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史家與史學研討會
A Symposium on Hong Kong 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日期：2004 年 6 月 10 日至 6 月 12 日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林護國際會議中心
 程序表 Schedule 
~ 六月十日（星期四）
9:00 a.m. –
9:30 a.m.

June 10 (Thursday) ~

註 冊 Registration
開幕典禮 Opening Ceremony

9:30 a.m. –
10:00 a.m.

周佳榮博士（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系主任暨近

致歡迎詞 Welcoming Address

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致開幕詞 Opening Address
10:00 a.m. –
10:30 a.m.

黃嫣梨博士（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

全體合照及茶點 Group Photo and Coffee Break

主題演講 Keynote Session（1）香港史家與史學發展
主持：李金強博士（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講嘉賓：孫國棟教授（前香港中文大學歷史系系主任 / 前新亞研究所所長）
我對“為天地立心，為生民立命，為往聖繼絕學，
10:30 a.m. –

為萬世開太平”的理解與體會

12:30 p.m.

趙令揚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
近六十年香港之史家與史學
陳學霖教授（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學系榮休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
究所名譽講座教授）
“1949-”及“1997-”：香港史學發展的兩個關鍵階段

2:00 p.m. –
4:00 p.m.

主題演講 Keynote Session（2）海峽兩岸的史學研究
主持：林啟彥博士（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講嘉賓：呂芳上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近五十年來臺灣地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回顧
杜芳琴教授（天津師範大學婦女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大陸的婦女史研究：百年進程

林天蔚教授（華南師範大學訪問教授）
五十年代後錢穆､羅香林兩教授對香港歷史､文化界的貢獻
陳萬雄博士（聯合出版集團總裁 / 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理）
歷史文化出版的心路歷程──兼論香港學術文化研究的定位

第 1 組（A）Panel 1A
主持：陸國燊博士（中文大學出版社）
劉蜀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
所）

4:10 p.m. –

內地學者的香港史研究

陸曉敏（廣東省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

內地香港史研究中“消失三十年”質疑──

所）

對《歷史的沉重》的一點回應

李金強（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香港的辛亥革命研究述評

5:10 p.m.

第 1 組（B）Panel 1B
主持：呂元驄教授（香港樹仁學院歷史系）
作為現在的過去：廣東清遺民汪兆鏞的文化
林志宏（台灣大學歷史學系）

活動和
史學實踐

李朝津（國立台北大學歷史系）

香港與王韜史學

李谷城（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香港近代名人與報刊政論

第 2 組（A）Panel 2A

5:20 p.m. –
6:40 p.m.

主持：麥勁生博士（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郭少棠（香港中文大學歷史系）

從後現代史學到網絡思維史學模式的建立

馬楚堅（香港大學中文系）

絕續文化與學術創新之羅香林先生

陳敬堂（南開大學周恩來研究中心）

歷史多媒體發展與史學革命

第 2 組（B）Panel 2B
Chairman: Dr. So Wai Chor（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avid Pong（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Delaware）

Henry Y.S. Chan（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oorhead）

Hong Kong vs. the Mainland: Approaches
to Reform after the Sino-French War of
1884-85
From Historiography to Sinology: Li
Huang (1895-1991) and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Historian as Public Intellectual: Work and
Career of Hong Kong Historians in the
Ming K. Chan（Hoover Institute,

Sovereignty Transition, 1980-1997（公共

Stanford University）

知識分子：一九八二至一九九七年主權回
歸過渡期香港歷史學者的學術工作與社會
事業）
格物致知──香港歷史博物館與香港歷史文

丁新豹（香港歷史博物館）

化的保存、研究及推廣

~ 六月十一日（星期五） June 11 (Friday) ~
第 3 組（A）Panel 3A
主持：鍾寶賢博士（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麥勁生（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Wong Man K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香港高中歷史課程所呈現的世界觀
A Review of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文兆堅（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香港之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
香港史學教育之危機與轉機：“疑難為本學

葉國洪（香港浸會大學教育系）
9:00 a.m. –

習”於
中小學教育之應用前景

10:20 a.m.

