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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  

「101 年度臺灣學博碩士論文研究獎助發表會暨頒獎典禮」 

新聞稿 
                                              發稿單位：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 
                                              發布日期：101 年 12 月 14 日(星期五) 

                                               單位聯絡人：周瑞坤 
 聯絡電話：（02）2926-6888 轉 4216 
 電子信箱：jkchou@mail.ntl.edu.tw 

 
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本館）將於 12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1 點

40 分於本館 4 樓 4045 教室舉辦「101 年度臺灣學博碩士論文研究獎助發表會暨頒獎典

禮」。典禮中除頒發博士論文得獎人 5 萬元獎金、碩士論文得獎人 3 萬元獎金及佳作論

文獎狀乙紙外，並請得獎者進行論文發表，以分享研究成果，竭誠歡迎社會大眾踴躍

參加，詳見典禮流程表。 

本館臺灣學博碩士論文研究獎助對象為公私立大專校院博、碩士研究生，並以從

事臺灣學研究為其學位論文主題者。該獎助自民國 80 年起實施迄今，已有百餘名研究

生獲得獎助。今年申請件數多達 131 件(博士 16 件、碩士 115 件)，競爭可說是非常激

烈。在經過初審、書面審查及複審充分討論的結果，遴選出博士論文 2 篇及碩士論文

6 篇，以及佳作論文 4 篇，詳見得獎名單。 

本次錄取論文涵蓋史學、社會學、藝術學及文學等不同領域，其能在 131 件申請

案中脫穎而出，更可見其研究成果甚具學術價值。在史學方面，除了清代及日治時代

的研究外；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得獎作品於研究主題上，即甚富創意，例如查忻博士

的博士論文〈荷蘭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以荷蘭文原始檔案為基礎，輔

以已刊行的檔案資料及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透過分區觀察荷蘭改革宗教會在臺灣各

地（西拉雅區、南路地方、虎尾壠與二林、雞籠淡水）的發展實況，深入討論在臺牧

師以西拉雅語及虎尾壠語所編纂的教義教材與教育事業，以及荷蘭人教會群體在臺灣

的發展與角色，多面向地呈現 1624 年至 1662 年(共 38 年)之間荷蘭改革宗教會在臺灣

的活動。無論在史料的發掘與運用、研究議題的開創等方面，在臺灣史研究方面，該

文均相當具有代表與示範性。又如，李淑君博士的博士論文〈黨外女性的他者敘述與

自我敘述：民主與性別的歧義分析〉，以 1975 年到 2000 年的黨外雜誌、《婦女新知》

雜誌、黨外女性自傳為分析對象，探討不同的歷史條件下，「民主」一詞的多重意義。

同時，以黨外運動的民主歷程為觀察，深入分析黨外運動的女性在他者敘述與自我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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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背後所呈現的民主與性別發展與歧義；更從橫向對照、縱向觀照與歷史召喚，看自

