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跨界深思：過去、現在與未來 

In-Depth Reflection upon Border-Cross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日期：2020 年 11 月 23-24 日（週一、二） 

地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二樓 

 

議程 
 

第一天 2020 年 11 月 23 日（週一） 

08:30-09:10 報到 平面演講廳 

09:10-10:40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 

【1-1】 

海外華人的形成與發展 

 

（中文發表 4 篇） 

【1-2】 

馬來西亞權威政治之發

展與華人鄉團 

（自組場次） 

 

（中文發表 3，評論） 

 

【1-3】 

國家與社會關係 

 

（中文發表 4 篇） 

【1-4】 

文化遺產與藝術再現 

 

（中文發表 4 篇） 

主持人：李美賢（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

系教授） 

 

劉桂苓（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

生） 

當代越南華人的文化與

政體-同奈省農村家庭的

個案研究 

 

任婕（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博士生） 

介於泰馬之間的「半路

店」：一個客家聚落的形

成 

 

張容嘉（國立交通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博士後研

究員） 

「客」在兩岸三國之間-

當代馬來西亞客家人的

客家想像 

 

蕭宇佳（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博士生） 

東馬來西亞新堯灣族群

互動之參與觀察：以兩

主持人：梁聖宇（國立

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李政豪（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系） 

大洋東渡：威權時期巫

統控制沙巴州政權動機

與手段 

 

劉治劭（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碩士生） 

三個馬哈迪？！馬來西

亞全國第 14 屆大選馬哈

迪的形象轉折與記憶研

究 

 

鄧世軒（北京大學國際

關係學院碩士生） 

馬來西亞華人鄉團與中

國僑務公共外交初探 

 

場次評論人：游雅雯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

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助理教授） 

 

主持人：吳鯤魯（銘傳

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兼系

主任） 

 

林欽明（淡江大學退休

教師） 

RCEP 的迷思：論區域整

合對台灣的衝擊 

 

許慈佑（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兼

歷史學系兼任講師） 

李光耀執政前後的新、

馬關係（1957-1961） 

 

陳中雨（國立空中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助理

教授） 

中華世界中國對越南治

理關係之研究- 以明、清

年間越南黎莫之爭為例 

 

韓智恩（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

生） 

由網路評論探討泰國人

民對其監察制度之認知

與態度：以巴育就職宣

誓事件之仲裁為例 

主持人：蔡晏霖（國立交

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

授） 

 

嚴智宏（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泰國《蘭堪亨第一號石

碑》的辨與辯 

 

李欣欣（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東南亞學系博士生） 

越南國語字的書寫藝術化 

 

謝坤笠（天主教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文化情感與糾結：從馬來

西亞二十四節令鼓的推廣

觀察 

 

翟振孝（國立歷史博物館

副研究員兼典藏組組長） 

博物館運動的真實與虛

境：東南中國與域外東南

亞華僑博物館的跨界生產 



個節慶活動為例 

10:40-11:00 茶點時間 平面演講廳 

11:00-11:20 

開幕式 

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王冠棋（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專題中心助研究員） 

開幕致詞 

蕭高彥（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專題中心研究員兼執行長） 

蔡明璋（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臺灣東南亞學會理事長） 

11:20-12:30 

專題演講 

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張雯勤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專題中心研究員兼跨界與流動計畫召集人） 

演講人：蕭新煌（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金會董事長、總統府資政） 

演講題目：回首與勾勒台灣的東南亞研究的發展 

與談人：林開忠（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與談人：張翰璧（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 

與談人：楊昊（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金會執行長、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執 

        行長） 

12:30-14:00 臺灣東南亞學會 2020 年度會員大會（學會會員） 平面演講廳 

12:30-14:00 午餐 平面演講廳 

14:00-15:30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 

【2-1】 

東南亞客家研究第三部

曲：台馬客家帶族群關

係及其比較[I] 

（自組場次） 

 

（中文發表 3，評論） 

 

【2-2】 

宗教信仰與文化融合 

 

（中文發表 3 篇） 

【2-3】 

亞太與東南亞區域政治

經濟關係 

 

（中文發表 3 篇） 

【2-4】 

國家權力的展現與轉化 

 

（英文發表 3 篇） 

主持人：蕭新煌（國立

中央大學講座教授） 

 

劉瑞超（國立交通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博士後研

究員） 

劉堉珊（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

授） 

浪漫臺三線藝術季作品

中的族群意涵 

 

