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界的性別史研究：理論與實踐」工作坊 

 

會議日期：2020年 11月 18 ~19日（星期三、四） 

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第一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議  程 

 

11月 18日（星期三） 

08:30-09:00 報  到 Registration 

09:00-09:10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場次／時間 主 持 人 發 表 人 題                   目 評 論 人 

第一場 

09:10-10:20 

郭安瑞 

Andrea S. 

Goldman 

Xia Shi
＊

 

The Politics of Chahui: Gender and 

Etiquette in Late Qing Diplomatic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許慧琦 

Howard 

Chiang
＊

 
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 紀大偉 

10:20-10:40 休息 Break 

第二場 

10:40-12:00 
邱大昕 

連玲玲 
慈善的根基：蔣宋美齡的基督教信

仰 
曾慶豹 

陳佩甄 

「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

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

復轉向 

劉  文 

12:00-13:30 午餐 Lunch Break 

第三場 

13:30-15:10 
游鑑明 

邱大昕 
我不是盲妹：近代華人女性視障者

的生命故事 

游鑑明 紀大偉 
瘋子有未來嗎？：一則台灣小說簡

史 

林新惠 
現代主義與障礙婚姻：1960年代台

灣小說的「障夫」與「常妻」 

15:10-15:30 休息 Break 

第四場 

15:30-17:40 
陳建守 郭 婷

＊
 
當「愛」作為政治話語：東亞的現

代經驗 
韓承樺 



韓承樺 
心理知識引介與「情緒」／emotion

在近代中國社會的建構與經驗 
郭 婷

＊
 

丘文豪 
愛情有無定則？1920年代青年的道

德焦慮 
陳重方 

陳重方 
在「烈士」的形象之下—重探姚名

達生平與內心世界 
丘文豪 

學者晚宴Welcome Dinner 

 

 

11月 19日（星期四） 

場次／時間 主 持 人 發 表 人 題                   目 評 論 人 

第五場 

09:00-10:10 
胡曉真 

Tadashi 

Ishikawa
＊

 

Gendered Knowledge in Imperial 

Circulation: Marriage Gifts, Social 

Reforms, and Masculinity in Colonial 

Taiwan 

梁秋虹 

辜知愚
＊
 
新知識體系下的傳統建構：20 世紀

早期的婦女／女性文學史實踐 
楊玉成 

10:10-10:30 休息 Break 

第六場 

10:30-12:10 
黃錦珠 

吳雅琪 
女性「特使」：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外籍顧問的角色與任務 
廖小菁 

羅秀美 
跨越閨門／走出國門—康同璧的世

界行旅及女性主體的塑造 
黃錦珠 

賴佩暄 
女性與邊疆：論于式玉與于紉蘭的

邊疆行旅與書寫 
簡金生 

12:10-13:30 午餐 Lunch Break 

第七場 

13:30-15:10 
巫仁恕 

姬曉茜
＊
 

Medicine for Blackening Beard: Male 

Cosme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烏鬚藥：男性化妝品 

蔣竹山 

蔣竹山 閱讀東亞新女性的幾種視角 孫慧敏 

李麗芳 
檔案裡外之性別—刑科題本與小日

常的男女 
衣若蘭 

15:10-15:30 休息 Break 

第八場 

15:30-17:40 
賴毓芝 

宋 雪
＊
 
閨媛與國事：戊戌六君子遺孀的生

命際遇 
羅久蓉 

劉心如 
國族、女人與敘事：鄭成功（1624-

1662）母親的圖像史研究 
賴毓芝 



郭立東
＊
 日本橫濱中華義莊的水子供養 康詩瑀 

楊昕沫
＊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哈爾濱俄僑中的

法西斯主義思潮與婦女組織 
林志宏 

 

備註：發表人姓名後標記＊為遠端視訊與會學者 

議事規則：發表人每人 15分鐘、評論人每人 10分鐘，其餘時間開放討論。 

 

 

※發表學者名單（按姓名筆劃排序）： 

Howard Chia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歷史系副教授 

Tadashi Ishikawa：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歷史系助理教授 

Xia Shi：New College of Florida歷史系副教授 

丘文豪：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中研院近史所博士培育人員 

吳雅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宋  雪：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後 

李麗芳：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林新惠：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邱大昕：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紀大偉：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姬曉茜：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連玲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郭立東：神奈川大學大學院歷史民俗資料學研究科博士候選人 

郭  婷：香港大學性別研究所客座助理教授 

陳佩甄：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建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重方：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辜知愚：奈良女子大學博士生 

楊昕沫：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劉心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蔣竹山：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賴佩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韓承樺：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羅秀美：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暨評論人名單（按姓名筆劃排序）： 

衣若蘭：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林志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孫慧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康詩瑀：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梁秋虹：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許慧琦：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郭安瑞 Andrea S. Goldma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副教授 

曾慶豹：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游鑑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黃錦珠：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楊玉成：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廖小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劉  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賴毓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簡金生：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羅久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