長年以來讓本院研究推向社會、推向國際的理想目

標。本院目前的數位加值工作，固然有些有研究人員指導，但很多委由非研究人員負責。數位加值產品如能納入

研究成果考核，由研究人員帶領，進行較具學術性的數位加值計畫，將可支援目前國家正切盼提升的文創產業。

如由本院帶領大學都朝此方向調整，則國家長年在數位人文方面的努力將可得到更為豐碩的成果。

註：收入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12月），頁 45-69。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4/26(四) 10: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樊春海教授
(中國科學院)

Emerging DNA 
Nanotechnology for Diagnostic 
and Therapeautic Applications

李連忠
副研究員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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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0(一) 12:00 數學天文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Hsian-Hong Chang 
(Inst. of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The Development of HEB 
Mixers for THz Receiver in 
ASIAA

 

05/03(四) 10: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Zhaomin Hou 
(Advanced Science Inst., 
Riken, Japan)

Search for New Catalysts 
for More Efficient, Selective 
Chemical Synthesis

陳榮傑
助研究員

05/03(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陳昭宇教授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

Sensitized Mesoscopic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s 

林建村
研究員

05/04(五) 14:00 數學天文館1203室
(臺大院區)

劉紹臣特聘研究員
(環變中心)

Global Warming and Impacts 
on Taiwan  

生　　　命　　　科　　　學　　　組

04/27(五)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Noboru Mizushima 
(Tokyo Medical and 
Dental Univ., Japan)

Physiological Roles of 
Autophagy and its Regulation 
Mechanism 

陳光超
助研究員

04/30(一)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Virginia Zakian 
(Princeton Univ., USA)

Roles of Pif1 Family 
Helicases in Replication Fork 
Progression

姚孟肇
特聘研究員

05/01(二)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Steven Henikoff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Histone Variants, Nucleosome 
Dynamics and Epigenetics

姚孟肇
特聘研究員

05/01(二) 14:3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Shu Man Fu 
(Univ. of Virginia School 
of Medicine, USA)

SLE Pathogenesis: Mouse 
Studies and Their Clinical 
Relevance

孔祥智
研究員

05/02(三) 11: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Kun-Hsiang Liu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SA)

Genetic and Functional 
Genomic Dissection of Nitrate 
Signaling in Arabidopsis

賴爾珉
副研究員

05/03(四)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黃自強教授 
(Univ. of Missouri, USA)

Molecular Medicine: A Case 
Study

謝如姬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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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四) 14:30 基因體中心
1樓演講廳

Dr. David Crich 
(美國韋恩州立大學)

Stereocontrolled Glycosidic 
Bond Formation: A Challenge 
and an Inspiration for Organic 
Chemists?

洪上程
研究員

05/10(四) 11: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Snezhana Oliferenko 
(Temasek Life Sciences 
Laboratory, Singapore)

Divergent Strategies of 
the Nuclear Membrane 
Management During Mitosis

金原和江
助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4/26(四) 12:0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廖建裕館長
(新加坡華裔館/南洋理工
大學/世界海外華人研究
學會)

境外看全球化中的中華移民
與華僑華人研究

林正義
研究員

04/27(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王建茗博士候選人
(中央大學)

Subir Bose & Arup Daripa: 
Optimal Sale Across Venues 
and Auctions with a Buy-Now 
Option

04/30(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李宗焜副研究員
(史語所) 從豐豊同形談商代的酒

05/01(二) 14:00 政治所籌備處
會議室B

Dr. Andrè Blais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Canada)

Holding Three Simultaneous 
Elections: The Case of The 
2011 Ontario Election 

05/01(二)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Dr. Ken-Ichi Akao 
(Waseda Univ., Japan)

On the Critical Capital 
Stock in a Continuous Time 
Aggregate Growth Model 
with a Nonconcave Production 
Function

05/02(三) 12:0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陳惠敏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

書寫自我、自我記痕，以及
自我技術：論分類範疇的社
會識框及其反身回應—以女
子監獄寫作班為例

 

05/08(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黃舒芃副研究員
(法律所)

基本權利對刑事立法的框架
拘束：從Gaerditz 與Zaczyk
的辯論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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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三) 12:0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徐亞湘先生
(中國文化大學)

進步文藝的示範：戰後初期
曹禺劇作於臺灣演出史探析

05/10(四) 10: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張軍特聘教授
(復旦大學)

中國的基礎建設投資：現狀
與評價

05/11(五) 10:00 文哲所3樓討論室
陳慶元主任
(福建師範大學/中央大
學)

晚明閩人文集整理與研究
林玫儀
研究員

最新演講訊息 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近期重要演講」項下瀏覽。

　《週報》投稿須知暨審稿原則　

一、投稿須知：

　　(一)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每週四出刊，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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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編輯收。

　　(二)  自97年1月1日起，〈學術演講〉將自院內Google Calendar匯出標示「本訊息與週報同步刊出」之演講訊

息，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截止時間。

　　(三) 自98年4月起新增〈院內人物側寫〉、〈輕鬆一下〉專欄，採不定期出刊。

　　(四)  〈輕鬆一下〉、〈讀者來函〉、〈活動迴響〉專欄開放院內同仁投稿，「專欄邀稿原則」請參見 http://

www.sinica.edu.tw/as/weekly/index.html。歡迎惠賜中、英文稿件，稿件一經採用，將致贈禮物一份。

　　(五)  稿件性質不限，惟須避免人身攻擊或不實描述；請勿一稿兩投。篇幅約800字為佳。原則上除特約稿外

不致稿酬。

　　(六)   投稿文章一律以真名發表。

二、審稿原則：

　　(一) 本報對來稿有刪改權。

　　(二)  本報以平衡報導為原則。在審稿過程中，稿件如係投書且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位並

約定答覆期限。若後者未能於期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編輯委員會對回覆稿亦有刪改權。

　　(三) 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僅擇1、2篇刊登。

　　(四)  文稿遇有爭執議題，以一次答辯為限。

　　(五)  凡投稿文章經編輯委員會決議修改或不予刊登時，將以電子郵件通知投稿者建議修改之處或陳明未予

刊登之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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