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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日期：2005/4/18

【訊息公告】
1.黃一農院長將於 4/15-4/26 出國訪問，代理人為陳祥水所長。
2.「慈塘」生態水生池工程已獲校友捐款 380 萬，並獲校方通過開始執行，歡
迎本院教職工及同學共同投入營造。
3. 2006～2007 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開始申請，截止日期為 6 月 15 日，詳情請
洽院辦公室。
4. 本院經主管會報通過推薦本學年度「朱順一合勤獎學金」得獎人名單如下：
(1). 經濟系王思涵同學 (2).人社系胡紫寧同學
5. 四月一日起全校執行垃圾分類處理，本院經二次抽檢均不合格，敬請各位
同仁及系所辦公室轉達同學遵守規定。院館垃圾桶即將重新標示「可回
收」、「不可回收」、「紙類」等三類。其中「可回收」桶收集已清理之紙餐
盒、紙杯，以及各種可回收再利用之廢品。
「紙類」收集一般紙頁、紙箱（請
攤平疊入）
。除了各系所自行添置有廚餘桶之外，飯後廚餘請自行攜出到院
館後門子車處傾倒。

【校慶暨校友返校活動】
活
項

動
目

時

間

地

點

主
單

辦
位

備

註

4/18 活動中心
經濟系校友
經濟系
4/18 (一)
最新消息公布於系網站
R102
經驗分享系
TEL:
4/21 (四) 4/21 人社院
http://www.econ.nthu.edu.tw/index-c.htm
列講座
03-5717181
A202 室
外語系座談
人社院
4/23 (六)
會
C310 室

外語系
TEL：

畢業系友與本系教師座談

03-5718657

歷史所聯絡人：戴君安
歷史所成立
歷史研究 電話：0936730056
二十週年慶
人社院 A202
4/23 (六)
所 TEL： 傳真：03-5716780
暨研究生論
及二樓中庭
03-5727128 e-mail: g924454@oz.nthu.edu.tw
文發表會

【歷史所成立二十週年慶】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20 週年慶活動行程
九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項目
1:30～ 2:00

開幕、致詞、照相

地點
人社院 A202 會議室

第一場
發表人：徐兆安
題目：元代科舉廢興下的舉業與師儒
人社院 A202 會議室

2：00～2：55
發表人：林欣蓉
題目：元代兩浙地區婦女生活初探－
以《鄭氏規範》為中心
第二場
發表人：徐維里
題目：元末明初江南僧侶的社會網絡
3：05～4：00

人社院 A202 會議室

發表人：熊慧嵐
題目：論《善俗要義》
4：00～4：30 茶敘

人社院二樓中庭

第三場
發表人：巫毓荃
題目：自殺、蠻性與精神變質—日治
晚期台灣原住民的心性論述
4：30～6：10 發表人：周任芸
題目：寵物預防針的生命史
發表人：廖毓甄
題目：比美達爾文進化論：台灣人工
關節技術史初探

人社院 A202 會議室

備註

九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項目

地點

備註

第四場
發表人：徐志豪
題目：近代「腎虧」意
象的轉變
發表人：雷中行
題目：論嚴復在《天演
9;00～10：10 論》中建立西方學術脈
絡的用意

人社院 A202 會議
室

歡迎校友參加

發表人：潘建志
題目：明末海商
Hambuan 小考
10:10-10:30

茶敘

人社院二樓中庭
歷任所長致辭
首任院長兼所長

10:30-12:00

歷史所成立二十週年慶
來賓致辭

人社 A202 會議室

李亦園院士
杜正勝部長
張永堂教授
黃寬重教授
貴賓致辭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
王汎森院士

12:00-14:20

餐敘

人社院二樓中庭

迎曦飯店外燴

【社會所週三演講活動】
＜陳明祺老師就職演說＞
講題：從空間經濟學到地方社會學
—社會資本與產業集區的三角測定
時間：2005 年 4 月 20 日（週三）下午一點
地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06 教室
電子郵件信箱：iosoc@my.nthu.edu.tw <iosoc@my.nthu.edu.tw>
歡迎參加

