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南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報名表觀迎影印使用 

「第一屆南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南瀛地區的歷史、社會與文化」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nan Area Studies“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Tainan 

Region” 

簡章 

一、目的：本次會議論文以研究南瀛地區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為主題，邀請國內外跨學科的專家學者於

會中進行討論與交流，進一步釐清南瀛地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發展方向，進而凝聚鄉土意

識，發揚南瀛學研究。 

二、主辦單位：台南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台南縣政府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南瀛國際人文研究中心 

四、會議時間：2005年10月15、16日（星期六、日） 

五、會議地點：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台南縣柳營鄉旭山村60號。 

六、參加對象：文史工作者、教師、大專學生、一般社會人士，約200人。 

七、研習時數：凡具有公務人員身分者，給予登記終身學習護照核實時數。 

七、報名時間：即日起至9月20日止。(額滿為止) 

八、報名方式： 

1.填妥報名表後e-mail、傳真或郵寄至台南縣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課，可洽陳宜旻小姐，聯絡電話：

(06)6322231-3731/3732  傳真：(06)6326863  e-mail：cul202@ms1.tainan.gov.tw   

地址：73001台南縣新營市民治路36號 

2.公務人員另需至終身學習入口網站（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首頁報名，俾利學習

認證登錄事宜。請依下列各欄位資訊分別點選，即可完成報名事宜；上課地點：點選「臺南縣」。 

班別類別：點選「生活及成長」→「歷史」→「文化資產」→搜尋 

3.參加名單於9月30日公佈於縣府及文化局網站，敬請報名者自行上網查閱。 

九、議程： 

十月十五日(星期六) 

8:15~8:45 報到Registration 

8:45~9:00 開幕Opening 

主持人

Chairperson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評論人

Discussant 

松金公正 

(日本國立宇都宮大學副教

授) 

日據時期日本佛教與南瀛社會  9:00~10:10 

第一場次 

Session1 

 

王昭文 

(成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日治時期台南的基督徒與社會運動  

10:10~10:30 休息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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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Chairperson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評論人

Discussant 

艾茉莉 

(南瀛國際人文研究中心召

集人、CNRS法國國家科學研

究院研究員) 

Local Tradi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Folk Culture, Transmission 

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Place in 

the Tainan region 

 

楊彥杰 

(中國福建社科院客家研究

中心主任) 

移墾歷史與宗教文化的建構：以鹿陶洋江

氏宗族為例 

 

10:30~12:00 

第二場次 

Session2 

 

張慧端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專任副

教授) 

再思考西拉雅的祀壺文化叢：與阿美族宗

教變遷的比較 

 

12:00~14:00 午餐Lunch 

主持人

Chairperson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評論人

Discussant 

洪麗完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助研究員) 

洪廣冀 

(臺灣大學森林暨環境資源

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林野利權與熟番土地關係：以臺灣南部沿

山地區為中心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考古學專題中

心研究員兼執行長) 

西拉雅(siraya)人的考古學研究  14:00~15:30 

第三場次 

Session3 

 

陳叔倬 

(美國史丹佛大學人類科學

系博士生、慈濟大學人類所

講師) 

段洪坤 

(吉貝耍西拉雅人智多教育

中心負責人) 

 

西拉雅族的體質文獻回顧與數據重新分析  

15:30~15:50 休息 Break 

主持人

Chairperson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評論人

Discussant 

15:50~17:20 

第四場次 

Session4  孫淳美  

(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

術評論研究所助理教授) 

走過「人間」、回首「鹽田」：三十年後重

看洪通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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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野弘子 

(日本東洋大學社會學部教

授、南瀛國際人文研究中心

學術委員) 

日本統治時期臺南之生活文化的變化    

John B. Weinstein 

( Simon’s Rock  College 

of Bard, Great Barringto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Asian Studies, 

USA) 

台南之街道：台灣戲劇的一條地區道路 

 The Streets of Tainan:  A Local Path 

for Taiwan Theater 

 

