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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所 2017 年大事記 

時間 大事記要 

2017.01.09 
本所碩士田騏嘉、黃儒柏榮獲新臺灣和平基金會第三屆臺灣研

究博碩士論文獎。 

2017.01.16-20 
邀請日本山形大學人文學部人間文化學科吉井文美講師至本所

開設「近代日本與殖民地」密集課程。 

2017.01.21-22 
張素玢教授「數位人文與專題實作」課程主辦「2017故事地圖

Story Map」工作坊。 

2017.01 
許佩賢教授與吳密察及林詩庭合譯，駒込武教授的鉅著《殖民

地帝國日本文化統合》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2017.01 
研究生謝泊諭、張毓哲、張夢軒等3人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N3級，獲本所研究生學術增能獎助。 

2017.02.01 

獲科技部補助，邀請日本近畿大學文藝學部文化‧歷史學科近

藤正己教授至本所客座一年，開設「日本近代軍事與臺灣社會」

及「日本近代政治與臺灣社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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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2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蘇碩斌教

授，共同出席臺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之〔另眼看學

術主題講座X說書〕講座，以「擺盪在同化與差異之間：戰前日

本的殖民地文化統合政策」為題，介紹《殖民地帝國日本文化

統合》一書。 

2017.02.16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受邀至國史館演講「說故事，學歷史」。 

2017.02.24 李河泉（澤鈺智庫總經理）專題演講「打造職場競爭力」。 

2017.02.25 

范燕秋教授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及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合辦「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發

表〈原住民族的二二八與事件後原住民菁英身邊的情治人員：

以黃朝君為例〉。 

2017.02.28 
范燕秋教授受衛生福利部委託完成「樂生療養院恩賜治療室文

史調查研究計畫」。 

2017.03.10 
都留俊太郎（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專題演講 

「阿本仔做臺灣農業史：二林蔗農事件的再詮釋」。 

2017.03.11 
蔡錦堂教授「日治時期臺灣宗教史專題」課程，赴芝山巖田野

調查。 

2017.03.25 
張素玢教授受賴和基金會邀請至二林鎮圖書館演講「濁水溪出

代誌」。 

2017.04.07 

姚嘉文（總統府資政）專題演講「從反對運動到民主運動—中

壢事件前後」（紀念二二八事件70週年、中壢事件40週年、解嚴

30週年「社會公義與轉型正義」系列演講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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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0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演講「凋零的櫻花─

─臺灣的日本移民」。 

2017.04.13 

近藤正己客座教授「日本近代軍事與臺灣社會」與許佩賢教授

「臺灣史料與研究法（二）」課程聯合校外教學，參訪南投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以及霧峰林家「萊園」。 

2017.04.13 
范燕秋教授受邀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6年全國防疫業務

聯繫會議」（澎湖），演講「臺灣防疫史」。 

2017.04.14 

陳翠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專題演講「重構二二八：

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紀念二二八事件70週

年、中壢事件40週年、解嚴30週年「社會公義與轉型正義」系列

演講Ⅱ） 

2017.04.15 
與臺灣研究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政治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共同合辦「爭取民主的年代」學術研討會。 

2017.04.15 陳佳宏副教授於「爭取民主的年代」學術研討會中擔任與談人。 

2017.04.17 
陳偉欽所友通過106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

檢定考試：中等學校類科。 

2017.04.21-22 
主辦｢臺北高等學校創校95週年：學養與自治精神的傳承 ｣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17.04.21 

研究生徐紹綱於「臺北高等學校創校95週年：學養與自治精神

的傳承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菁英」的戰爭足跡：臺北高

等學校學徒兵生活實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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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2 

蔡錦堂教授於「臺北高等學校創校95週年：學養與自治精神的

傳承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新竹中學出身的臺北高校生初

探〉。 

2017.04.24 
近藤明理（王育德之女）專題演講「王育德與戰後臺籍日本兵

補償運動」。 

2017.04.25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受邀至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演講「學校，