第 3 組（B）Panel 3B
主持：劉詠聰博士（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左雙文（華南師範大學歷史系）

香港史學的成長
錢穆、張蔭麟史學之比較──以“通史之學”

李欣榮（中山大學歷史系）

為中心

李東華（國立台灣大學歷史系）

方豪教授與香港學界的往還及其影響
（一九五○－八○）
民族主義史學與香港史的研究──近年港臺

王晴佳（羅文大學歷史系）

兩地歷史研究趨向的一個比較

第 4 組（A）Panel 4A

10:30 a.m. –
11:30 a.m.

二十世紀三四十年代大陸史學家的到港與

主持：廖伯源教授（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彭家強（青年會書院）

錢穆旅港期間（1949-1967）著作探微

李帆（北京師範大學歷史學系）

“於史學立場，而為經學顯真是”──以《劉
向歆父子年譜》為核心談錢穆先生的史學

理念
陳勇（上海大學歷史系）

錢穆與近代清學史研究
第 4 組（B）Panel 4B

主持：莫世祥博士（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
趙立彬（中山大學歷史系）

黃文山與文化學研究
遠見與局限──試論左舜生之史學特點與貢

陳正茂（光武技術學院）

獻

李志剛（基督教文化學會）

簡又文教授的學術生平及史學源流

第 5 組（A）Panel 5A
主持：區志堅博士（香港理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李木妙、黃仲夫（新亞研究所）

11:40 a.m. –

香港史家與史學──錢穆（1895-1990）的
史學研究

陳金龍（華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

從《新亞遺鐸》看錢穆的教育思想

吳懷祺（北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

論錢穆先生史學的民族性特點

第 5 組（B）Panel 5B

12:40 p.m.

主持：賀璋瑢教授（華南師範大學）
曾漢棠（香港能仁研究所）

陳伯陶思想研究

楊穎宇（香港大學歷史系）

許地山在港活動評論
關於許地山教授(1893-1941)對社會人類學

馮錦榮（香港大學中文系）

的認識──以許氏舊藏書中弗雷澤(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的著作為中心

第 6 組（A）Panel 6A

2:00 p.m. –
3:00 p.m.

主持：何冠環博士（香港理工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潘光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偉國（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院）
區志堅（香港理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詮釋“國父”：以羅香林的《國父家世源流考》
為例
羅香林等著述《香港前代史》評析
以力學原理闡述民族融和的觀點：
羅香林《民族生存論》的討論

第 6 組（B）Panel 6B
主持：楊卓林博士（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台灣研究所）
方駿、羅天佑（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
學院）

金應熙及其香港史研究

李玉梅（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金應熙（1919-1991）的文化觀

王煜（香港中文大學）

金應熙學思簡評

第 7 組（A）Panel 7A
主持： 屈啟秋校長（新亞中學）
李學銘（香港理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
系）

烏臺正學兼有的牟潤孫教授

廖伯源（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嚴耕望先生與其《中國地方行政制度史》
3:10 p.m. –
4:30 p.m.

李啟文（新亞研究所）

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所引用之史料

林啟彥（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驅者──王德昭教授

第 7 組（B）Panel 7B
主持：李家駒博士（香港商務印書館 /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楊永漢（新亞研究所）

全漢昇教授在研究明代白銀上的成就

張偉保（新亞研究所）

回憶史學祭酒全漢昇老師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陳荊和及其東亞史研究

黃嫣梨（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劉家駒先生及其史學

第 8 組（A）Panel 8A
主持：朱益宜博士（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Zhang Longxi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趙雨樂（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院）
4:50 p.m. –

孫若怡（國立中興大學歷史系）

5:50 p.m.

History and Fictionalisty: Insights &
Limitations and a Literary Perspective

學者孫國棟及其唐宋變革的史學視野
問學與識見：王師爾敏在中西文化交流史上
的貢獻

第 8 組（B）Panel 8B
主持：梁元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歷史系）
郭偉川（泰國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
院）
謝貴安（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院歷史
系）
鄭會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
所）

饒宗頤教授的史學研究

饒宗頤史學正統觀研究發微

饒宗頤教授與香港的學術淵源

Closing Ceremony 總結大會
6:00 p.m. –
6:40 p.m.

主持：黃嫣梨博士（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暨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
任）
講者：陳福霖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
閉幕致詞：周佳榮博士（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 / 近代史研究中心）

~ 六月十二日（星期六） June 12 (Saturday) ~
參觀及自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