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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所2018年大事記 

時間 記事 

2018.01.01 本所陳志豪助理教授獲本校研發處新進教師研究補助。 

2018.01.08 凌宗魁（國立臺灣博物館專員）專題演講「淺談臺北近代公共

建築」（公眾史學系列講座Ⅳ）。 

2018.01.13 與國立東華大學人社院大眾史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主辦「日治臺灣的物質文化研究」工作坊。 

2018.01.19 研究生蒲地等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日本國民童話「桃太郎」

在殖民地臺灣的傳播」。 

2018.01.23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受邀至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那一年，我們

共同的青春記憶：國小畢業紀念冊回顧特展」專題演講「太陽

旗下的魔法學校」。 

2018.01.30 研究生黃采瑜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日治時期嘉義公園的建立

與發展」。 

2018.01.28 張素玢教授擔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07年冬令臺灣史研習營」

講師，講授「河床上的黃金夢—台灣南部的菸草移民村」。 

2018.01.31-02.10 本所師生共15人赴山形大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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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1 范燕秋教授獲中央研究院補助「107年第1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

期來院訪問研究案」，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短期訪問，

畫題目：戰後臺灣醫生赴日本行醫之研究，訪問期間：

2018.02.01-2018.06.30。 

2018.03.08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佛光大學通識中心專題演講「數位人文的教

與學」。 

2018.03.14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受邀至臺南女中「南女百年講座系列」專題

演講「自由之路：學校中的制度與道具－回顧南女服儀抗爭事

件」。 

2018.03.16 若林正丈（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專題演講「「帝國」的「網

子」與「鑿子」—思考「臺灣來歷」的複合性視角—」。 

2018.03.16 張素玢教授赴中國上海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辦、哈佛中

國基金、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哈佛上海中心協辦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yberinfrastructure for 

historical China studies（中國歷史研究的網絡基礎設施國際

研討會）」發表演講「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2018.03.17 蔡錦堂教授「日治時期臺灣宗教史專題」課程校外教學（一） 

地點：芝山巖 

2018.03.17 研究生賴冠妏獲107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 

2018.03.24 張素玢教授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史薈口述歷史工作坊擔任

講師，主講「原住民的口述歷史─跨族群與跨文化的挑戰」 

2018.03.26 張素玢教授「臺灣踏查旅遊史」課程至六張犁墓區移地教學 

2018.03.28 曾令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國家發展委員會諮

詢委員）專題演講「轉型正義與應用史學：從手工到大數據」。 

2018.03.28 張素玢教授於暨南大學歷史系演講「如何善用數位工具進行歷

史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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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2 張素玢教授於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演講「歷史研究的實踐──

田野工作與案例分析」。 

2018.04.14 張素玢教授於保安宮演講「凋零的櫻花－臺灣的日本移民村」。 

2018.04.16 張素玢教授「臺灣踏查旅遊史」課程舉辦「踏查人物工作坊」。 

 林欣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演講「禮密臣

臺灣資料選集的整理與出版」（踏查人物工作坊）。 

 蔡思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演講「日治早

期博物學者的登山與踏查」（踏查人物工作坊）。 

 鄭安睎（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演

講「南投布農族的傳統聚落與遷徙道路」（踏查人物工作坊）。 

 張素玢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演講「百年追

尋－重返John Thomson的攝影之路」（踏查人物工作坊）。 

2018.04.18 余懷瑾（2016TED講者、萬芳高中國文老師）專題演講「說故

事工作坊」（公眾史學系列演講）。 

2018.04.20 黃訓慶（資深編輯）專題演講「編輯實務工作坊I」（公眾史學

系列演講）。 

2018.04.26-05.14 張素玢教授擔任美國UCLA短期訪問學者，至該校短期訪問研

究。 

2018.05.12 張素玢教授於 UCLA 舉辦之「 Indigenous Knowledge, 

Taiwan： Comparative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s」「原

住民知識」研討會發表「The River and the Indigenes: 

Discussion on the Rukai in the Jhuokou River Watershed」. 