你好嗎？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教育經驗」。 

2017.04.27-

05.03 

張素玢教授「數位人文與專題實作」課程「翻轉教室」單元，赴

雲林縣古坑鄉田野實查，蒐集製作「故事地圖 Story Map」之素

材。 

2017.05.02 
蔡錦堂教授「日治時期臺灣宗教史專題」課程校外教學， 

勘查古坑地區校內神社。 

2017.05.05 

黃長玲（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專題演講「轉型正義在

臺灣」（紀念二二八事件70週年、中壢事件40週年、解嚴30週年

「社會公義與轉型正義」系列演講Ⅲ）。 

2017.05.06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受邀參加駐臺北韓國代表處主辦「趙明河義

士研究座談會」，發表「1920年代臺灣的社會與教育狀況──

趙明河的臺灣經驗會是什麼？」 

2017.05.13 
范燕秋教授受邀擔任國立臺灣博物館「國際博物館日」活動講

座，主講「典藏品的爭議歷史：柯象─臺灣現存最早之木乃伊」。 

2017.05.15 
劉夏如（玉山社策畫主編）專題演講「慰安婦問題與戰後臺灣：

知識實踐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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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7 

「灣生」岡田京子女士，偕夫婿日本「にっぽんど真ん中祭り」

文化財團理事長岡田邦彥先生、保保旅行社董事長戴啟珩，聯

合捐贈「臺日交流獎學金」予本所，於晶華酒店完成獎學金捐

贈備忘錄簽署儀式。 

2017.05.19 
張素玢教授受邀擔任臺中市政府「終身學習講堂」講座，演講

「大河三部曲」。 

2017.05.19 
研究生林品中等13位於「2017人文季：師大人文之夜活動」中

演唱林品中創作之《你敢有聽到銃聲》與《可能有一工》。 

2017.05.20 

研究生李新元於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所「第17屆山

海觀文化資產學術研討會」發表〈醫療設施與歷史記憶調查研

究：以日治時期樂生療養院恩賜治療室為例〉。 

2017.05.20-21 

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歷史學會主辦，

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與本所協辦「2017走在歷史的關鍵

時刻」研討會。 

2017.05.26 
鄧相揚（報導文學作家）專題演講「演繹─臺灣族群與文創舞

劇」。 

2017.06.01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劉吉軒教授「計算

思維」課程，演講「一位人文學者的數位之路」。 

2017.06.05 
林炳炎（《保衛大臺灣的美援》作者）專題演講「如何跌入美援

黑洞中？」。 

2017.06.07 
蕭宇辰（臺灣吧營運長）專題演講「臺灣吧：新媒體時代的歷史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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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9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徐世榮著，本所碩士張雅綿整理，

《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

的歷史》一書，榮獲文化部第41屆金鼎獎。 

2017.06.10 臺灣史研究所105學年度小畢典暨全所大會。 

2017.06.17 
張素玢教授受邀錄製公視「DataMaps數據地圖真臺灣：先民的

腳蹤」節目。 

2017.06.20 全所師生為蔡錦堂教授舉辦退休謝師宴。 

2017.06.21 
張素玢教授於誠品書店【敦南夜講堂】發表新書《未竟的殖民：

日本在臺移民村》講座：「帝國的同化實驗：日本在臺移民村」。 

2017.06.24 
張隆志兼任教授「公眾史學與當代臺灣」課程，赴青田街校外

踏查。 

2017.06.24 

范燕秋教授於國史館「國史館檔案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發表〈美援與戰後初期臺灣的國民營養─以美援機構檔案為中

心〉。 

2017.06.26 
高嘉駿同學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海外臺獨與國民黨政府的對

抗─以1970年刺蔣事件為中心的討論」。 

2017.06.28 
研究生陳怡璇考取「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學歷史科正式教師」

（106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歷史科正取第2名）。 

2017.06.28 本所碩士陳宜君考取「國立鳳山高級中學歷史科正式教師」。 

2017.06.28 
研究生安井大輔碩士學位論文口試：「1930年代前後在臺日本

媒體人之媒體策略─以宮川次郎與《臺灣實業界》雜誌為中心」。 

2017.06.29 
研究生劉芷瑋碩士學位論文口試：「交通、人流、物流─日月潭

水力發電工程對於水里地區的影響（1919-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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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30 