周錦宏（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教授兼院

長） 

臺三線客家帶南庄、泰

安的原客族群政治權力

關係之比較 

 

陳秀琪（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 

主持人：謝世忠（國立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兼任

教授） 

 

郭正宜（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與行銷系副教

授） 

信仰融攝與踵事增華-以

越南瑤族手抄文獻中觀

音菩薩文本為例 

 

洪瑩發（中央研究院人

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

究專題中心博士後研

究） 

再顯南邦：當代馬六甲

華人民間信仰的發展與

競合 

 

申育誠（東吳大學日本

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

授） 

淺談泰國 Tai Lue 族 Ban 

Nong Bua 織布村之社區

主持人：蔡明璋（中央

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專

題中心研究員） 

 

蔡明璋（中央研究院人

社中心亞太專題中心研

究員） 

潘欣欣（中央研究院人

社中心亞太專題中心博

士後研究） 

Growth, Redistribution, 

and Populism in Southeast 

Asia 

 

林若雩（淡江大學外交

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

學士班教授） 

臺灣推動新南向政策

(NSP)與美國印太倡議

(Indo-Pacific)的合作關

係：社會建構論的觀點 

 

廖美（國立中山大學東

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

主持人：Frank Dhont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 

 

Frank Dhont（國立成功

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The Memory Bor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Remembered in West 

Timor and Timor Leste 

 

范俊銘（國立屏東大學大

武山學院） 

Politic Identification and 

Trans-boundary Wrestling 

of Religious Violence: 

Taking Burma as Analysis 

 

宋瑋莉（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博士候選人） 

黃文琪（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農企業管理系教授） 

Factors Affecting Thai  



從泰安、南庄鄉的族語

式客家話看客原族群互

動的語言接觸現象 

 

場次評論人：林本炫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

究學院文化觀光產業學

系教授兼院長） 

產業發展 

 

員） 

中國在東南亞銳實力的

擴張：以新加坡和馬來

西亞為例 

Farmers' Perception to 

Grow Organic Vegetables: 

Case Study in Khon Kaen 

Province, Northeast of 

Thailand 

15:30-15:50 茶點時間 平面演講廳 

15:50-17:20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 

【3-1】 

東南亞客家研究第三部

曲：台馬客家帶族群關

係及其比較[II] 

（自組場次） 

 

（中文發表 3，評論） 

 

【3-2】 

遷移網絡中的文化、經

濟與政治互動 

 

（中文發表 4 篇） 

 

【3-3】 

東協國家之政治經濟發

展與對策 

（自組場次） 

 

（中文發表 4，評論） 

 

【3-4】 

跨國與在地產業經濟 

 

（中文發表 3 篇） 

 

主持人：蕭新煌（國立

中央大學講座教授） 

 

張翰璧（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教授） 

白偉權（馬來西亞新紀

元大學學院中文系助理

教授） 

蔡芬芳（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信仰與族群關係：以馬

來西亞仙四師爺信仰為

例 

 

利亮時（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東南亞暨南亞中心

教授兼主任） 

柔佛南部河婆客家帶客

家社團的族內與族際關

係 

 

林開忠（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兼系主任） 

形塑河婆意識：柔佛州

河婆同鄉會文物館評析 

 

場次評論人：蕭新煌

（國立中央大學講座教

授） 

主持人：陳尚懋（佛光

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

授） 

 

張春炎（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

授） 

人民力量革命後的民主

倒退？菲律賓的記者遭

殺害與有罪不罰之社會

分析 

 

葉玉賢（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

助理教授） 

大學與地方的對話：從

東南亞跨國／在地婚姻

家庭子女課後托育的教

學共創活動來看大學的

社會責任 

 

李彥文（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碩士

生） 

泰國性旅遊的政治經濟

分析：掮客、消費者與

交易重構 

 

謝尚伯（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執政者與群眾間的連

結：以印尼為例的初探

性研究 

 

主持人：宋鎮照（國立

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治

經濟學研究所特聘教

授） 

 

宋鎮照（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系暨政治經濟學研

究所特聘教授） 

譚偉恩（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

授） 

“Integrationism vs. 

