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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分享：知識快速成長時代，不分系正由校擴展到院（經濟系黃春興教
授）

行政資訊


96 年度第一期「補助數位內容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即日起接受申請



公佈修正之「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
，1/31 前受理申請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本院新聘專任教師名單



圖書館人社分館業務輪調館員動態

學術資源


圖書館新訂人社領域資料庫: ECCO、MOMW,歡迎多加利用!



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徵稿啟事



《臺灣全志．社會志》新書發表會，1/30 國家圖書館舉行



台灣東南亞學會碩士論文獎 3/10 前接受申請

人社風景


人社之美攝影作品欣賞(系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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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資訊】
〈96 年度第一期「補助數位內容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即日起接受申請〉
人社院：96/1/26(五)
【本刊訊】96 年度第一期「補助數位內容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一、國科會 96 年度第一期「補助數位內容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自 96 年 1
月 24 日起接受申請。
二、本案截止收件日期為 96 年 3 月 8 日，欲申請者請依規定於期限內至
該會網站線上製作計畫申請書，製作完成後請通知本處，避免遺漏以便本處彙
整辦理。
三、計畫申請所需之相關規定請參考國科會網站，線上系統電腦操作諮詢
電話: 02-27377592 資訊小組，或洽綜合處行政業務承辦人員許華偉
02-27377572。
研發處承辦人 宋怡萱(35008)

〈公佈修正之「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1/31 前受理申請〉
人社院：96/1/26(五)
【本刊訊】「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作業辦法
國 科 會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作業辦法如下）
申請時間：96 年 1 月 1 日～96 年 1 月 31 日止
詳細辦法請上中心網站查詢
（http://ssrc.sinica.edu.tw/ssrc-home/10-1.htm ）
「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作業辦法
2005.05.25 本中心研究委員會議通過
2005.12.08 本中心研究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2006.06.12 本中心研究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2007.01.03 本中心研究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點此或按 Home 鍵返回目錄頁

一、參與資格：服務於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之社會科學領
域（含人類、心理、法律、社會、教育、政治、管理、經濟、區域研究及地理
等相關學門）學術單位，其職等在副教授(含)以下或副研究員(含)以下之教學、
研究人員。
二、薪傳學者：申請人自行挑選傑出研究學者擔任薪傳學者，向參與人員
提供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人可在提出申請前先與擬邀請的薪傳學者聯絡，以
瞭解該薪傳學者在時間上能否配合。薪傳學者應為正教授或正研究員，並符合
下列資格之一：
1.曾獲國科會或教育部的重要獎項、教育部國家講座或財團法人傑出
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或
2.近五年曾在相關領域之頂尖學術期刊或頂尖出版機構發表相當數量
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計畫：已獲國科會計畫補助及正送國科會審查之研究計畫，不得
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四、申請類別：分為兩種。其一是以研究群的名義提出申請。其二是個別
學者提出申請。
甲、研究群申請
1.接受申請對象為研究群。三位以上領域相近的學者可自行組織研
究群提出申請。
2.由研究群主持人( 透過主持人所屬學校發文 ) 提出申請。
3.研究群可邀請國內或國外學者擔任薪傳學者。
4.向社科中心申請時應提具下列文件之電子檔（含 WORD 及 PDF 格
式的光碟片）及書面資料：
· 申請表
· 擬邀請薪傳學者之詳細資料 ( 包括詳細履歷與著作目錄 )
· 各參與人員之個人資料表及著作目錄 ( 國科會表格 C301 及
C302 )
5.申請案由社科中心審核。
6. 經費補助：a.受邀國內薪傳學者的交通費及諮詢鐘點費由社科中
心支付，食宿費由邀請單位支付；b. 受邀國外薪傳學者的交通費
及生活費由社科中心支付。
7.由薪傳學者至申請單位聆聽參與人員對於研究構想的報告，以便
薪傳學者給予建議。
8.結案後三個月內需繳交結案報告。結案報告應包含薪傳學者針對
點此或按 Home 鍵返回目錄頁