駒込武（京都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教育學部教授）「比較

殖民主義與臺灣近代史研究」系列演講I：「文明與殖民的辯證：

《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出版20年回顧」。 

2017.07.01 

駒込武（京都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教育學部教授） 「比較

殖民主義與臺灣近代史研究」系列演講II：「帝國與宗教的交錯： 

從《世界史中的臺灣殖民地支配》一書談起」。 

2017.07.01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文化部主辦、國立臺灣文學館承辦、南投縣

政府文化局協辦之「縫補記憶，連綴現實──文字‧行動‧博物

館」活動，於南投縣文學資料館進行「重返母親之河，認識濁水

溪的人文與歷史」座談。 

2017.07.02-10 研究生饒維平、葉昕參與「2017暑期廣島大學（SS）密集課程」。 

2017.07.11 
研究生杜曉梅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清代臺灣原住民女性人物

與形象研究」。 

2017.07.13 
研究生陳皇志碩士學位論文口試：「臺北水道建設與近代殖民

都市發展（1895-1945）」。 

2017.07.14 

研究生林品中、張毓哲、張夢軒、林祐里、坂本貴等以「紙想記

得你──造紙業的前世今生」，獲2017年第三屆全國大專院校

暨高中職Story Map校園競賽大專組佳作。 

2017.07.16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彰化縣文化局演講廳進行《未竟的殖民：日

本在臺移民村》新書講座。 

2017.07.17 

蔡錦堂教授、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受邀擔任國立臺灣圖書館「臺

灣文史教學研習營」臺北場講座，介紹國立臺灣圖書館的臺灣

學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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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9 

蔡錦堂教授、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及張素玢教授受邀擔任國立臺

灣圖書館「臺灣文史教學研習營」臺中場講座，介紹國立臺灣

圖書館的臺灣學特藏。 

2017.07.21 

本所蔡錦堂教授、許佩賢兼所長教授受邀擔任國立臺灣圖書館

「臺灣文史教學研習營」高雄場講座，介紹國立臺灣圖書館的

臺灣學特藏。 

2017.07.24 
研究生徐紹綱碩士學位論文口試：「臺北高等學校學徒兵的徵

召與實態」。 

2017.07.28 

研究生劉彥均碩士學位論文口試：「竹仔門發電廠對美濃地區

的影響」。 

研究生徐子涵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從軍中康樂到民族精神的

倡導─何志浩與國民黨的民族舞蹈運動（1952-1976）」。 

2017.07.29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彰化縣員林鎮市立圖書館第一分館進行《凋

零的櫻花─談彰化的日本移民村》講座。 

2017.07.31 蔡錦堂教授榮退。 

2017.07.31 
研究生林融徽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反共抗俄的場域：三軍球

場歷史脈絡之研究（1950-1960）」。 

2017.08.01 新聘陳志豪先生為專任助理教授。 

2017.08.01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范燕秋教授及張素玢教授獲科技部補助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2017.08.06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北斗鎮縣定古蹟保甲事務所進行《凋零的櫻

花─談彰化的日本移民村》講座。 

2017.08.10 日本廣島大學師生來訪，由本所蔡錦堂教授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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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2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雲林縣虎尾鎮縣定古蹟涌翠閣進行《凋零的

櫻花─雲林的日本移民村》講座。 

2017.08.18 

陳志豪助理教授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帝國邊緣與流動：

清代下淡水溪平原暨山腳、恆春半島社會秩序」工作坊「帝國

治理與控制」場次擔任與談人。 

2017.08.18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臺東晃晃二店PLUS」進行《凋零的櫻花─

後山的日本移民村》講座。 

2017.08.19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花蓮時光1939」進行《凋零的櫻花―後山

的日本移民村》講座。 

2017.08.25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臺中哲學星期五」進行《被排除的拓墾史：

日治時期的移民》講座。 

2017.08.26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彰化市「紅絲線書店」進行《未竟的殖民：日

