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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資訊】

〈國科會 96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論文申請案，
提醒各系所提送資料，請於 3/26 前送院〉
人社院：96/03/16(五)
【本刊訊】國科會 96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
論文申請案，至 96 年 3 月 30 日截止收件，未於截止日前將申請案函送達本會
者，不予受理。作業要點、申請書、獲獎人切結書請向各系所辦公室查詢。提
醒各系所提送資料請於 96 年 3 月 26 日前送交院辦公室。

〈請速更新防毒軟體，以維護資料安全〉
人社院：96/03/16(五)
【本刊訊】尚未更新電腦防毒軟體的教職員，若您的防毒軟體版本為
PC-cillin2006 或 Symantec security 3.0、Symantec 10.0，請至計算機中心二樓借
軟體更新您的防毒，Symantec security 3.0 及 Symantec 10.0 雖未過期，但計中
通知已發現部份 Spybot 惡意程式會對 Symantec Client Security(SCS) 3.x 與
AntiVirus(SAV) 10.x 漏洞進行攻擊，且此漏洞無法利用 Symantec 產品之自動更
新功能進行修補 ，請儘早安裝以維護資料安全。
備註：在安裝防毒時，請先停止網路功能或抜除網路線，待安裝完畢再行
恢復，以免安裝時電腦被駭。
相關線上免費掃毒網址：
賽門鐵克線上偵測病毒 http://security.symantec.com/sscv6/default.asp
趨勢科技線上掃毒 http://housecall.trendmicro.com/
Panda Active Scan http://www.pandasoftware.com.tw/html/activescan.htm
TrojanScan 免費線上木馬掃描
http://www.windowsecurity.com/trojanscan/trojanscan.asp
F-Secure 免費線上掃毒 http://support.f-secure.com/enu/home/ols.shtml
McAfee 線上掃瞄 (Free) http://us.mcafee.com/root/mfs/scan.asp?affi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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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資源】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三月份教育訓練課程〉
人社院：96/03/16(五)
【本刊訊】 國立清華大學計算機與通訊中心三月份教育訓練課程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19
20 21
22 23
Microsoft Office 系列 FrontPage(Basic) 14:10-16:10
Microsoft Office 系列 PowerPoint 14:10-17:10
網站建置與維護 基礎篇 1 14:10-17:10
郵件過濾軟體 ─K9 10:00-11:00
26
27 28
29 30
Microsoft Office 系列 FrontPage(Advanced)14:10-16:10
Microsoft Office 系列 Excel 14:10-17:10
網站建置與維護基礎篇 2 14:10-17:10
上課地點：綜二大樓計通中心二樓電腦教室
對
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以上課程公務人員報名，皆可列入學習時數
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參加！

〈人文社會主題資料庫教育訓練〉
人社院：96/03/16(五)
【本刊訊】 人文社會主題資料庫教育訓練
親愛的讀者，您好！
今年國科會人文處購買了人文社會主題資料庫，包括 EEBO、PAO、EAI、ECCO
及 MOMW，圖書館為讓這五個資料庫充分發揮其學術效益，特別安排兩場教育
訓練，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關於這五個資料庫的相關介紹，詳見人社院簡訊第 40 期﹞
第一場：4 月 17 日（二）上午 10~12 時，講題：EEBO+PAO+EAI 的教育訓練
第二場：4 月 24 日（二）上午 10~12 時，講題：ECCO 及 MOMW 的教育訓
練
地

點：人社院 A202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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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人類所｜3/21 Ethnic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Mortality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hat's special about Hsin-chu?〉
人社院：96/03/16(五)
講者：John Shepherd 邵世柏 (U. of Virginia)
日期：96 年 03 月 21 日（三）
Brownbag lunch: Introducing Historical Demography from Household Registers.
時間：中午 12:00～14:00(現場備有簡單茶點)
題目：Ethnic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Mortality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hat's special about Hsin-chu?
時間：下午 14:00～16:00
地點：清大人社院 C304 教室