每個研究構想所提供的建議或評論，以及個別參與人員對這些建
議或評論的回應。
9.結案報告應提具文件之電子檔（PDF 格式的光碟片）及書面資料。
乙、個別學者申請
1.接受申請對象為服務於國內學術單位的學者。申請人以職別在副
教授( 含 )或副研究員 ( 含) 以下者為限。
2.個人申請只可邀請國內學者擔任薪傳學者。
3.由個別學者( 經所屬學校發文 ) 提出申請。
4.向社科中心申請時應提具下列文件之電子檔（含 WORD 及 PDF 格
式的光碟片）及書面資料：
· 申請表
· 擬邀請薪傳學者之詳細資料 ( 包括詳細履歷與著作目錄 )
· 申請人之個人資料表及著作目錄 ( 國科會表格 C301 及
C302 )
5.申請案由社科中心審核。本服務的目的之一是協助年輕學者拓展
學術網絡。故此，若申請人所邀薪傳學者並非其論文指導教授、
與申請人近五年未有合作關係者、及並非申請人同校老師，社科
中心會優先考慮補助。另外，因剛畢業的年輕學者是最需要研究
經驗傳承的一群，故社科中心會優先補助博士畢業五年以內的學
者。
6.審查通過後，由申請人到薪傳學者工作單位討論及互動。由社科
中心提供交通費給參與人員，及提供諮詢鐘點費給薪傳學者。
7.結案後三個月內需繳交結案報告。結案報告應包含與薪傳學者互
動的情況及研究的進度。
8.結案報告應提具文件之電子檔（PDF 格式的光碟片）及書面資料。
五、結案期限為六個月。經社科中心同意補助之費用，應由申請人檢附經
費支出原始憑證以辦理報銷。俟執行期滿後一個月內，依據核定通知單之規定
向本中心辦理結案。
六、申請期間為每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以及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
日。核准結果將於截止日一個月內以書面通知。
七、發文郵寄應注意事項︰
1.受文者為「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郵寄地址︰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研院經濟所「國
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收（信封上請註明︰申請年輕學者學術輔
點此或按 Home 鍵返回目錄頁

導與諮詢）
3.承辦人：吳東嶽，電話：( 02 ) 2782-2791 分機 647，傳真：( 02 )
2651-7428，E-Mail：ssrc-10@econ.sinica.edu.tw 。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本院新聘專任教師名單〉
人社院：96/1/26(五)
【本刊訊】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本院新聘三位專任教師
已通過本校遴選委員會審查同意聘任
1.中文系傅雲博副教授
2.外語系王智明助理教授
3.人類所 Paul Festa（費保羅）助理教授

〈圖書館人社分館業務輪調館員動態〉
人社院：96/1/26(五)
【本刊訊】 圖書館人社分館業務輪調館員動態
圖書館因有生力軍加入，故利用此一機會實施局部館員業務輪調。1 月 15
日起，人社分館館員張雅玲小姐輪調至採編組，負責西文圖書資料之編目工作；
讀者服務組王蓉瑄小姐接任其職，主要負責人社分館的期刊裝訂業務，並輪值參
考櫃檯，提供諮詢服務。蓉瑄的聯絡電話為分機 4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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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資源】
〈圖書館新訂人社領域資料庫: ECCO、MOMW,歡迎多加利用!〉
人社院：96/1/26(五)
圖書館新訂人社領域資料庫如下，歡迎您多加利用！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ECCO)
收錄十八世紀經典古籍，包含了 15 萬本電子書的完整內容，提供全文檢
索方便查詢。主題包含歷史地理、社會科學、文學及語言、宗教哲學、現代藝
術、法律、醫學科技等。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MOMW)
收錄 1450-1850 年全球的經濟文獻的重要論著，達 62000 本電子書及 466
種叢書系列，提供全文檢索方便查詢，主題包含歷史、政治學、婦女與性別議
題、財務、商業與農業等。
詳細資料庫介紹請見圖書館網頁說明。