2018.04.28 蔡錦堂教授「日治時期臺灣宗教史專題」課程校外教學（二），

勘查圓山水神社、劍潭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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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8 研究生李新元於臺灣歷史學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

究所主辦「2018第11屆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研討會」發表論

文〈殖民地的文明身體─少年團日本聯盟在臺灣的發展〉。 

2018.04.28 研究生姚惠耀於臺灣歷史學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

究所主辦「2018 第 11 屆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研討會」發表

論文〈打造「樂園」的工程：1950 年代臺灣軍中樂園建制的合

理性〉。 

2018.04.28 研究生蔡雅薇於臺灣歷史學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

究所主辦「2018第11屆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研討會」發表論

文〈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以臺北州為中心探討〉。 

2018.04.28 研究生楊光於臺灣歷史學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

所主辦「2018第11屆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研討會」發表論文

〈明星化工政商關係發展史（1937-1980）〉。 

2018.04.28 研究生詹孟桐於臺灣歷史學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

究所主辦「2018第11屆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研討會」發表論

文〈1950年代美軍顧問團與國軍營養問題〉。 

2018.05.02 陳志豪助理教授受邀至桃園武陵高級中學演講「清代臺灣的歷

史層次：兼談隘墾制度」。 

2018.05.03 蘇碩斌（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專題演講「終戰

那一天的寫作經驗分享」（公眾史學系列演講） 

2018.05.04 黃訓慶（資深編輯）專題演講「編輯實務工作坊Ⅱ」（公眾史

學系列演講）。 

2018.05.05-06 陳志豪助理教授「清代臺灣開發史專題研究」課程赴南投草屯

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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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0-14 許佩賢教授赴韓國參加韓國漢陽大學比較歷史文化研究所及臺

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合辦「帝國的擴張、人群的移動」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的日本人教師」。 

2018.05.12 協辦「趙明河義士義舉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韓國「趙明

河義士紀念事業會」、本校「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共同主辦；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共同

協辦。 

2018.05.12 陳志豪助理教授於趙明河義士義舉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1928年臺灣士紳對於「趙明河事件」的認識：以日記

資料為中心〉。 

2018.05.12 陳佳宏副教授於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系列講座」演講「「美

麗島事件」之權力對立與輿情轉折」。 

2018.05.14 研究生林品中畢業發表歷史音樂會【你敢有聽著歷史咧唱歌？】 

2018.05.16 林昆範（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助理教授兼文化創意研究中心主

任）專題演講「文化品牌的傳承與創新」（公眾史學系列演講）。 

2018.05.17 張素玢教授「臺灣踏查旅遊史」課程舉辦「金門研究工作坊」。 

2018.05.17 李宗翰（本校歷史學系副教授）演講「明清時代的金門」（金

門研究工作坊）。 

2018.05.18 江柏煒（本校東亞學系教授）演講「邊界與跨界：東亞視野下

的金門研究」（金門研究工作坊）。 

2018.05.19 蔡錦堂教授「日治時期臺灣宗教史專題」課程校外教學（三）

「臺北宗教發展的遺跡」，勘查護國禪寺、二二八公園、臺北

天后宮、臺北法華寺、東和禪寺。 

2018.05.21 耿鳳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與古物維護研究副教授兼所

長）專題演講「展示這件事！」（公眾史學系列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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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2 林玫君教授「臺灣體育運動史」課程校外教學，考察原三軍球

場一帶（總統府前到臺北車站商圈）。 

2018.05.24 許佩賢教授受邀至臺北市文獻會演講「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 

2018.05.25 許佩賢教授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之「求同存

異：近代臺海兩岸發展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與

談人。 

2018.05.26 陳志豪助理教授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求同存異：近代

臺海兩岸發展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清乾隆晚期

臺灣中部的械鬥案及其影響：以乾隆47年的謝笑案為例〉。 

2018.05.26 許佩賢教授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辦「上學去—尋找我們的

校園記憶」教育文物現狀與調查工作坊中專題演講。 

2018.05.29 林玫君教授「臺灣體育運動史」課程校外教學，考察原中華體

育館一帶（小巨蛋及臺北市立體育館附近）。  

2018.05.30 李素馨（本校地理學系教授）演講「金門的文化地景」（金門

研究工作坊）。 

2018.06.01-04 張素玢教授「臺灣踏查旅遊史」課程赴金門進行田野調查。 

2018.06.07-09 許佩賢教授「公眾史學的理論與實作」課程，至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進行移地教學「校園生活與公眾史書寫交流工作坊」。 

