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世界海洋文化研究所協議會（WCMCI）學術大會暨 

第十七屆海港都市國際學術研討會 

「東亞海域社會的構成、經驗、問題」會議議程表 

每篇論文發表 15 分鐘，評論 3 分鐘，回覆 3 分鐘。「本會議全程中日韓語同步口譯」 

             11 月 12 日(五) 線上 

              8:50-9:00 報到 

開幕式 

09:00-09:15 

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 

韓國海洋大學校國際海洋問題硏究所鄭文洙所長 

合照 

09:15-09:20 
拍攝紀念照 

主題演講 1 

09:20-10:20 

題目：近世日本知識人的交流網絡與海外信息的傳播─以木村蒹葭堂與森島中良

為中心 

講者：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執行長） 

主持：徐興慶（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 國際暨外語學院院長) 

             茶 敘(10:20-10:30) 

主題 
場次 1 

近代前後的中國沿海城市 

主持 
劉序楓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執行長） 

10:30-11:45 

題目：從《閩俗異聞錄》看明清福建沿海民眾經濟生活 

發表：王日根（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 / 歷史系教授） 

評論：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執行長） 

題目：公帑所限抑或外輪優先：海關、商人與近代私設燈塔問題 

發表：伍伶飛（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評論：姜帆（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題目：知易行難：1936-1938 年廣州市公共衛生管理 

發表：姜帆（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評論：王日根（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 / 歷史系教授） 

              午 餐(11:45-12:45) 

主題 
場次 2 

海洋知識與貿易 

主持 
蔣竹山 

（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12:45-14:00 

題目：15 世紀後半到 16 世紀初期日中兩國間的錢幣流通──以日本、明朝兩國的

挑揀令分析為中心 

發表：郝洪熠（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研究科博士後期生） 



評論：馬樹華（中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 文化產業系系主任） 

題目：海帶：貿易、日常生活與技術進步 

發表：馬樹華（中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 文化產業系系主任） 

評論：蔣竹山（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題目：明清時期海洋動物的紀錄、想像與比較 

發表：連啟元（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評論：郝洪熠（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研究科博士後期生） 

               茶 敘(14:00-14:10) 

主題 
場次 3 

思想文化的跨海旅行 

主持 
許怡齡 

（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院執行長 / 韓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14:10-15:25 

題目：浮世繪中的中國元素──兼論鈴木春信的美人繪「八景」與「五常」 

發表：李豔麗（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賴昇宏副教授代宣讀） 

題目：「佳人」的東亞旅行 

發表：狄霞晨（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院許怡齡執行長代宣讀） 

題目：和刻本《開元天寶遺事》的刊刻與流傳探考 

發表：吳晗（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林彥如助理教授代宣讀） 

              茶 敘(15:25-15:35) 

主題 
場次 4 

東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人物 

主持 
倪仲俊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15:35-17:15 

題目：근대 초기 영국 선원의 법적 지위 확립 과정과 사회적 조건의 변화- 

1729 년의 법령을 중심으로（從 1729 年法案看近代早期英國水手的法律地

位及其社會制度的變化） 

發表：玄在烈（韓國海洋大學國際海洋問題硏究所敎授） 

評論：崔世勳（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東西交流與東亞早期敦煌學 

發表：陳琳琳（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評論：許端容（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題目：從學者外交官柔克義看清季美國對華政策的形塑與影響（1899-1909） 

發表：洪玉儒（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評論：倪仲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題目：早期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與東海傳教網絡構建（16-18 世紀） 

發表：杜雨晴（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後 / 特聘副研究員） 

評論：阮氏青河（高雄科技大學外語教學中心講師） 

17:25-17:55 

代表者會議 

與會者(筆劃順排列)： 

中山大學國際問題硏究院東南亞硏究中心（牛軍凱） 

中央硏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硏究中心（劉序楓） 

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硏究院（許怡齡） 

中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硏究所（修斌、趙成國） 

木浦大學校島嶼文化硏究院（洪錫俊） 

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部（葉柳和則、南誠） 

神戶大學人文學硏究科海港都市硏究中心（真下裕之） 

廈門大學歷史硏究所（王日根） 

韓國海洋大學校國際海洋問題硏究所（鄭文洙、崔洛民、權京仙） 

 