我敘述與他者敘述的互文性，以及文本對民主義涵的認同、衝突、嘲諷等不同層次的

回應。其研究議題與成果，無論在性別、女性主義或文學研究等領域上，不僅具有開

創性，亦為近年來相關領域少見的精采論著。其他如黃頌文對英商杜德與寶順洋行的

研究、張怡寧以李喬為例研究歷史記憶所建構的民族意涵、林杰民以四健會的移植論

述 1951 至 65 年國際農業交流、張玉萱對日治時期臺灣赴中國畫家的研究、任秀玲對

臺灣原住民工藝藝術的研究、哈勇諾幹對原住民社會經濟變遷的深入討論，也都是相

當傑出的作品。 

本館陳雪玉館長表示，雖然每年預算逐年縮減，但為鼓勵研究生進行臺灣學研究，

仍將努力籌措經費，持續辦理該項獎助；同時，自前年起，已將博士論文獎助金額，

由原先 3 萬元提高至 5 萬元，碩士論文由 2 萬元提高至 3 萬元，以吸引及鼓勵更多年

輕研究者投入臺灣學研究。此外，也由於近年來申請者愈加踴躍，卻每每因經費關係，

使得部分優秀論文成為遺珠之憾，故自今年起增列佳作名額，雖無獎金，但希望能透

過頒獎給予實質的肯定與鼓勵。 

本館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設立迄今已逾 98 年，是臺灣歷史最悠

久的圖書館，典藏自日治時期以來豐富的臺灣資料，提供國內外學者研究臺灣學的重

要資源。96 年 3 月本館獲教育部補助成立「臺灣學研究中心」，希進一步扮演與學術

界交流的平台及推廣臺灣學研究的角色。因此，得獎論文除收錄於本館「臺灣學研究

中心」館藏外，電子檔亦將上傳至本館網頁（http://www.ntl.edu.tw）供各界研究利用。 

本館 102 年度博碩士論文研究獎助申請，預計於明年 4 月間公告，6 至 7 月間受理

申請，歡迎公私立大學從事臺灣學相關議題研究之研究生踴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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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臺灣學博碩士論文研究獎助發表會暨頒獎典禮流程 

 

日 期 ： 101 年 12 月 14 日  

地 點 ： 本 館 4 樓 4045 教 室  

     (新 北 市 中 和 區 中 安 街 85 號 ) 

 

 

時間 議程 

13：30~13：40 貴賓入席 

13：40~13：45 館長致詞 

13：45~14：25

第一場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吳文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系教授) 

查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 

黃頌文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清季臺灣開港前後英商杜德與寶順洋行的

崛起(1850-1870) 

14：25~15：05

第二場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陳萬益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兼任教授) 

李淑君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學系博士) 

黨外女性的他者敘述與自我敘述：民主與性

別的歧義分析 

張怡寧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歷史記憶建構的「民族」意涵：李喬臺灣歷

史書寫的認同流變與文學展演 

15：05~15：15 中場休息 

15：15~15：55

第三場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林鋒雄 

(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

與民俗藝術研究所教授) 

林杰民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從美國到臺灣：四健會的移植與國際農業交

流工作(1951-19 四健會的移植與國際農業

交流工作) 

張玉萱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 

日治時期赴中國之臺灣洋畫家－以劉錦

堂、陳澄波為例 

15：55~16：35

第四場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林修澈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教授) 

任秀玲 

(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 

排灣族工藝的傳統與再生－以佳興村木雕

發展為例 

哈勇諾幹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制度性剝削與原住民社會經濟變遷：以南澳

鄉泰雅族 rgayung 部落礦業活動為例 

16：35~16：40 中場休息 

16：40~16：50 頒獎 

16：50~17：00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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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臺灣學博士論文研究獎助得獎名單 

 

♦ 博士得獎論文(依筆劃順序)： 

得獎人 學校系所 論文題目 指導教授 

李淑君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學系

黨外女性的他者敘述與自我敘述：民主

與性別的歧義分析 

 

鍾秀梅教授 

查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 
曹永和教授 

古偉瀛教授 
 

 

 

博士論文佳作(依筆劃順序)： 

得獎人 學校系所 論文題目 指導教授 

林以衡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日治時

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西洋小說

的接受、移植與再造 

 

黃美娥教授 

莊天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

(1902-1911) 
吳文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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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臺灣學碩士論文研究獎助得獎名單 

♦ 碩士得獎論文(依筆劃順序)： 

得獎人 學校系所 論文題目 指導教授 

任秀玲 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排灣族工藝的傳統與再生－以佳興村木

雕發展為例 

 

潘襎教授 

林杰民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從美國到臺灣：四健會的移植與國際農

業交流工作(1951-1965) 

 

王秀惠教授 

哈勇諾幹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 

制度性剝削與原住民社會經濟變遷：以

南澳鄉泰雅族 rgayung 部落礦業活動

為例 

 

鄭祖邦教授 

張玉萱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日治時期赴中國之臺灣洋畫家－以劉錦

堂、陳澄波為例 

 

吳方正教授 

張怡寧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歷史記憶建構的「民族」意涵：李喬臺

灣歷史書寫的認同流變與文學展演 

 

陳建忠教授 

黃頌文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清季臺灣開港前後英商杜德與寶順洋行

的崛起(1850-1870) 

 

林玉茹教授 

  碩士論文佳作(依筆劃順序)： 

得獎人 學校系所 論文題目 指導教授 

李佳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

研究所 
日治時期臺灣「污物」處理之研究 蔡錦堂教授 

莊怡文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

文化研究所 

在理想的幻滅中尋找生之路－小泉盜泉

《盜泉詩稿》研究 

 

廖振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