2018.06.09-22 張素玢教授赴荷蘭參加第16屆「島嶼研究」國際研討會（16th 

Islands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2018），發表論文〈The 

Impact of the Phosphate-mining on the Uninhabited Isles 

of Taiwan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1895-1945）.〉 

2018.06.14 許佩賢教授演講受邀至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演講「臺灣教育史

研究的檔案學」。 

2018.06.15 吳昭輝（飛亞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專題演講「用網路

行銷全球──我專帶老外玩臺灣」（公眾史學系列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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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5 研究生詹孟桐獲財團法人鄭福田文教基金會2018年博碩士學

位論文獎助學金。論文題目：美軍顧問團與臺灣社會，指導教

授：范燕秋教授。 

2018.06.20 研究生黃皓陽、和田奈穗實獲得本所106學年度「臺日交流獎

學金」。 

2018.06.22 106-2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2018.06.28 研究生張毓哲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日治時期古坑沿山地區的

竹紙產業變遷」。 

2018.06.29 研究生林品中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可能有一工──用音樂寫

臺灣歷史」。 

2018.07.02 研究生謝泊諭碩士學位論文口試：「臺灣中部地方菁英田中陳

紹年之研究」。 

2018.07.03 許佩賢教授受歷史學科中心邀請至板橋高中演講「歷史課綱研

究與實作」。 

2018.07.06 張素玢教授於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歷史研究的實踐－村

落調查與案例分析」。 

2018.07.09 蔡錦堂兼任教授擔任國立臺灣圖書館107年度「臺灣文史教學

研習」北區講師，講授「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特色」。 

2018.07.11 蔡錦堂兼任教授擔任國立臺灣圖書館107年度「臺灣文史教學

研習」中區講師，講授「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特色」。 

2018.07.11 張素玢教授擔任國立臺灣圖書館107年度「臺灣文史教學研習」

中區講師，講授「中部地區臺灣歷史人物史料介紹」。 

2018.07.13 蔡錦堂兼任教授擔任國立臺灣圖書館107年度「臺灣文史教學

研習」南區講師，講授「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特色」。 

2018.07.12 研究生鄭涵云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殖民地臺灣的婦女雜誌《臺

灣婦人界》之研究（1934-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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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3 研究生謝宜彊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民間信仰與地方政治：嘉

義太保的水牛厝大士爺信仰」。 

2018.07.18 研究生席名彥、詹孟桐、姚惠耀獲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07

年度獎補助訪問學員。 

2018.07.23 研究生林品君碩士學位論文口試：「1920年代臺灣與朝鮮文化

啟蒙運動及主張之比較分析：以蔡培火與李光洙為例」。 

2018.07.26 研究生李明道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從林成祖到林本源：清代

板橋的族群關係」。 

2018.07.28 張素玢教授擔任全國客庄村史研習課程講師，主講「文獻與口

述歷史」。 

2018.07.28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07年暑期臺灣史研習營

擔任講師，主講「臺灣舊地名沿革」。 

2018.07.30 范燕秋教授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戰後臺灣醫師赴

日本行醫之研究：從“帝國”到“跨國”醫療人才流動」。 

2018.07.30 研究生黃品儒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在食之外：日治時期臺灣

食譜中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2018.07.31 研究生關口大樹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日治時期北投溫泉的發

展－以納涼會為中心之探討（1902-1945）」。 

2018.08.01 獲 科 技 部 補 助 延 攬 客 座 科 技 人 才 駒 込 武 （ Takeshi 

Komagome）客座教授「世界史脈絡中的臺灣殖民地支配專題

討論」教學計畫案。 

2018.08.01 許佩賢教授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日治時期的街庄教育

行政與初等教育──以《臺北州檔案》為中心（1921-1945）」

（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003-008-MY2）（2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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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1 范燕秋教授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全球視野下的樂生療

養院與臺灣漢生病政策變遷」（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3-005-）。 

2018.08.01 張素玢教授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日治時期醫師身分、

角色與空間的流動及轉變：應用數位人文工具的動態分析」（計

畫編號：MOST 107-2410-H-003-141-MY2）（2年期）。 

2018.08.01 陳佳宏副教授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美麗島軍法大審」

之權力對立與輿情轉折」（計畫編號：107-2410-H-003-012-）。 

2018.08.01 陳志豪助理教授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林爽文事件前臺

灣中部的械鬥案及其影響（1782-1786）」（計畫編號：

107-2410-H-003-010-）。 

2018.08.01 研究生蔡雅薇、饒維平、葉昕等三人獲本校鼓勵學生赴境外進

修補助。 

2018.08.01 研究生蔡雅薇獲教育部學海飛颺鼓勵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

國研修獎助學金獎學金。 

2018.08.07 研究生饒維平、蔡雅薇獲2018年度第二期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