           11 月 13 日(六) 線上 

            8:50-9:00 報到 

主題演講 2 

09:00-10:00 

題目：동아시아 해역의 표류 연구와 과제: 조선을 중심으로（東亞海域的漂流

硏究與課題─以朝鮮爲中心） 

講者：金康植（韓國海洋大學國際海洋問題硏究所敎授） 

主持：王俊彥（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 / 文學院院長） 

             茶 敘(10:00-10:10) 

主題 
場次 5 

沿海城市文化形成與特色 

主持 
安煥然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 

10:10-11:25 

題目：義山墓冊中的海外華人社會信息：英屬馬來亞雪蘭莪州巴生福建義山的案

例分析 

發表：江柏煒（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評論：安煥然（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 

題目：동아시아 항구도시의 사회문화적 구성：말라카(Malacca)의사례를 

중심으로（東亞海洋世界港口城市的社會文化形成—以馬六甲為例） 

發表：洪錫俊（木浦大學島嶼文化硏究院教授兼院長） 

評論：鄭文洙（韓國海洋大學校國際海洋問題硏究所所長） 

題目：2010 年東日本大震災被災地における近世初期以来の津波の経験から見た

相馬港周辺（以近世以來的海嘯經驗來看位於 2010 年東日本大地震受災區

的相馬港周邊地區） 



發表：藤田裕嗣（神戶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教授） 

評論：郭維倫（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助理教授） 

              午 餐(11:25-12:25) 

主題 
場次 6 

東亞的移動人口 

主持 
方献洲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12:25-13:40 

題目：바다의 사자후（獅子吼）：ACRP 의 보트피플 프로젝트（獅子吼在海上—

—ACRP 的船民計畫） 

發表：盧英順（韓國海洋大學國際海洋問題硏究所敎授） 

評論：崔洛民（韓國海洋大學國際海洋問題硏究所敎授） 

題目：東亞跨國婚姻移民的社會融入研究綜述 

發表：胡源源（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 

評論：張毓芬（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韓国人被爆者の語りから見る、日本への移住と朝鮮半島への帰還をめぐ

る多様な「被爆者像」（從韓國人核爆受害者的口語敘述來看移居日本與回

歸朝鮮半島的多樣化「核爆受害者形象」） 

發表：橋場紀子（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研究科博士後期生） 

評論：塚本善也（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茶 敘 (13:40-13:50) 

主題 
場次 7 

文學中的移民 

主持 
林孟蓉 

（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院副執行長 / 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13:50-15:05 

題目：Diaspora and Home in Krys Lee’s 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Krys Lee

《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中的移民和家中家） 

發表：盧鍾眞（韓國海洋大學英語學系敎授） 

評論：崔世勳（中國文化大學韓文系助理教授） 

題目：華僑視点からの小説創作——陳舜臣の小説『残糸の曲』と『山河在り』

を中心に（以華僑視點展開的小說創作——以陳舜臣的小說『殘絲曲』和

『山河猶存』為中心） 

發表：謝格菲（神戶大學人文學研究科文化構造專攻博士後期生） 

評論：林孟蓉（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院副執行長 / 日本語文學系副教

授） 

題目：在離散中拯救「華人性」：基於新加坡中國新移民文學作品的話語分析 

發表：黎相宜 / 陳思涵（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 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本科生） 



評論：梁一萍（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茶 敘 (15:05-15:15) 

主題 
場次 8 

文化、空間、產業 

主持 
鄭潤道 

（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教授兼主任) 

15:15-16:55 

題目：輪船與東亞海域現代社會的形成 

發表：馬衛星（中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 海洋文化與文學專業

博士生） 

評論：陳慶智（政治大學韓文系副教授） 

題目：토지이용에 따른 섬 경관구조와 문화적 경계：한국의 전남 신안군의 

사례（島嶼的景觀結構和文化邊界） 

發表：金在恩（木浦大學島嶼文化硏究院教授） 

評論：洪善基（木浦大學島嶼文化研究所教授） 

題目：지속가능한 섬과 어촌：현황과 발전 방향（永續的島嶼和漁村：現狀和

發展方向） 

發表：洪善基（木浦大學島嶼文化研究所教授） 

評論：金在恩（木浦大學島嶼文化硏究院教授） 

題目：在跨國代購中打造商品迴圈：韓國快時尚批發市場與台灣女性的跨國實踐 

發表：呂紹酉（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張毓芬（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閉幕式 

16:55-17:10 

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許怡齡執行長 

韓國海洋大學校國際海洋問題硏究所鄭文洙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