本在臺移民村》講座。 

2017.08.27-

09.01 

張素玢教授「臺灣史料與研究法（一）」課程，帶領同學前往古

坑鄉田野調查，師生並參與耆老座談會擔任記錄。 

2017.08 

研究生蔡雅薇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2級、N3級；研究

生姚惠耀、張夢軒兩人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3級，獲

本所研究生學術增能獎助。 

2017.09.06 日本山形大學人文學部師生來訪歡迎會。 

2017.09.07-08 
由本所學生擔任學伴，陪同日本山形大學人文學部同學進行臺

北街頭訪問。 

2017.09.09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高雄市「三餘書店」進行《河床上的黃金夢

─南部菸草移民村》講座。 

2017.09.10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草屯「三省堂書店」進行《凋零的櫻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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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中部的日本移民村》講座。 

2017.09.14 日本山形大學人文學部學生街訪成果發表會及歡送會。 

2017.09.19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國立中央大學演講「桃園的平埔族與調查經

驗分享」。 

2017.09.21 
本所碩士賴昱錡考取106年度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原住民族行政

類科榜首。 

2017.09.22 
陳冠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專題演講「如何做一個

研究生」。 

2017.09.28-29 

張素玢教授科技部數位人文計畫規劃，本所與國立臺灣圖書館

主辦、臺灣數位人文學會協辦「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

（TBDB）工作坊」。 

2017.09.29 

林崇熙（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專題演講「讓各領域需要臺灣史」（公眾史學系列講座

Ⅰ）。 

2017.10.07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豐原「三民書局」進行《未竟的殖民：日本在

臺移民村》講座。 

2017.10.13-14 
於桃園角板山復興青年活動中心舉辦106-1學期論文計畫發表

合宿。 

2017.10.14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長林日龍演講「從父親到我如何為

樂信瓦旦找回歷史的公平正義、找回民族的尊嚴與歷史正義」。 

2017.10.18 
范燕秋教授「臺灣醫療史研究」課程，於臺北公館自來水博物

館至臺北植物園周邊，進行軍事衛生史蹟與歷史地景踏查。 

2017.10.20 
研究生席名彥於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第十三屆『嘉

義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從「出草」看《諸羅縣志》的文化



臺史所 2017年大事記 

- 199 - 

時間 大事記要 

塑造與影響〉。 

2017.10.21 

與臺灣二林蔗農事件文化協會合辦「2017臺灣二林蔗農事件92

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系列活動：臺灣農民運動之當代價

值觀」。 

2017.10.21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受邀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6年度精進教學

計畫─高雄市社會學習領域『歷史教學讀書會』」專題演講「太

陽旗下的魔法學校」。 

2017.10.26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元智大學通識講座，演講「大學生的在地文

化素養和國際視野」。 

2017.10.28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受邀至竹北高中「歷史科教師專業成長─12

年國教新課綱教學活動研討」演講「臺灣史教學USB」。 

2017.11.03 
張夢軒同學碩士學位論文口試：「綏撫、監控到自治─日治到

戰後前期山地交易的制度形成與變遷」。 

2017.11.6-11 

張素玢教授至印度新德里參加 2017 年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morphology（ ICG）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Flood, Village Transformation, And Myths〉。 

2017.11.08 
陳卓泰（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專題演講「每天office

論文靠近妳」。 

2017.11.10 
陳建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專題演講「當媒

體碰上歷史─故事該怎麼說」（公眾史學系列講座Ⅱ）。 

2017.11.15 
本所碩士賴昱錡考取106年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三等考試原住

民族行政類科榜首。 

2017.11.17 

張素玢教授「數位人文與專題實作」課程，至古坑草嶺遊客中

心、樟湖國小及桂林國小等處，進行各組製作影片之成果發表，

將調查成果回饋在地鄉民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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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2 

范燕秋教授「臺灣醫療史研究」課程，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舊館（臺大醫院西址大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

院區、國立臺灣博物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教育部、外交部

臺北賓館、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與濟南基督長老教會等

進行史蹟考察。 

2017.11.24-25 
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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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25 
張素玢教授於「近代臺灣與東南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獵