學金（短期留學生）。（一般類別/日本研究類別）。 

2018.08.11 與彰化縣文化局合辦《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暨臺灣歷史人

物傳記資料庫（TBDB）工作坊 

2018.08.11 張素玢教授於「《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暨臺灣歷史人物傳

記資料庫（TBDB）」工作坊發表論文「《新修彰化縣志．人物

志》的特色」。 

2018.08.20 張素玢教授於中研院近史所「數位化的歷史研究」工作坊發表

「歷史人物的社會網絡與空間流動──以台灣歷史人物資料庫

（TBDB）為基礎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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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4 張素玢教授受邀至文化研究學會「2018年重建歷史現場 :紫

藤夏季沙龍」演講「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 

2018.08.24 許佩賢教授受邀至「第十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擔任

研討會主持人及與談人。 

2018.08.26 張素玢教授受邀參加財團法人半線文教基金會舉辦之「員林女

性之美」攝影與故事徵件活動座談會，主講「小鎮的女醫師們」。 

2018.08.29-30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圖書館主辦「2018臺灣歷史人物

傳記資料庫（TBDB）工作坊」。 

2018.08.29 張素玢教授於「2018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BDB）工作

坊」發表論文「從CBDB到TBDB以彰化縣志人物志為試金石」。 

2018.08.30 日本廣島大學師生來訪，本所兼任教授蔡錦堂授課「戰爭體制

下的臺灣」。 

2018.08.30 研究生羅崧源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農村社會文

化調查計劃」107年度獎補助生。 

2018.08.31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Michael Fuller教授（中國歷代人物傳記

資料庫（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開發者）

專題演講「A Perspective on the Changes in Song Dynasty 

Social Networks using Letters from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CBDB）」。 

2018.09.09 張素玢教授受邀屏東科技大學水資源教育及研究中心主辦之

「高屏溪水文化景觀與人文視角」研討會專題演講「跨河域的

人文視野：濁水溪V.S.高屏溪」。 

2018.09.13 張素玢教授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擔任訪問學者（2018.09-2019.01） 

2018.09.14-09.16 范燕秋教授於國家人權博物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

之「解碼「政治檔案」研習營」擔任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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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2 范燕秋教授受邀至臺北榮民總醫院專題演講「戰後臺灣醫師赴

日本行醫歷史考察」。 

2018.09.17 許佩賢教授受歷史學科中心邀請至花蓮高中演講「歷史課綱研

究與實作」。 

2018.09.19 陳文松（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專題演講「歷史考現學

──如何進行在地文史史料的發掘」（臺灣文化史研究系列演

講） 

2018.09.21 劉喜臨（高雄餐旅大學副校長、前觀光局副局長）專題演講「文

化觀光與觀光文化」（文化觀光與臺灣史專題與實作課程專題

演講） 

2018.09.28 廖泫銘（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副技師）專題

演講「從地圖數位典藏到空間人文研究平台建置—歷史GIS內

容與技術發展」（臺灣文化史研究系列演講）。 

2018.09.28 許佩賢教授於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發表「日本時代一

個公學校老師的發達之路：張式穀的軌跡」。 

2018.09.28 畢業生賴昱錡考取107年度高考三級原住民族行政類科榜首。 

2018.09.30 本所協辦「2018臺灣二林蔗農事件93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

會」，許佩賢教授擔任研討會主持人。 

2018.10.03 張素玢教授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社東亞數位人文系列講座

演講「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An Introduction」

（臺灣人物傳記資料庫介紹）。 

2018.10.03 王麗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主任）專題演講「歷

史檔案的編排描述與數位典藏應用」（臺灣文化史研究系列演

講）。 

2018.10.05-06 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行「107-1論文計畫審查暨合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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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8 陳培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專題演講「庶民的

