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內亞與海洋：明清中央檔案、地方文書及域外史料」 

國際研討會  議 程 

2022.12.2  (週五 Friday)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時間 Time 議程 Agenda 

08:30-09:00 報到 
09:00-09:15 開幕致詞：黃進興、李貞德 

9:15-10:55 
第一場

Session 1.1 
 

主持人 
Chair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與談人 
Discussant 

藍弘岳 

上田信 

東部歐亞圈域中的戰國日本：鄭舜功
《日本一鑑》中所見的海上航線（東
ユーラシア圏域における戦国日
本：鄭舜功『日本一鑑』に見られる
海上ルート） 陳宗仁 

鄭維中 荷蘭東印度公司船務會計帳簿及其
研究示例 

豊岡康史 
（視訊） 

“切勿輕開邊釁”：嘉慶四年的對外
姿態（切に軽々しく辺釁を開くなか
れ：嘉慶四年の対外姿勢） 

賴惠敏 

10:55-11:15 茶敘 Tea Break 

11:15-12:55  
第二場 

Session 1.2 

主持人 
Chair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與談人 
Discussant 

賴惠敏 

柳澤明 

清朝對中俄貿易的管理體制及其變
遷：18 世紀後半至 19 世紀初（清朝
の対ロシア貿易管理体制の変遷：18
世紀後半～19 世紀初頭） 

馬騰 

村上信明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兩個禮儀
問題的關聯性——清朝、西藏、英
國—— 

賴毓芝 

馬騰 
乾隆朝對入關前滿文史料的研究：從
《無圈點字書》和《舊清語》到《滿
文老檔》 

林士鉉 

12:55-14:00 午餐 Lunch Break 

14:00-16:20 移動至鹿港 

16:20-17:10 古蹟參訪 鹿港天后宮 帶隊人：王鴻泰、李仁淵 

17:30-19:00 晚宴 Conference Dinner 

19:00-21:00 移動至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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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3 (週六 Saturday)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階梯教室 

時間 Time 議程 Agenda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致詞：張隆志 

9:40-10:30 
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主持人 
Chair 

主題演講人 
Keynote speaker 

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張隆志 陳國棟 變遷的清史歷程與變遷的清史研究 

10:30-10:50 茶敘 Tea Break 

時間 Time 議程 Agenda 

10:50-12:30  
第三場 

Session 1.3 

主持人 
Chair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與談人 
Discussant 

陳熙遠 

小林亮介 
錫金王子的世界旅行與藏傳佛教的
近代（シッキム王国王子の世界旅行
とチベット仏教の近代） 

劉國威 
池尻陽子 

北京的學問僧院——雍和宮及被其
吸引的人們（北京の学問僧院・雍和
宮とそこに引き寄せられた人々） 

孔令偉 清朝初期與西藏之間的政教關係與
資訊蒐集 

12:30-13:40 午餐 Lunch Break 

13:40-15:20
第四場 

Session 1.4 

主持人 
Chair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與談人 
Discussant 

邱仲麟 

中島楽章 

白銀從何而來？——明代中期的對
外貿易與白銀流入（銀はどこから来
たのか？——明代中期の対外貿易
と銀流入——） 

廖肇亨 岡本真 

16-17 世紀日本的南歐相關外交文書
──以 1592 年豐臣秀吉致「小琉球」
文書為中心──（16～17 世紀日本
の南欧関係外交文書について
――1592年の「小琉球」宛豊臣秀
吉文書を中心に――） 

木村可奈子 

日本入侵琉球後的東亞：明朝的對日
警戒與臺灣、澳門（日本の琉球侵略
後の東アジア：明の対日警戒と台
湾・マカオ） 

15:20-15:40 茶敘 Tea Break 

15:40-17:00 
學術參訪 
Academic 

Visiting 
臺灣歷史博物館 帶隊人：王鴻泰、李仁淵 

18:00-19:30 晚宴 Conference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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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4 (週日 Sunday) 成功大學文學院演講廳 

時間 Time 議程 Agenda 

08:10-08:40 報到 

08:40-08:50 致詞：陳玉女、陳文松 
08:50-09:20 
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主持人 
Chair 

主題演講人 
Keynote speaker 

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陳玉女 王汎森 清代疆域擴張——一個學術史的考察 

09:20-09:30 中場休息 Break 

09:30-11:30
第五場 

Session 1.5 

主持人 
Chair 

發表人 
Presenter 

題目 
Title 

與談人 
Discussant 

陳文松 

祝平一 游於藝：奕繪與天學 
賴毓芝 

林士鉉 滿文檔案與《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
圖‧平定伊犁受降》圖像研究 

李毓中 
巴禮僧、生理人與土生子：十六、十
七世紀西班牙——菲律賓漢學的奠
基與發展 林玉茹 

盧正恒 海國製作：清代海洋空間的形成與流
變 

11:30-11:50 茶敘 Tea Break 

11:50-13:00
綜合座談 
General 
Session 

主持人 
Chair 

引言人 
panelists 

陳文松 
日方        柳澤明、中島楽章 

台方        王鴻泰、李仁淵 

13:00-13:30 午餐 Lunch Break 

14:00-16:00 古蹟參訪 赤崁樓 
帶隊人：王鴻泰、李仁淵 
導覽：踏溯文資股份有限公司 

16:30- 返程（高鐵）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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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規 則 

為使會議順利進行，敬請留意下列事項： 

一、 會議開始於 2 分鐘響鈴，請所有與會者入席。 

二、 議程時間分配： 

（一） 三位發表者共 100 分鐘： 

發表 60 分鐘（每位發表人 20 分鐘 X 3）+ 與談 20 分鐘 

+ 綜合問答 20 分鐘 

（二） 四位發表者共 120 分鐘： 

發表 80 分鐘（每位發表人 20 分鐘 X 4）+ 與談 20 分鐘 

+ 綜合問答 20 分鐘 

三、 為尊重發表人之智慧財產權，請勿在未經主辦單位許可下，

於會場或視訊會議室使用任何錄音錄影之設備，將發表人之會

議資料進行轉錄、側錄及散佈。 

四、 為尊重發表人之智慧財產權，請勿外流論文全文。 

五、 本次會議採用實體會議 ＆ 視訊會議（Webex Webinars）同

步並行，並設有即時口譯進行線上同步口譯。請各與會者注意

下列事項： 

（一） 現場與會者請自備可使用 Webex 系統之 3C 設備（優

先推薦手機，平板、筆電次之）。 

（二） 現場與會者請務必自備【有線耳機麥克風】，請勿使用

【藍芽無線耳機】，以避免雜訊、串音的干擾。 

（三） 現場與會者，手機請勿開啟擴音功能，以避免音訊干擾

會場。 

（四） 會場音訊主聲道語言，以發表人使用語言為準，同步口

譯播音則需透過視訊軟體（Webex）收聽。（舉例：報告人

以日語發表，會場主聲道為日語發音，華語同步口譯可於

Webex 收聽；反之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