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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會議日期：2011年 4月 29–30日（週五、六） 
會議地點：淡江大學淡水校園 
主辦單位：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 
          台灣東南亞學會 
協辦單位：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亞洲大學東南亞企業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實踐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台南藝術大學亞太音樂研究中心 

議  程 

時間／日期 第一天  4月 29日（週五） 

09:10–09:40 開幕典禮（覺生國議會議廳 10樓） 

09:40–10:30 
 
 

主題演講：On ASEAN Community Building 
演講人：Edilberto c. de Jesus（President, The A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主持人：Glenn May（美國奧勒岡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0:30–10:50 茶敘（覺生國議會議廳 10樓） 

時間 題目 發表人 主持人 地點 

10:50–12:10 第 6場次  客居與他鄉 

剖析馬來（西）亞人的「福建人」 古鴻廷、曹淑瑤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華人社會的整合

（1855–1942） 
白偉權 

越南少數民族族語發展現況調查 蔣為文 

海外華族價值觀的轉變：巴達維亞《公案簿》

審判特色初探 
尹境佑 

古鴻廷 H111 

第 10場次  社會組織與文化想像 

台灣民眾與新加坡民眾信任關係的比較

以：2006年的調查為例 
董娟娟 

國寶總動員：東南亞國家博物館的文化想像

與建構 
翟振孝 

 

「共同體」的時差及其歷史文化詮釋：電視

紀錄片《同飲一江水》之「傳統」地景分析 
王鵬惠 

林開忠 H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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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伊斯蘭世界？馬來西亞伊斯蘭復興運

動與組織探析 
游雅雯 

第 15場次  新加坡與印尼政治發展 

印尼社會族群宗教衝突問題之研究：以「新

秩序」時期政策為例 
王遠嘉 

Democracy In Cambodia Joshua 
Friednash 

Islamic Parties, Islamic Radical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Indonesia 

Wendy 
Andhika 
Prajuli 

 

Reshaping the contours of Southeast Asia: 
Truth, reconciliation and oral history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regional history 

Leong Kar Yen 

太田淳 H113 

12:10–13:50 午餐／東南亞學會會員大會（覺生國議會議廳 10樓） 

13:50–15:10 第 1場次  民主化與政體發展 

老牌東協五國民主化之比較研究： 
以政黨體制與社會分歧為焦點 

吳鯤魯 

緬甸民主化發展之研析：從軍政府、反對勢

力與國外強權三角關係之探討 
陳怡君、宋鎮照 

常設國際機關「日本 ASEAN中心」之考察 胡慶山 

陳鴻瑜 H111 

第 3場次  跨區域與次區域整合 

從建構主義觀點論東協與歐盟發展之異同 陳仲沂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AFTA）對台灣
的影響：兼論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陳尚懋 

泛北部灣微區域經濟整合之發展 蔡東杰、張聖傑 

東南亞之區域整合對食品體系與公衛健康

之影響 
江素慧 

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之跨界水治理研究 于蕙清 

蕭新煌 H112 

第 8場次  族群關係與政策 

回家，原來是條漫長的道路：以柬埔寨人口

販運受害者生涯偶遇為例 
郭政芬 

如何找到社群的文化機會 張春炎 

東南亞客家地緣社團與客家族群認同的關

係:以新馬印越四國為例 
林開忠、利亮時 

「進入? 還是停在原點?」論柬埔寨占族穆
斯林與國家教育體制之間的爭議 

簡安志 

 

華裔印尼人與 Bumiputera之日常生活互
動：以 2位華裔印尼人的生命經驗為個案 

賴筱穎 

張雯勤 H113 

15:10–15:30 茶敘（宮燈教室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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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50 第 7場次  性別與宗教 

現代印尼伊斯蘭復興改革中的穆斯林婦女

角色，以印尼之’Aisyiyah與Muslimat為例
探討之 

林長寬 

家庭組織、經濟能力與性別關係：探討越南

女性移工的家庭地位變化 
王宏仁、楊玉鶯 

De-patriarchalization without 
“Conscientization”: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in Post-Colonial 
Malaysia 

李美賢 

李美賢 H111 

請祖先幫忙：馬來半島 Temuan人的Niat
儀式與生活 

梁志輝   

第 4場次  文學與語言 

泰國華文文學之回顧與展望 吳佳怡 

越南玄光之禪詩內容探討 武氏明鳳 

戰前新馬英文源流的馬來亞史研究

（1878–1941） 
廖文輝 

新加坡的華文教育政策的檢視：過去、現狀

與未來 
陳昌宏 

馬來西亞的華教捍衛者：林連玉與沈慕羽的

分析比較 
曹淑瑤 

廖文輝 H112 

第 17場次  兩岸與東南亞之互動 

孔子學院在東南亞：文化傳播的政治化邏輯

與柔性權力外交的在地回應 
蕭新煌、楊昊、

陳彥羽 
探討台商在中國大陸供應鏈管理與台商經

營績效：以珠三角台商為例 
利田正  

東南亞安全機制之發展與困境：建構主義下

東協安全思維的轉變（1967-2010） 
林若雩 

新加坡文化政策與文化認同之形塑 張碧君 

 