十月十六日(星期日) 

主持人

Chairperson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評論人

Discussant 

曾士榮  

(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候選人) 

吳新榮的國族自我的追尋 – 以吳氏的日

記為中心的探討, 1945-1955 

 

Ann Heylen  

(賀安娟)  

(Research Unit on 

Taiwa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Ruhr 

University Bochum, 

Germany) 

臺灣歷史學的諸種趨勢於台南地區標定國

族主義樣式與殖民地近代性 

Trends in Taiwanese historiography 

Locating Colonial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t Stereotypes in the Tainan 

Region 

 

 

8:40~10:10 

第五場次 

Session5 

 

Scott Sim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Ottawa，加

拿大) 

手工業台灣：台灣揉皮廠中的工作與國家

認同  

Crafting Taiwan: Work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Leather Tanneries of 

Tainan 

 

10:10~10:30 休息 Break 
主持人

Chairperson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評論人

Discussant 

Faye Yuan Kleeman 

(阮斐娜)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USA) 

鬼怪、景觀與歷史陳述：台南本地文化與

殖 民 想 像  Ghosts, Landscape and 

History: Colonial Imagination of 

Native Tainan Culture 

 

10:30~12:00 

第六場次 

Session6  

Harold M. Otness 

( Professor Emeritus 

Southern Oregon 

University Ashland, 

Oregon   USA) 

十九世紀西洋人眼中的台南  

Tainan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Observations And Writings Of Some 

Nineteenth Century Vis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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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明福 

(成大建築系教授) 

李文環  

(樹人醫專講師) 

日治台南水道與高雄水道之比較研究  

12:00~13:30 午餐Lunch 

主持人

Chairperson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評論人

Discussant 

高淑媛 

(成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國家政策與地方產業：以日治前期台南地

區釀酒業為例之分析 

 

吳育臻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

授) 

日治時代台南州的「米糖相剋」問題與嘉

南大圳 

 
13:30~15:00 

第七場次 

Session7 

 

湊照宏 

(日本東京大? 大? 院? ?

? 研究科博士課程) 

戰時期?戰後復興期的台灣製鹼業  

15:00~15:20 休息 Break 

主持人

Chairperson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評論人

Discussant 

戴文鋒 

(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明鄭時期萬年縣治治所考論  

鄭梓 

(成大歷史系教授) 

試探南瀛地區近代「行政建制」之變革：

從戰前「台南州」到戰後「台南縣市」的

歷史轉折 

 

15:20~16:50 

第八場次 

Session8 

 

曾華璧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

授) 

南瀛地區濕地的開發與生態保育之意義  

16:50~17:10 綜合討論 

※研討會備有定點定時交通車接送，時間如下： 

新營火車站大會交通車 
10月 15日，08:00：新營火車站→會場 

           17:30：會場→新營火車站 

10月 16日，08:00：新營火車站→會場 

17:15：會場→新營火車站 

 

※食宿交通相關訊息、報名表與最新議程可上網查詢：成大歷史系網站--http://140.116.13.99/ 

                                                台南縣文化局-- http://www.tnc.gov.tw/ 

 

 

台南火車站大會交通車 
10月 15日，07:10：台南火車站→會場 

   17:30：會場→台南火車站 

10月 16日，07:10：台南火車站→會場 

17:15：會場→台南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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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南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名表               編號：           

 

 

我欲參加   □10月15日的研討會   □10月16日的研討會 

姓     名  服務單位  

出生年月日  職    稱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戶 籍 地 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通 訊 地 址 

□同戶籍地址 

□ 郵遞區號（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聯 絡 電 話 
公：（  ）        行動： 

宅：（  ）                傳真：（   ） 

E-m a i l  

膳 食     □葷食        □素食        □不用餐 

交 通 
□ 大會交通車（台南→會場） 
□ 大會交通車（新營→會場） 
□ 自行前往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