Protectionism”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評論人：林若雩（淡江

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

系全英語學士班教授） 

 

陳國輝（Senior Lecturer 

(PhD), Center for Research 

in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Sivapalan SELVADURAI

（Senior Lecturer (PhD), 

Center for Research in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主持人：龔宜君（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

授） 

 

湯熙勇（中央研究院人社

中心兼任研究員） 

泰國臺灣移民社會的形成

歷程及其意涵（1945-

1955） 

 

朱華瑄（中央研究院社會

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日本帝國下的臺灣與東南

亞米：全球糧食體制的跨

帝國分工 

 

洪均燊（國立台灣大學歷

史學系博士生） 

英屬馬來亞的瘧疾研究與

國際網絡：以奎寧與其他

生物鹼藥物的測試為例 



Whither The Re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Malaysia? 

（錄製影音報告） 

 

評論人：林若雩（淡江

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

系全英語學士班教授） 

 

武文和（成功大學政治

系博士生兼東南亞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員） 

宋鎮照（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系暨政治經濟學研

究所特聘教授） 

阮克毅（越南河內商貿

大學教授）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in Vietnam: 

Challenge or Opportunity? 

 

評論人：陳國輝（Senior 

Lecturer (PhD), Center for 

Research in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林若雩（淡江大學外交

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

學士班教授）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since 2018: 

Populist vs Ethnic 

Democracy? 

 

評論人：譚偉恩（國立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

所副教授） 

年會晚宴暨表演活動（*採邀請制） 

17:30-18:00 

表演活動：印尼日惹宮廷舞曲 

主持人：林育生（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專題中心助研究員） 

曲目：Sekar Pudyastuti （舞者：劉亦修、林佑貞） 

曲目：Srimpi Pandhelori（舞者：Anastasia Melati、張婉昭、陳彥希、鄭尹真） 
平面演講廳 

18:00- 晚宴 

 

 

 

 

 



第二天 2020 年 11 月 24 日（週二） 

08:40-09:00 報到 平面演講廳 

09:00-10:30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 

【4-1】 

國家發展與地方經濟 

 

（英文發表 4 篇） 

 

【4-2】 

區域經濟與地緣政治 

 

（中文發表 3 篇） 

【4-3】 

文學與語言交流 

 

（中文發表 3 篇） 

 

主持人：許文堂（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

研究員） 

 

王雅萍（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副教授兼系主

任） 

Community-based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Mainstream 

Economic Models: 

Insights from a Weaving 

Village in Thailand 

 

李旻臻（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碩士生）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hallenge: Taiw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achaporn 

Supparatanapinyo（國立

台北藝術大學文創產業

國際藝術碩士生） 

Kh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ai Royalist Regime 

 

鄧建邦（淡江大學未來

研究所教授） 

Go South as an Emerging 

Trend?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Businesses in 

Vietnam and Indonesia 

 

主持人：黃登興（中央

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研

究員） 

 

黃登興（中央研究院經

濟學研究所研究員） 

黃幼宜（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教

授） 

Declining Home Market 

Effect under Regionalism 

and China Effect 

 

黃子倫（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生） 

虛擬的財富之都：地緣

政治下的中國投資與東

南亞都市發展 

 

董娟娟（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

系副教授） 

從人權相關公約的簽准

展望新加坡民主未來―

一個初步的探索 

 

主持人：蔣為文（國立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越南研究中心主任） 

 

鄭美惠（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

教授） 

「覆水難收」故事在越

南瑤族的流傳- 談《越

南瑤族民間古籍》中的

〈買臣古篆〉及其價值 

 

蔣為文（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越南研究

中心主任） 

越南與台灣的文學交流

現況及策略分析 

 

范玉翠薇（越南國家大

學人類學系講師） 

越南胡志明市華裔福鄉

人的族語教育狀況之研

究 

（請蔣為文老師代為宣

讀） 

 

 

 

10:30-10:50 茶點時間 平面演講廳 

10:50-12:20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 

【5-1】 

Special Forum 

跨界深思：過去、現在

與未來 

 

【5-2】 

國族的想像與建構 

 

（中文發表 3 篇） 

 

【5-3】 

歷史與社會變遷 

 

（英文發表 3 篇） 

 

 



（中文發表 4 篇） 

 

主持人：張雯勤（中央

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專

題中心研究員） 

 

與談人：楊昊（國立政

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執行長） 

 

與談人：王冠棋（中央

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專

題中心助研究員） 

 

與談人：梁家恩（淡江

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與談人：林育生（中央

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專

題中心助研究員） 

主持人：林文斌（文藻

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副

教授兼系主任） 

 

林君燁（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

生） 

來臺留學之印尼華人國

家認同 

 

司庭瑜（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碩士

生） 

Ｍyanmar 是緬/甸人的

國家：緬甸和平進程與

國族建構 

 