島行動──太平洋島嶼的磷礦採集與多國勢力的角逐〉。 

2017.11.25 

研究生姚惠耀於陽明大學─中研院「新世代跨領域科學人才培

育計畫─醫療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子計畫、中央研究院人

社中心亞太研究專題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國立

中興大學歷史學系主辦，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協辦之「醫療史研究生論文研討會暨醫療史

教育圓桌論壇」，發表〈戰後臺灣軍妓制度中的性病防治〉。 

2017.11.27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演講「未竟的殖民─

─日本在臺移民村」。 

2017.11.28 
范燕秋教授受邀至衛生福利部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推動小組

報告「漢生病醫療史料館建置計畫」。 

2017.11.29 

張素玢教授於第8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學術研討會（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DADH）），發表〈從CBDB到TBDB：以《新修彰化縣志．

人物志》為試金石〉及〈臺灣歷史人物文本檢索 與探勘系統之

建置〉。 

2017.12.01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與飛亞旅行社簽訂產學合作計畫「臺灣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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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資源之應用」。 

2017.12.01 
陳佩歆（桃園市木藝生態博物館教育推廣組組長）專題演講「轉

向歷史─文化工作的觀察」（公眾史學系列講座Ⅲ）。 

2017.12.01-02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於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地方文書與近代

東亞殖民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戰爭時期街庄的教

育行政與教育實況──以《鶯歌庄文書》為中心的探討〉。 

2017.12.05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國立中山大學國文學系演講「我的數位人文

之路」。 

2017.12.06 研究生賴冠妏獲106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 

2017.12.08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資學院演講「如何善用

數位工具進行歷史敘事」。 

2017.12.10 
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邊

牆與番界：湘西與臺灣的比較研究」工作坊。 

2017.12.10 

陳志豪助理教授於「邊牆與番界：湘西與臺灣的比較研究」工

作坊主講「紫線番界：清乾隆年間北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方行

政」。 

2017.12.13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受邀至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北商創校百週年

─校史暨校史經營學術研討會」進行專題演講「利用學校檔案

建構學校史─兼談臺北商業學校校史的建構」。 

2017.12.13 
范燕秋教授「臺灣醫療史」課程邀請潘佩君教授專題演講「CAM

與園藝輔助療法」。 

2017.12.14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演講「未竟的殖

民──日本在臺移民村」。 

2017.12.14 研究生林品中榮獲「106學年度文學院傑出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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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5 

研究生蔡雅薇、吳佳靜、林品中與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哲學星

期五@雲林‧雲中街」發表「你所不知道的雲林─文史踏查in古

坑」。 

2017.12.15-16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漢陽大學校比

較歷史研究所主辦「日本帝國內外的人群移動」工作坊，發表

〈日本時代臺灣公學校的日本人教師〉。 

2017.12.17 

陳志豪助理教授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地圖與相關圖像史料

蒐藏與數位應用」工作坊，發表〈番界圖史料之蒐集與研究（二）

──〈紫線番界圖〉研究分享〉。 

2017.12.18 
張素玢教授擔任臺北市立文獻館臺北市文化資產「文物普查」

研習課程講座，講授「文物普查方法及案例分析」。 

2017.12.20 
范燕秋教授「臺灣醫療史」課程邀請潘佩君教授專題演講「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2017.12.21 
「臺灣史料與研究法（二）」課程邀請侯坤宏教授專題演講「二

二八及白色恐怖相關史料與研究之介紹」。 

2017.12.23 

陳志豪助理教授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李文良教授受邀參加

大家出版、故事及說書共同主辦之「伊能嘉矩再發現──《臺

灣文化志》系列講座」，主講「想像的前現代：《臺灣文化志》

與清朝治下的臺灣」。 

2017.12.26 
陳志豪助理教授「歷史地理研究」課程，赴臺中石崗、豐原、東

勢等地進行田野調查。 

2017.12.30 

研究生姚惠耀於臺灣跨領域同志研究學會主辦，世新大學性別

研究所及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協辦之「臺灣跨領域同志研

究青年學者論壇」會議，發表〈「同性愛」的誕生：日治時期臺

灣的同性愛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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