馬政府兩岸經貿政策對大陸台商投資行為

之影響：2008–2010 
關弘昌 

蔡昌言 H113 

16:50–17:10 茶敘（宮燈教室外側） 

17:10–18:00 主題演講：Becoming a Migrant in Asia: Understanding Emigration 
演講人：Dr. Daniele Belanger 
主持人：王宏仁教授 

19:00–21:30 歡迎晚宴（淡水紅瓦厝庭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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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日期 第二天  4月 30日（週六） 

08:30–11:00 報到 

時間 題目 發表人 主持人 地點 

09:00–10:20 圓桌論壇：跨境與歸返：東南亞研究的新議題與再想像 

女性、在地與跨境：馬共研究的田野與文獻

再思考 
潘婉明  

越南自古即屬中國？：談研究者與常民知識

的斷裂 
張書銘  

一個伊斯蘭世界？馬來西亞伊斯蘭復興運

動與組織探析 
游雅雯  

邊緣與之間：東南亞邊／跨境議題新探 楊昊、陳琮淵 

龔宜君 

 

第 02場次  社會團體與政治發展 

後蘇哈托時期印尼的政治發展以及華人政

社地位的演變 
孫采薇 

泰國民主轉型時期的軍文關係，1991–2006 李淑貞 

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對異議伊斯蘭信仰的控

制與管理：澳爾根教團事件個案研究 
陳中和 

菲律賓 2010年總統大選評析 翁俊桔 

陳中和 H103 

第 13場次  人力、所得與飲食的跨國移動 

越南的勞動力移動與區域經濟發展：東南區

域及湄公河區域 
蔡青龍、周毓敦 

比較台灣與新加坡勞動移民政策：動態模型

分析 
鄭安玲、宋鎮照 

菲律賓的海外勞工匯款與國家發展 陳躍升、蔡青龍 

戴萬平 H104 

第 16場次  泰國政治發展 

廿一世紀泰國政治「塔信化」的歷程、影響

與結果：「非曼谷泰國」的地方政治變遷研

究（2001–2010） 

陳佩修 

泰國政媒關係互動與影響 林若雩、鄭翔 

 

泰國汽車產業的政治經濟分析 陳尚懋 

陳佩修 H105 

10:20–10:40 茶敘（宮燈教室外側） 

10:40–12:00 第 05場次  國際權力關係 

亞太區域形勢下東協與俄羅斯關係新銓 謝明勳、張凱銘 

全球化時代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軟實力外

交：公共外交與網路外交的興起 
洪敬富 

 

東南亞地緣權力競逐的歷史驅動模式研

究：強權的地緣操作可能性探討 
何燿光 

徐本欽  H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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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Myanmar Relations from 2000 to 
2010: Markets First, Politics Second 

Shee Poon Kim   

第 09場次  跨國勞工與婚姻 

台中市商業區外籍勞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

分割化關連性之初探 
陳坤宏 

東南亞外籍配偶國籍歸化之路：以財力證明

提憑為探討中心 
梁銘華 

「難民」與「移工」、「觀光」與「婚姻」：

泰國東北男女的跨國生命記事 
林育生 

協議現代性邊緣：越南農村女性遷台的能動

與結構 
龔宜君、張書銘 

許文堂 
（回應

人：柯瓊

芳） 

H104 

第 12場次  區位與產業發展 

跨國公司與泰國汽車產業發產 戴萬平、洪柏智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Flow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ase 

Ignacio Jose 
Minambres 
Garcia 

南寧新加坡經濟走廊之建構探索：可行的願

景 
阮斯堅 

曼谷擴張型都會區的發展及其首要性 蔡青龍、鄒以文 

吳鯤魯 H105 

第 14場次  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之競合 

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策略之安全因素 左正東 

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之競合：以 TPP與 EAS
為例 

林若雩 

探討亞太中實力國家在區域整合所扮演的

角色 
林欽明 

 

後冷戰時期中國的亞洲想像中所再現之區

域整合策略 
劉名峰 

林若雩 H106 

4/29 10:30– 
4/30 12:00 壁報論文展示（4月 29日於 H114；4月 30日於H107） 

 

馬來西亞華人宗教的在地轉化：從聖跡（keramat）崇拜到拿督公祭祀／彭婉詩 
探討佛教傳入越南之年代／阮福心 
泰南穆斯林分離運動的根源與演進／黃台安 
制度變動下的族群經濟：以越南胡志明市華人的為例／陳氏芳蓮 
泰王蒲美蓬之君主立憲角色／王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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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第 1屆台灣境外宗教研究研討會 

