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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ulture of Tang Dynasty
日期：2020 年 11 月 27 日（五）
地點：淡江大學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A 場（HC305）、B 場（HC306）、C 場（HC307）
報到

09：00–09：20

開幕式暨大合照

09：20–09：40
09：40–10：40

專題演講Ⅰ

引言人：林淑貞
講者：王三慶〈從絲路遺珍到東亞祕藏——以應用文獻為中心〉

（HC306）

~~ 10：40 – 11：00 中場休息 ~~
11：00–12：00
專題演講Ⅱ

引言人：高明士
講者：氣賀澤保規〈關於新發現的《隋煬帝墓誌》及其墓葬之新闡釋:

（HC306）

作爲唐初政治史的一個側面〉(海外學者視訊)
~~ 12：00– 13：10 午餐時間 / 青年學者午餐論壇~~
青年學者午餐論壇（HC307）
午
餐

主持人：林淑貞

唐代法華應驗記研究

邱婉淳

從劉長卿到杜甫：我的研究方向

羅健祐

唐宋蜀地廟市的宗教空間——以三月三日蠶市為例

許凱翔

法制史學習研究的我思我見

于曉雯

A 場（HC305）-形象書寫

第
一
節

12：00– 13：10

13：10 – 14：40

主持人：王國良
講評者：蘇珊玉

《大唐西域記》「龍」的形象寄寓

蔡月娥

唐傳奇中的鬼形像分析

潘啟聰(海外學者視訊)

論從祀孔廟與昌黎祠中的韓愈形象

李蕙如

B 場（HC306）-律法與刑罰

13：10 – 14：40

主持人：朱振宏
講評者：賴亮郡

隋唐流刑補闕

陳俊強

唐代法官形像舉隅——「循吏」與「酷吏」的比較研究

桂齊遜

張說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

陳登武

C 場（HC307）-兩京與敦煌

13：10 – 14：40

主持人：王三慶
講評者：蔡榮婷

敦煌〈和菩薩戒文〉的樣貌與應用探究

林仁昱

敦煌維摩詰經變研究（1）：隋代最初的型態

簡佩琦

開元二十八年「兩京道路並種果樹」考述

梁樹風(海外學者視訊)

~~ 14：40 – 15：00 中場休息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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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場（HC305）-唐詩與域外

第
二
節

15：00 – 16：05

主持人：林冠群
講評者：廖幼華

唐詩中的安西

石雲濤(海外學者-王信杰代宣讀)

重塑「瀚海」：唐代瀚海軍的設立與古代「瀚海」內涵的
轉變

劉子凡(海外學者視訊)

B 場（HC306）-地方治理

主持人：楊俊峰
講評者：陳登武

15：00 – 16：30

重慶朝天門靈石唐代題刻的政治關切

王曉暉(海外學者-于曉雯代宣讀)

建亭之後：唐代亭記石刻與地方治理

夏炎(海外學者視訊)

重內輕外背景下的唐代京官請求外任原因探考

么振華、張文文(海外學者視訊)

~~16：05（16：30）– 16：50 中場休息 ~~
A 場（HC305）-交通與傳播

16：50 – 18：20

主持人：蕭麗華
講評者：王三慶

古代東亞海域的行旅風險與航海信仰——以《入唐求法巡 林韻柔
禮行記》為中心
唐代講唱文學的題材與目連故事圖像在東亞傳播演變（10 白若思(海外學者視訊)
至 17 世紀）
唐代湖湘路交通與文人紀行題刻研究
張蜀蕙
第
三
節

B 場（HC306）-訊息與治理

16：50 – 18：20

主持人：宋德熹
講評者：朱振宏

安祿山起兵與唐王朝的資訊處理

劉後濱(海外學者視訊)

以圖證史：從圖像看唐代乘車等級與儀制

古怡青

治官‧治民‧治天下：從唐律結構看唐代的統治理念

楊曉宜(海外學者視訊)

C 場（HC307）-宗教禮儀

主持人：廖幼華
講評者：楊俊峰

16：50 – 18：20

神像與聖火：中古祆教東傳過程中的調適與嬗變

張小貴(海外學者視訊)

唐日儺禮活動比較——以「方相氏」角色為主

嚴茹蕙(海外學者視訊)

隋唐時期的聚眾之禁——中古國家與宗教儀式關係之一側
雷聞(海外學者視訊)
面
~~ 18：30 晚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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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ulture of Tang Dynasty
日期：2020 年 11 月 28 日（六）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
A 場（文 1F01 國際會議廳）、B 場（文 1F11）、C 場（文 1F09）
09：20 - 09：40