藍雨楨（國立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在都市廢墟中「造」民

主：印尼萬隆都市權運

動與民主政治的另類實

踐 

 

主持人：Ryan Holroyd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亞太專題中心博士後研

究） 

 

Ryan Holroyd（中央研

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專題

中心博士後研究） 

Sea Changes in the 

Maritime Trading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 1684-1740 

 

Nguyen Thi Ha An（國

立政治大學東南亞語言

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講

師） 

The Heritage of Vietnam 

War Memory in Viet 

Thanh Nguyen's Novel 

The Sympathizer and 

Bao Ninh's Novel The 

Sorrow of War 

 

Mary Carmel 

Evangelista（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文創產業國際

藝術碩士生） 

Saan Man Sa Mundo, 

May Pilipino: Stories of 

Filipinos in Diaspora in 

the Age of Contemporary 

Philippine TV and 

Cinema 

 

12:20-14:00 午餐 平面演講廳 

14:00-15:30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第四會議室 

【6-1】 

認同政治與跨界角力 

（自組場次） 

 

（中文發表 3， 

英文發表 2， 

代為宣讀 4） 

 

【6-2】 

跨境的敘事與民族誌研

究 

 

（中文發表 3 篇） 

 

【6-3】 

緬甸大戰實像重建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自組場次） 

 

（中文發表 3，評論） 

 

 

主持人：孫采薇（國立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

教授） 

 

林平（國立中正大學政

治學系副教授） 

林東余（國立師範大學

主持人：劉堉珊（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

系助理教授） 

 

曾涵生（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

所博士生） 

主持人：趙建中（國防

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 

 

廖煥平（台中市政府文

化局志工隊前支隊長） 

黃種祥（廣西玉林師範

學院校聘副教授） 

 



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The Chinese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評論人：孫采薇（國立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

教授） 

 

王文岳（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

授） 

後冷戰時期越南民族主

義政治之發展與轉型 

 

評論人：黃宗鼎（財團

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

共政軍研究所助理研究

員） 

 

趙中麒（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

授） 

人類安全觀點下的緬甸

民族和解與難民遣返 

 

評論人：司徒宇（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

學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

授） 

 

Deasy Simandjuntak

（Associate Fellow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Singapore） 

Disciplining the Accepted 

and Amputating the 

Deviants: Religious 

Nationalism 

and Segregated Citizenship 

in Indonesia 

 

Muhamad Iksan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ary Regina Silaban 

(Senior Fellow, 

Paramadina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Paramadina 

University, Indonesia) 

The Local Response 

towards Chinese 

重見緬甸風災：感性政

治與沉默的民族誌 

 

郭佳欣（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碩士

生） 

「我怎麼變成了『壞女

人』？」：被跨境販運

越南少數民族女性的雙

重困境 

 

張雯勤（中央研究院人

社中心亞太專題中心研

究員） 

Scent of Freedom: The 

Politico-military 

Trajectory of a Former 

KMT Intelligence 

Soldier Based in Burma 

 

朱浤源（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叢林野戰典範：孫立人

的緬甸殲日大戰(1942

～1945) 

 

評論人：傅應川（國防

部前史政編譯局中將局

長） 

 

楊力明（陸軍官校政治

系退休教師） 

江雪秋（國防大學政治

作戰學院博士） 

蕭明禮（武藏野大學

(日本)全球研究學系兼

任講師） 

緬甸華軍公墓(1942-

1945)管理之國際比較 

 

評論人：胡筑生（國防

部前史政編譯局退役中

將局長） 

 

朱浤源（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中譯《「日落」、「落

日」：最長之戰在緬甸

(1941-45)》的研究發現 

 

評論人：傅應川（國防

部前史政編譯局中將局

長） 



Investment: A Case Study 

of Nickel Firm in Sulawesi 

 

場次評論人：林平（國

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

教授） 

 

Johanes Herlijanto 

（Faculty, Pelita Harapan 

University, Jakarta）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PRC’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Indonesia 

before and during 

Jokowi’s Presidency（代

為宣讀） 

 

賴劍文（Assistant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y Program, 

President University, 

Indonesia） 

中國留學生的文化認同: 

印尼總統大學的中國學

生（代為宣讀） 

 

吳英傑（印尼泗水大學

講師） 

中資企業在印尼的資金

流動:以 X 企業為例（代

為宣讀） 

 

盧李倩倩（福建師範大

學社會歷史學院印尼研

究中心副研究員） 

當代中國赴印留學生的

認同傾向與就業選擇

（代為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