會議日期：2011年 6月 10日（週五） 
會議地點：南華大學成均館三樓會議室 C334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議  程 

08:30–08:50 報到、領取會議資料 

08:50–09:00 開幕典禮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第一場  馬／華的宗教節慶 
李豐楙 
（國立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教授） 

普度：檳城中元節
的聯合勸募與馬
華社會 

吳龍雲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華語文教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美華 
（南華大學宗教
學研究所副教授） 

衛塞節：馬來西亞
佛吉祥日公共假
期 的 緣 起 與 族
群、文化論述 

呂凱文 
（南華大學宗教
學研究所副教授） 

09:00–10:40 

朱浤源 
（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研究
員） 

蔡源林 
（國立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助理
教授） 

齋戒月：大馬族群
融合的文化政治 

梁志輝 
（中央研究院亞
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助研究員） 

10:40–11:00 茶敘時間 

第二場  馬印伊斯蘭的教育與法制 
陳中和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客
座助理教授） 

追求伊斯蘭的現
代性：馬來西亞現
代伊斯蘭法律體
制的改造工程 

曹淑瑤 
（東海大學共同
學科暨通識教育
中心助理教授） 11:00–12:40 

梁志輝 

邱炫元 
（荷蘭Utrecht大
學博士候選人） 

再思穆斯林公共
領域：後蘇哈托時
期穆斯林社會的
宗教虔誠與公共
道德的表述 

曹淑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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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長寬 
（國立政治大學
中東與伊斯蘭研
究中心執行長） 

當代伊斯蘭復興
改革思潮中印尼
伊斯蘭教育的轉
變：以 Pesantren
教育制度為例探
討之 

朱浤源 

12:40–14:00 午餐、休息 

第三場  宗教的移動、在地與融變 
李靜 
（蘭州大學西北
少數民族研究中
心教授） 

融合與變遷：裕固
族宗教信仰的現
代發展 

陳祥水 
 

蔡宗德 
（國立台南藝術
大學民族音樂學
研究所教授） 

爪哇入神舞蹈中
的儀式型態、音樂
特性與社會功能 

黃淑基 
（南華大學民族
音樂學系助理教
授） 

14:00–15:40 

陳祥水 
（國立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榮
譽退休教授） 

林育生 
（中央研究院亞
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助理） 

作 功 德 與 社 會
性：泰國東北 Isan
男女的移動與返
鄉 

黃國清 
（南華大學宗教
學研究所助理教
授） 

15:40–16:00 茶敘時間 

綜合討論 

16:00–17:00 
陳美華 

梅慧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梁志輝 
蔡源林 

17:0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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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7–9月 
亞太研究相關會議時間表 

七  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6/30–
7/3 

 
4th SSEASR Conference  
Mountains in the Religions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lace, Culture, and Power 

地    點：Thimphu, Kingdom of Bhutan 
主辦單位：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Religion (SSEASR) 

電子郵件：BhutanSSEASR@hotmail.com 
相關網址：www.sseasr.org 

7–9 

Transforming Cambodia 
Studies: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Transitions since 
1979 

地    點：Siem Reap, Cambodia 
主辦單位：Center for Khmer Studies (CKS) 
電子郵件：conference@khmerstudies.org 
相關網址：http://khmerstudies.org/ 

26–28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Visions of the Future” 

地    點：Bangkok, Thailand 
主辦單位：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Mahidol 
University 

電子郵件：thaistudies2011@gmail.com 
相關網址：http://www.lc.mahidol.ac.th/ 

thaistudies2011/ 

八  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9–11 
CAPAS-CSEAS Workshop for 
Young Scholars of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地    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大樓第三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 
          專題中心 
          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聯 絡 人：陳儀芳女士 
電    話：02–2651–6862 
傳    真：02–2651–6863 
電子郵件：erinyfc@gate.sinica.edu.tw 
相關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 

ca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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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兩岸南海水下文物保護研討會 

地    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大樓第三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 
          專題中心南海研究社群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聯 絡 人：（1）陳儀芳女士 
          （2）林碧美女士 
電    話：（1）02–2651–6862 
          （2）02–3789–7250 
傳    真：02–2651–6863 
電子郵件：（1）erinyfc@gate.sinica.edu.tw 
          （2）pimei@ gate.sinica.edu.tw 
相關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 

capas/ 

九  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2 2011 亞太研究成果發表會 

地    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大樓第三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 
          專題中心 
聯 絡 人：陳儀芳小姐 
電    話：02–2651–6862 
傳    真：02–2651–6863 
電子郵件：erinyfc@gate.sinica.edu.tw 
相關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 

capas/ 

26–28 Indonesia Council Open 
Conference 2011 

地    點：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主辦單位：The Indonesia Council 
電子郵件：icoc2011@gmail.com 
相關網址：http://indonesiacouncil.anu.edu. 

au/icoc201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