聲音 在「聲音」：作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台灣歌謠」（臺灣

文化史研究系列演講）。 

2018.10.11 陳志豪助理教授受邀至臺灣山林歷史文化資產學會「山林之街

─北臺灣淺山地區的人群與交通網」（穿城入林─2018臺灣山

林歷史文化資產學會系列講座）。 

2018.10.12 吳昭輝（MyTaiwanTour CEO）專題演講「My Taiwan Tour

介紹、接待外國來臺旅客注意事項」（文化觀光與臺灣史專題

與實作課程專題演講）。 

2018.10.12 許佩賢教授兼所長受邀至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臺灣商業人才的

搖籃－臺北商大口述史第二輯》新書發表會擔任引言人。 

2018.10.16 「臺灣史料與研究法（二）」課程赴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

究中心參訪，由蔡蕙頻編審主講「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與臺灣

史研究」。 

2018.10.17 研究生席名彥發表「臺灣歷史詞彙的形塑與轉變：以「出草」

為例」（臺史所小講堂）。 

2018.10.19 張素玢教授於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專題演講：「From CBDB to TBDB：Using the 

New Edition of Changhua Gazetteer as a Starting Point.」 

2018.10.19 陳爰南（My Taiwan Tour專業英語導遊）專題演講「導覽技巧、

導遊應變能力訓練、帶團實例分享」（文化觀光與臺灣史專題

與實作課程）。 

2018.10.26 陳翠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題演講「政治檔案與戰

後初期臺灣政治文化分析」（臺灣文化史研究系列演講）。 

2018.10.26 曾麗茵（My Taiwan Tour專業英語導遊）專題演講「表達能力

與說故事訓練」（文化觀光與臺灣史專題與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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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7 蔡錦堂兼任教授於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臺灣文化研究中

心主辦第十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嘉義農林

學生的修學旅行」。 

2018.10.27 許佩賢教授於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主辦「《臺北州檔案》

與地方文書研究學術工作坊」發表「《臺北州檔案》解題：學

事類」。 

2018.11.01 本所協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上學去．臺灣近代教育特展」

開幕（11.01-2019.04.14）。 

2018.11.07 黃重興（景文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助理教授兼藝文中心主

任）專題演講「紀錄片與漢生病人權歷史再現」（臺灣文化史

研究系列演講）。 

2018.11.13 許佩賢教授受邀至「學校的物質文化史研究工作坊」（花蓮縣

教育機構文物普查暨奉安庫調查研究計畫（106-107）成果分

享系列活動）演講「學校文物與教育史研究」。 

2018.11.14 研究生詹孟桐發表「有關戰後美軍顧問團的調研經驗」（臺史

所小講堂） 

2018.11.17 許佩賢教授於南華大學人文學院主辦「2018 年日治時期臺灣的

教育與東亞認識」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日治時期臺灣學

校儀式的成立─以卒業式為中心」。 

2018.11.21 謝仕淵（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員兼副館長）專題演講「歷史展

示與物質文化研究」（臺灣文化史研究系列演講）。 

2018.11.21 蔡錦堂兼任教授於「敦南夜講堂」主講「從諷刺漫畫中看見日

治時期的臺灣」。 

2018.11.21 研究生饒維平獲澎湖縣政府「107 年度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

位論文獎助補助」。論文題目：南進之泉─日治時期澎湖軍用

飲水設施之發展。指導教授：張素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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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5 許佩賢教授於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主辦「2016-2017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4-2017）」。 

2018.12.05 研究生姚惠耀發表「誰值得被「同情」？：慰安婦與軍中樂園

的政治與文化意義」（臺史所小講堂）。 

2018.12.10 范燕秋教授接受民視新聞節目中心台灣演義訪問，談高一生傳。 

2018.12.12 陳耀昌（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專題演講「另類作家

的另類歷史書寫」（臺灣文化史研究系列演講）。 

2018.12.13 研究生李承諺、黎浩琮獲本校107學年度第1學期優秀研究生獎

學金。 

2018.12.13 研究生姚惠耀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2 級，獲本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增能獎補助。 

2018.12.13 范燕秋教授「臺灣社會文化史專題研究」課程校外教學，參訪：

臺灣博物館常設展。 

2018.12.19 畢業生陳皇志、杜曉梅獲國立臺灣圖書館 107 年臺灣學博碩士

論文研究獎助。 

2018.12.20 張素玢教授於 DADH 2018 第九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

研討會，與謝順宏（臺灣大學圖書館）、柯皓仁（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共同發表「自動分群應用於建立傳記人

物關係之研究」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