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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動態

蔣經國基金會副執行長梁其姿教授於7月中旬轉赴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擔任講座教授，王璦玲教授於7月

15日起就任副執行長。王副執行長為美國耶魯大學東亞

語文系博士，研究領域以古典戲曲、文學理論與明清文

學為主。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

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代所長、捷克查理斯大

學（Charles University）東亞系客座教授。曾獲行政院國

科會「傑出研究獎」、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

獎」。

二、會務概況

1. 本會為慶祝成立20周年，已籌劃一系列活動：

(1) 98年1月5日下午2時於君悅飯店三樓宴會廳舉行慶

祝酒會及書展。

(2) 20周年慶專書已委託天下遠見雜誌出版社製作，

由該社刁明芳副社長執筆。本會希望透過專書一

方面呈現漢學研究之價值與多樣面貌，一方面勾

勒基金會推動中華文化研究的工作輪廓及二十年

來的重要補助成果。 

(3) 配合「歐洲漢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EACS）於今年8月6-10日在瑞典

Lund召開的第17屆雙年會，本會舉辦成立20年慶

祝酒會，朱雲漢執行長代表本會致歡迎詞，王璦

玲副執行長亦參加此盛會，並與多位著名歐洲漢

學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4) 美洲辦事處將於98年3月27日與美國國會圖書館

合作舉辦「中國研究前瞻研討會」，邀請中國研

究相關領域學者參加。當天下午亦將舉辦圓桌論

壇，邀請相關學術基金會負責人一起討論未來業

務聯繫及合作之可能性。

(5) 98年5月27-30日於捷克查理斯大學「蔣經國國際

漢學中心」舉辦年輕學者人文研究願景工作坊，

此活動將與「歐洲科學基金會」合辦。

2. 蔣經國基金會「美洲校際漢學中心」隸屬本會美洲分

會，自94年7 月開始運作，由哈佛大學東亞系王德威

教授主持。校際漢學中心的活動分別在美國知名學府

舉行或與國內、歐洲、亞太的大學或研究機構合辦。

該中心已支持多項在美國、臺灣、中國大陸召開的研

討會與工作坊，並出版臺灣文學翻譯系列、漢學研究

大師叢書、世界青年學者會議論叢等書籍多種。近半

年的活動內容如下：

(1) 97年3月7 -8日於沃斯摩爾學院（S war t hm o r e 

Co l l e g e ） 舉 行 「 第 七 屆 國 際青 年 學者 漢 學 會

議」。為期兩天的會議，共有八場次小組，討論

「自我與社會：中國文化面面觀」。

(2) 97年4月12日於哈佛大學舉辦「中文語法研討

會」，邀請來自臺灣、中國大陸，以及美國學

者，就中文語法的歷史進程發展進行討論。

(3) 97年4月25-26日於哈佛大學舉行「聲音與中國文

學國際研討會」，以「聲音」為主題進行深入探

討。會中有來自臺灣、美國、歐洲等地學者們的

討論重新審視文字如何呈現聲音，以及聲音的文

學、文化意義。臺灣大學鄭毓瑜教授討論「《詩

經 》 中 常 見 的 一 種 音 響 型 式 如 何 呼 應 風 土 人

情」，中研院王璦玲教授介紹「清初劇作中聲音

的描寫與文化記憶傳承的關聯」，引起與會人員

熱烈討論。

(4) 97年5月1-3日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舉辦

10學界消息―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indd   82 2008/11/25   下午 06:12:57