報到

09：40 - 10：40

專題演講Ⅲ

引言人：陳俊強

（文 1F01 國際會議廳）

講者：杜文玉〈唐大明宫西院、西掖考〉(海外學者視訊)
~~ 10：40 – 11：00 中場休息 ~~

A 場（文 1F01）-藩鎮與社會

第
四
節

11：00 – 12：00

主持人：李廣健
講評者：桂齊遜

長慶鎮州行營考——兼議白居易對行營體制的反思

胡耀飛、劉雪婷(海外學者視訊)

唐代支竦家族研究——藩鎮體制下的家族與社會

翁育瑄

B 場（文 1F11）-文本解讀

主持人：王基倫
講評者：王國良

11：00 – 12：00

論《群書治要》的以史為鑒：兼論《群書治要》的「通
史」意義

潘銘基(海外學者視訊)

從文本解讀到綜合研究：北美唐代文學研究概述

吴琦幸(海外學者視訊)

C 場（文 1F09）-白居易研究

11：00 – 12：00

主持人：歐麗娟
講評人：侯迺慧

符號、敘事與比興：白居易寓言詩「託喻類型」析論

林淑貞

從積極入世到淡然面對：以空間流動看白居易江州時期詩
歌的轉化

唐瑀

~~ 12：00– 13：10 午餐時間 / 青年學者午餐論壇~~
青年學者午餐論壇（文 1F09）
午
餐

主持人：古怡青

中晚唐詩研究

鍾曉峰

詩史互證與唐詩研究

林泓任

傳統中國的債務與政治

吳承翰

七至九世紀唐代佛教王權的建構與展示

李志鴻

A 場（文 1F01）-邊界與天下秩序
第
五
節

12：00– 13：10

13：10 – 14：40

隋玉門關的東西移動與西域範圍的變化

主持人：邱添生
講評者：甘懷真
馮培紅(海外學者視訊)

唐大中年間宣宗經略黨項政策之演進——以石刻資料為中 李軍(海外學者視訊)
心的考察
兩件吐蕃贊普弘佛盟誓詔書史料價值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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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場（文 1F11）-儒與道

13：10 – 14：40

主持人：廖美玉
講評者：周德良

韓愈道統說的道源意義及其發展探究

王基倫

「重玄」在道教思想史中的歷史定位

林東毅

唐代「孝子」服喪的理想樣貌：以哭泣和飲食為中心

凃宗呈

Ｃ場（文 1F09）-墓誌考述

主持人：陳登武
講評者：鄭雅如

13：10 – 14：40

再議唐「十王宅」制——以《大唐故內命婦贈五品王氏墓
誌》為中心

陳麗萍(海外學者視訊)

出土唐人墓誌所涉唐代交通地理考述

馬強(海外學者視訊-古怡青代宣
讀)

西安出土唐代戎進、戎諒父子墓誌補考

毛陽光、鄧盼盼(海外學者視訊)

~~14：40 – 15：00 中場休息・茶敘~~
A 場（文 1F01）-政事探微

第
六
節

15：00 – 16：30

主持人：賴亮郡
講評者：李廣健

白居易與新昌楊家——兼論唐中後期都城官僚交往中的同
坊之誼

徐

「玄武門事變」後李淵、李世民關係變化

朱振宏

尋找被埋沒的唐朝歷史——懿安郭皇后史事散佚探微

羅永生(海外學者視訊)

B 場（文 1F11）-制度與禮儀

主持人：桂齊遜
講評者：李長遠

15：00 – 16：30

暢(海外學者視訊)

唐宋兩朝畿內制度論析

蕭錦華(海外學者視訊)

「偽梁」與「後唐」：五代的正統之爭

仇鹿鳴(海外學者視訊)

唐代後期毗沙門信仰的展開與國家祭祀编入

金相範(海外學者視訊)

C 場（文 1F09）-古文運動

主持人：康韻梅
講評人：王基倫

15：00 – 16：30

盛中唐館閣書風與文學復古思潮之關聯

劉

「韓文學杜」考

兵界勇

柳宗元〈晉問〉創新「七」體結構之考察

陳成文

綜合討論（文 1F01）

16：40 - 17：20

閉幕式暨大合照（文 1F01）

17：20 - 17：30

磊(海外學者視訊)

~~ 18：00 晚宴 ~~

※本研討會場次時程安排如下：
1. 每論文發表場次時間為：主持人 5 分鐘，發表者 15 分鐘，評論每篇 10 分鐘，綜合討論
10 分鐘。
2. 綜合論壇場次時間為：主持人 5 分鐘，其餘時間開放論壇。
3. 時間屆止前 1 分鐘按鈴一短聲，時間屆止時按鈴二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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