〈歷史所｜3/28

金代考課與察廉制度中的皇權展現〉
人社院：96/03/16(五)

講者：陳昭揚 (清大歷史所博士生)
題目：金代考課與察廉制度中的皇權展現
官爵擬注，雖由卿輩，予奪之權，當出于朕
時間：96 年 03 月 28 日（三）中午 12:30～14:00
地點：A302 研討室

〈哲學所｜3/28

Kant on Secrets and Lies〉
人社院：96/03/16(五)

講者：Melissa Zinki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Binghamton)
題目：Kant on Secrets and Lies
時間：96 年 03 月 28 日（三）下午 14:00 開始
地點：A306 哲學所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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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所｜3/29

Southern Min in missionary manuscripts〉
人社院：96/03/16(五)

講者：Prof. Henning Klöter (Leiden University)
題目：Southern Min in missionary manuscripts
時間：96 年 03 月 29 日（四）中午 12:30
地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B305 研討室
摘要：
This talk will introduce two hitherto undescribed dictionaries of the Southern
Min language: the 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540 ff.) and the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china (328 ff.). Both manuscript dictionaries are kept in the
Dominican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Santo Tomás in Manila. Although dates of
compilation and names of authors are unknown,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dictionaries were compiled by Spanish missionaries working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nila, presumably during the 17th or 18th century.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titles of both works can easily be identified as the Sinitic Southern
Min language.
The first part of the talk compares the two dictionaries with other manuscript
sources of Southern Min, viz. the Bocabulario de la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z de
el A.B.C. (Ms., 222 ff. British Library) and Pedro Chirino’s Dictionarium Sino
Hispanicum (Ms., 83 ff. Biblioteca Angelica, Rome) of 1604. The comparison focuses
on the lexicographic arrangement of the dictionaries and the transcription systems.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question which variety (or varieties?) of Southern Min
is actually recorded in the dictionaries.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data recorded in the dictionaries. The third part raises 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usability of missionary sources for diachron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Sinitic languages.
講者介紹：http://website.leidenuniv.nl/~kloterh/

〈兩性與社會研究室｜3/29

「孕產婦死亡」和「生育自主」
—分析拉丁美洲婦女運動的論述框架〉
人社院：96/03/16(五)

講
題
時
地

者：陳韻如（台北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目：「孕產婦死亡」和「生育自主」—分析拉丁美洲婦女運動的論述框架
間：96 年 03 月 29 日（四）中午 12:30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B306A 教室 （STS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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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題：
「孕產婦死亡」和「生育自主」—分析拉丁美洲婦女運動的論述框架爭取女
性生育自主權長期以來是拉丁美洲婦女運動的重要目標。1988 年起拉丁美洲婦
運團體以「孕產婦死亡」為主題響應 528 國際婦女健康行動日，希望藉此引發社
會大眾對女性生育健康議題的關注，進而支持墮胎合法化、人工避孕方法普及等
等多項婦運訴求。
婦運選擇「孕產婦死亡」為議題的策略性考量為何？此論述對於婦運爭取生
育自主的目的有什麼影響？本演講將以秘魯為例，探討「孕產婦死亡」相關論述，
在婦運、保守派團體以及國家政府的權力互動下，為生育自主的訴求所帶來的契
機及侷限，並試圖從中反省婦女運動的構框策略。
講者簡介：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台北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
社會運動、婦女研究、拉丁美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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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劉雲客家風情畫展作品欣賞〉
人社院：96/03/16(五)
「自然愛、鄉土情─劉雲客家風情個展」正在人社圖書分館展出，展期至 4
月 30 日，歡迎蒞臨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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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定原『蒼茫』攝影展作品欣賞〉
人社院：96/03/16(五)
郭定原『蒼茫』攝影展
蒼是一抹靜定的色彩，是紛擾沉澱之後澄澈的心境。
茫是八方廣闊的空間，是懷抱未知上天下地的游走。
蒼茫是對無常生命的了悟與謳歌。
展覽檔期：2007/3/6~2007/4/10
展覽地點：人社院大廳藝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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