漢學研究通訊    27：4（總 108期）民國 97年 11月  83 

學 界 消 息

「現代主義重探：白先勇與臺灣現代主義」，此

會議由本會美洲校際漢學中心、臺灣教育部、加

州大學等機構合辦，共有來自亞洲、美國各地學

者、作家參加會議研討。臺灣學者有臺灣大學柯

慶明教授、政治大學陳芳明教授、清華大學廖炳

惠教授等獲邀出席討論，作家則有白先勇、黃春

明、施叔青、李渝、朱天文等參與會議。

3. 捷克查理斯大學「蔣經國國際漢學中心」乃為本會在

海外設立的第一個漢學研究中心，致力於振興捷克的

漢學研究傳統及充實中歐及東歐國家的漢學資源，

設有主任一名，目前由羅然（Olga Lomova）教授擔

任。此半年中心的活動包括邀請學者作短期講學、

舉辦學術研討會或工作坊、出版補助、研究計畫補

助、圖書館訪問補助以及研究生出國參加研討會等項

目。近半年來參與這些學術活動的主要學者，有中央

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蕭阿勤教授講授「有關臺灣文

化與政治的本土化」，由駐捷克代表處協辦；臺大

中文系曹淑娟教授講授「講論晚明小品文」、德國

海德堡大學Martin Gieselmann教授談「從影片看當代

臺灣文化」、挪威奧斯陸大學Christoph Harbsmeier教

授討論「中國語言及辭彙」、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

Robert Buswell教授談論「佛教禪宗的發展和意義」，

以及瑞典皇家學院院士馬悅然教授（Professor Göran 

Malmqvist）演講「翻譯的藝術」。中心亦補助Dr. Du-

san Andrs探討「現代中國私人小品文的敘述風格與藝

術」。

4. 本會「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亞太漢學中心」於94年12

月成立後，由該校副校長蘇基朗教授擔任中心主任。

這半年的學術活動包括： 

(1) 第四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習營：

 該活動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主辦，以推

動青年學者進行當代中國研究工作、鼓勵海內外

學者溝通交流為主要目的。為期5天（97年1月8

日至12日）的研習營，參加者包括74位博士研究

生，其中約半數來自中國大陸，所屬院校包括清

華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著名院校；

其餘學員來自美國、澳洲、英國、波蘭、加拿

大、韓國、臺灣、香港等地。邀請9位來自美國、

日本、韓國、俄羅斯、香港等地，在當代中國研

究領域工作多年的資深學者，包括陳劍光、陳肇

斌、Gaye Christoffersen、鄭在浩、關信基、Pierre 

Landry、Alexey Maslov、錢剛、王紹光等教授，

發表主題演講。此外為分組討論環節，由二十餘

位學者應邀主持，學員分別就自己的研究課題發

言，並進行討論。

(2) 「中國研究跨學科專題研究小組」研討會系列：

 在亞太漢學中心支援之下，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

研究主要領域（CSMA）項目圍繞「道德與人文價

值」、「衛生與社會」、「語言與傳播」和「本

土社區與國家」等四個主題，成立四個跨學科專

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來自不同學科背景，但對

相關主題高度關注的教授、研究人員及研究生。

各小組將定期聚會及舉辦研討會，以期創造跨學

科的研究平臺，供成員交流學問、刺激思考，促

成學術上的協同效應。此外，更希望藉著這些活

動，醞釀出高素質、跨學科的研究計畫。

5. 前副執行長梁其姿於97年4月1日至法國史泰拉斯堡

（Strasbourg）訪問「歐洲科學基金會」（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ESF），與該會副執行長John 

Marks、研究部秘書Monique van Donzel、人文組主任 

Ruediger Klein、歐洲基金會整合型計畫聯絡人 Eva 

Hoogland會面，雙方除交換資訊外，亦商討合作事

宜。近期內雙方合作之具體方向，簡述如下:

(1) 本會將資助臺灣學者參與ESF主辦之「社會與科

技」學術工作坊，工作坊地點將在新加坡或慕尼

黑。

(2) 繼續推動臺灣與東亞學者參與歐洲基金會整合型

計畫。

(3) 本會將持續參與Research Integrity的討論，並將擬

定新的規範。

(4) 雙方擬於明年合辦「年輕學者人文研究願景工作

坊」。

(5) 將邀請臺灣相關學者參與6月在丹麥舉辦之「認知

與宗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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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會亦可能參與ESF推動中之「歐亞考古整合計

畫」。

6. 97年4月18日「第五屆歐洲臺灣研究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aiwan Studies, EATS）之年會在查理斯

大學「蔣經國國際漢學中心」舉行，計有46位演講

者，是該學會歷年來最盛大的一次，此次會議亦由中

華民國駐捷克代表處贊助。中心秘書Tana Dluhošová

被推選為歐洲臺灣研究學會理事，負責中歐及東歐的

學術交流協調工作。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助計畫 

2009-2010申請需知

獎助範圍：中華文化研究、華人社會研究及臺灣研究。

申請條件：國內外研究教學機構（國內地區必須具備國際合作）。

開放地區：國內、美洲、歐洲及亞太地區。

補助類別： 學術機構補助、研究計畫、資料蒐集、研討會、編著出版等。 

美洲、歐洲和亞太地區另提供博士論文撰寫獎學金。

申請日期：一、每年10月15日（學術機構補助、研究計畫、資料蒐集、資深學者補助等類別）。

　　　　　二、研討會與編著出版類每年受理兩次。

　　　　　　　● 9月15日 ― 執行時間在次年1 月至6月

　　　　　　　●   2月15日 ― 執行時間在當年7月至12月

　　　　　三、每年11月15日（限東歐地區一般案申請）

　　　　　四、每年12月31日（限歐洲地區非中華民國籍獎學金案申請）

● 基金會總部 ― 有關國內、歐洲、亞太及東歐地區申請事宜

     地址：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5號13F/B

     電話：886-2-2704-5333

     傳真：886-2-2701-6762

　  　　   e-mail: cckf@ms1.hinet.net

　　         http://www.cckf.org.tw

● 美洲辦事處 ― 有關美洲地區申請事宜

     地址：8361 B Greensboro Drive, McLean, VA 22102, USA

     電話：703-903-7460

     傳真：703-903-7462

                 e-mail: ccknao@aol.com

               http://www.cck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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