【亞太╱文化研究室刊物通過 SSCI 說明】
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http://www.hss.nthu.edu.tw/~apcs/index.html)
負責主編之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國際學術刊(www.inter-asia.org)，
自 2005 年，六券一期起入選進入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 Current Contents/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CC/S&BS), Current Contents/Arts & Humanities (CC/A&H)。
詳見後面說明。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學術刊物入選主要英文期刊索引說明
陳光興（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
2005.4.1
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http://www.hss.nthu.edu.tw/~apcs/index.html)負
責 主 編 之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國 際 學 術 刊 物
(www.inter-asia.org)，自 2005 年，六卷一期起入選進入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 Current Contents/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CC/S&BS), Current Contents/Arts & Humanities (CC/A&H)。
本刊自 2000 年發刊，由知名英文出版社 Routledge 出版發行，在出版五年
後，因下列原因，被選入上述主要英文索引：
1. 本刊從創刊開始，即具有嚴格的審稿制度，至今進入第六年，從未拖刊，均
準時完成每年三期，每期超過一百六十頁以上的高水準稿件質量。創刊以來，
從透過編委會組稿，爾後自動投稿逐步增加，至 2005 年為止，由於投稿相當
踴躍，退稿率已高達 60%。根據出版社的資訊，發行量亦不斷穩定增加，世
界各地主要大學之圖書館基本上都已訂閱本刊，足以證明本刊物是穩定出
刊、具備國際學術水準的刊物。
2. 不同於一般英文刊物大都以單一國家為單位，本刊實質做到所宣稱的國際
性：二十四名編委會成員分布在以亞洲為主的十五個國家地區、二十個城市，
出版內容及讀者訂閱更反應著這樣的國際分布。一般國際刊物中通常很難找
到亞洲學者的學術著作，本刊不但提供少有的發表平台，並且主動進行了部
分的翻譯工作，使亞洲在地的學術思想得以介入英語流通空間。
3. 本刊已經搏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可，除獲前述之主要索引系統認同為足以納入
其組織內的重要學術刊物之一，本刊早已進入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Social Science、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 (CSA)、Sociological Abstracts、
Worldwide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等。在進行 SSCI 及 A&HCI 申請時，得
到二十五位以上國際知名學者之大力支持，（如 Ien Ang, Tani Barlow, Dipesh
Chakrabarty, Cho Haejoang, Arif Dirlik, Johannes Fabian, Lawrence Grossberg,
Daniel Mato, Meaghan Morris, Tessa Morris-Suzuki, Ashis Nandy, Goran
Therborn 汪暉, Jing Wang, Paul Willemen)為本刊之成就與品質背書。另外，由
於本刊之出版，亞洲學者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世界各地許多課程開始大量
使用本刊出版之文章作為閱讀文獻，足以證明本刊物已經受到國際學術界的
實質認可。在近來幾位重要學者的論文中(Arif Dirlik, Meaghan Morris, Mark

Selden)，本刊受到專門討論，被視為新的知識實踐範例。
4. 由於已經掌握穩定稿源及發行量，出版社主動規劃，自 2005 年起本刊出版從
每年三期進入每年四期，投稿數量與發行量兩方面均穩定成長，為出版社願
意擴大既有成果的主因。也正因為上述幾點原因，Routledge 出版社於 2004
年與本刊簽約，開始書系的運作，這意味著下一個階段將有更大規模的知識
生產。
5. 最為重要的是，本刊已建立起具有泛亞洲主體性的跨領域學術網絡。本刊的
重點工作，在於連結亞洲在地批判性知識社群，通過與本刊連結的在地刊物，
注入亞際的視野與關懷。環顧各個領域在亞洲地區的國際性連結，本刊是最
有系統的運作，以每期發行刊物為主要方式，配合兩年一次區域性國際會議
（分別於台北、福岡、印度 Bangalore、漢城）舉辦，建立起相當廣泛的亞際
學術交流網絡，在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以及次區域，都搭建起實質的互
動網絡。2004 年印度的會議中，也正式成立了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由以亞洲為主體位置的學術機構及組織共同組成，開始與其他區域
發生連結。
與一般的學術刊物不同，我們深切知道本刊的歷史任務，是在知識生產的層
次上促進亞洲區域間的統合與互動，能夠入選主要英文索引，或許會有助於我們
工作的推展。我們期待台灣、華文世界、亞洲，乃至於更為寬廣的國際學界能夠
持續給我們批評，讓我們繼續前進，同時支持我們在未來能夠推動、形成更大規
模的國際學術互動。
順便利用這個機會，感謝中華民國行政院國科會、Japan Foundation Asia
Center 以及國立清華大學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