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會議議程： 

           5 ⽉月 7 ⽇日 (週六) 

0830-0850 ⼤大會報到 

0850-0900 開幕式 

臺北市立⼤大學校長戴遐齡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 

來賓致詞 

0900-1000 專題演講（⼀一） 

胡其瑜 (美國布朗⼤大學教授) 

演講題⽬目：⾺馬尼拉的中國城 

地點：國際會議廳 

1000-1010 合影留念 

1010-1030 茶敘 

1030-1200 第⼀一場次〈南美、︑､⾮非洲與紐澳的臺灣移民〉 

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李其榮 

第⼆二場次〈東南亞：宗族與國族〉 

地點：S107 視聽教室 

主持⼈人：祝家豐 

1.   題⽬目：移民與調適：臺灣⼈人在阿根廷 

 

 

l   發表⼈人：湯熙勇 

l   評論⼈人：徐榮崇 

1.   題⽬目：國家、︑､社群與個⼈人：⾺馬來西亞檳城與吉隆坡

的潮客會館分合之研究 

 

l   發表⼈人：利亮時，林開忠  

l   評論⼈人：楊聰榮 

2.   題⽬目：Long-distance Filial Piety: Transnational 

Parent Care amongst Chinese Migrant Familie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l   發表⼈人：何式怡、︑､姜蘭虹  

l   評論⼈人：朱柔若 

2.   題⽬目：近代印尼邦加島的⾦金⾨門家族：陳仲厚僑商的

案例研究 

 

 

l   發表⼈人：江柏煒 

l   評論⼈人：張⼩小欣 

3.   題⽬目：信仰的護照：看臺灣原住民族在⽇日本和南

⾮非的宗教跨國 

 

l   發表⼈人：法撒克那墨⽲禾 

l   評論⼈人：呂青華 

3.   題⽬目：作為社會網絡之建構的接觸場域：新加坡「⾦金

⾨門會館」的個案研究 

 

l   發表⼈人：劉名峰 

l   評論⼈人：林平 

1200-1330 午餐時間 

學會會員⼤大會暨理監事選舉 

地點：S107 視聽教室 



1330-1430 專題演講（⼆二） 

洪⽟玉華(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秘書⾧長) 

演講題⽬目： “New Trajectories in Chinese Overseas Research: A Reflection” 

地點：國際會議廳 

1430-1540 第三場次〈印尼：⽼老華⼈人與新移民〉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陳鴻瑜 

第四場次〈美國：歷史與當代〉地點：S107 視聽教室 

主持⼈人：姜蘭虹 

 1.   題⽬目：巴達維亞華⼈人社會的管制與困境：以 18-19

世紀華⼈人公堂喪葬管理為中⼼心 

 

 

l   發表⼈人：張⼩小欣 

l   評論⼈人：祝家豐 

1.   題⽬目：From Invaders to the Incorporat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Hacienda Heights and Rowland 

Heights (1980-2015)  

 

l   發表⼈人：洪⽟玉儒 

l   評論⼈人：徐榮崇 

 2. 題⽬目：Being Privileged Minority Overseas: Taiwanese 

People in Jakarta〉 

 

l   發表⼈人：林平 

l   評論⼈人：利亮時 

2.   題⽬目：美國矽⾕谷的台灣⾼高科技⼈人才：回流抑或流失 

 

 

l   發表⼈人：朱柔若 

l   評論⼈人：劉益梅 

1540-1550 茶敘 

1550-1610  

本會期刊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 Perspectives 

暨《移動之民: 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新書發表會 

地點：S107 視聽教室  

  



            5 ⽉月 8 ⽇日 (週⽇日) 

0900-1000 跨界交流暨合作論壇 

地點：國際會議廳 

1000-1020 茶敘時間 

1020-1200 第五場次〈⽂文學、︑､藝術與傳播〉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湯熙勇 

第六場次〈華⼈人與中國〉地點：S107 視聽教室 

主持⼈人：朱德蘭 

1.   題⽬目：⽂文集、︑､軍團、︑､屍骸：華裔美國作家湯亭亭

的和平系列 

 

l   發表⼈人：張瓊惠 

l   評論⼈人：梁⼀一萍 

1.   題⽬目：華⼈人經濟在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的助推作⽤用

探討 

 

l   發表⼈人：劉益梅 

l   評論⼈人：李其榮 

2.   題⽬目：從國際傳播視⾓角觀察海外華⼈人：以⾺馬來西

亞沙巴州為例 

 

l   發表⼈人：陳偉之 

l   評論⼈人：周芳萍 

2.   題⽬目：海外華⼈人與⼀一帶⼀一路的⼈人⽂文交流 

 

 

l   發表⼈人：李其榮 

l   評論⼈人：洪⽟玉華 

3.   題⽬目：中國南來畫家對新加坡美術的貢獻

(1946-1970) 

 

l   發表⼈人：陳偉⽟玉 

l   評論⼈人：洪⽟玉儒 

3.   題⽬目：海外華⼈人誰推動⾟辛亥⾰革命？重新思考 

 

 

l   發表⼈人：朱浤源 

l   評論⼈人：朱德蘭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專題演講（四） 

信世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 

演講題⽬目：“歐美僑校的華裔中⽂文傳承教育之問題及發展對策” 

地點：國際會議廳 

1400-1530 第七場次〈⽂文學、︑､藝術與⽣生活〉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夏安凌  

第⼋八場次〈泰國、︑､⾺馬來西亞〉地點：S107 視聽教室 

主持⼈人：張⼩小欣 

1.   題⽬目：鐵路軌跡：美國鐵路華⼯工的視覺再現 

 

 

l   發表⼈人：梁⼀一萍 

l   評論⼈人：胡其瑜 

1.   題⽬目：⾺馬來西亞華⼈人與巫統（⾺馬來）政權之關系嬗

變：從寄望到希望幻滅，1957-2013 

 

l   發表⼈人：祝家豐 

l   評論⼈人：陳偉之 

2.   題⽬目：初探印華⽂文學的思鄉情緒與⾝身分認同: 從袁

霓的《失落的鎖匙圈》談起 

 

l   發表⼈人：林佳靜 

l   評論⼈人：張瓊惠 

2.   題⽬目：字理識字在⾺馬來西亞國民型華⽂文⼩小學的教學

成效 

 

l   發表⼈人：周芳萍 

l   評論⼈人：江惜美 



3.   題⽬目：祖鄉或異鄉？在臺就學之泰北華⼈人第三代

⽣生活適應現況與認同變遷 

 

l   發表⼈人：簡旻蓉 

l   評論⼈人：林平 

3.   題⽬目：泰北華⼈人的跨界與認同 

 

 

l   發表⼈人：徐榮崇 

l   評論⼈人：江柏煒 

1530-1550 茶敘時間 

1550-1630 圓桌論壇 

地點：國際會議廳 

1630-1640 閉幕式  

地點：國際會議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