〈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徵稿啟事〉
人社院：96/1/26(五)
【本刊訊】
各位學術先進: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已發行十多年，承蒙中大同仁和國內、外學者專家的支
持，得以日益發展，成為國內少數幾份具備科會認可條件的學刊。為了精益求
精，本刊決定進一步改善學報的出刊和編輯方式，以提升其學術地位及增進為
國內、外學界服務的功能。
本刊將改為季刊，每 1、4、7、10 月出刊，革新第一期擬於 2007 年 7 月
出版。為公平選擇優良稿件，將採嚴格的學審製度。為配合學術研究的新趨勢，
以及促進人文學術研究的整合和交流，本刊重新定位為跨學門、跨領域、跨文
化的學刊。內容主要包括專題論文和書評兩項，每期將設定適合文、史、哲、
藝術、文化等領域論述的議題。另一方面，本刊亦酌量刊登議題之外，具有卓
越新見的人文學門研究成果，以免遺珠之憾。目前擬定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點此或按 Home 鍵返回目錄頁

7 月的五個議題 如下：
1)
2)
3)
4)
5)

「窮與變」
「“Inter” After Theory」
「意象、圖像、影像、形象」
「地域與文化(包含社會)」
「文獻與詮釋」

我們懇切期待各界學者專家繼續支持，惠賜大作，共同促進人文學的交流
與發展。正式徵稿啟事、撰稿體例、審核流程、議題說明等，煩請查詢本刊網
站
（http://www.ncu.edu.tw/~lit/c_main.htm ），謝謝。
附加檔案：
第三十一期主題
稿約

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院
《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Tel: +886-3-4227151 ext 33016

〈《臺灣全志．社會志》新書發表會，1/30 國家圖書館舉行〉
人社院：96/1/26(五)
【本刊訊】 《臺灣全志．社會志》新書發表會公告
主辦單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時
間：96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14：30~17：10
地
點：國家圖書館一樓簡報室（台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內
容：本書詳述臺灣近 20 年來的社會發展，全盤解讀臺灣戰後社會發展
概況，是臺灣社會發展史的全紀錄，為研究臺灣戰後社會變遷的重
要著作，極具學術參考價值。
報
名：開放報名名額 100 名，以報名優先順序額滿為止，全程參與者本館
贈送《臺灣全志．社會志》一套計 11 冊，各冊篇名為「勞動力與
勞動市場篇」
、
「社會福利篇」
、
「社會階層篇」
、
「文化與社會篇」
、
「社
點此或按 Home 鍵返回目錄頁

會多元化與社會團體篇」
、
「都市發展篇」
、
「經濟與社會篇」
、
「宗教
與社會篇」、「衛生與健康篇」、「環境與社會篇」、「社會運動篇」，
會後由主辦單位寄送，但運費（約 150 元）由受贈者負擔，由新竹
貨運以貨到付款方式處理。
議 程
項目

時間

一

14:30~14:40

致歡迎詞 謝館長嘉梁（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二

14:40~15:10

貴賓致詞 張館長炎憲（國史館）莊館長芳榮（國家
圖書館）

三

15:10~15:40

計畫持人致詞及介紹各篇撰稿人 蕭新煌教授（中央
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

四

15:40~16:40

新書評介 張維安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章英華教授(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戴寶村教授(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五

16:40~17:10

分享與互動 來賓提問，撰稿人回應

報名表








內容

姓名
性別
服務機關
現職
通訊地址
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是否需贈送《臺灣全志．社會志》一套
1.是
2.否
聯絡電話：石瑞彬 049-2316881*402 傳真：049-2329649
Email：stone@mail.th.gov.tw

〈台灣東南亞學會碩士論文獎 3/10 前接受申請〉
人社院：96/1/26(五)
【本刊訊】 東南亞學會碩士論文獎申請
點此或按 Home 鍵返回目錄頁

台灣東南亞學會
東南亞區域研究碩士論文獎
一、主旨
為促進國內東南亞區域研究生的研究風氣與獎勵優秀論文，台灣東南亞學
會將舉辦碩士論文獎。得獎人將於年會中接受頒獎與表揚，並安排發表論文。
二、研究領域
1. 東南亞各國之歷史
2. 東南亞區域之本土社會文化、宗教與族群
3. 戰後東南亞區域各國之政治、經濟、社會轉型與發展
4. 東南亞區域的華人與當地各族群及社會的互動關係
三、申請資格
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科系近兩年內畢業之碩士。
四、準備之資料
1. 碩士論文壹式三份（需附論文口試委員名單）
2. 指導教授推薦信乙封
3. 畢業證書影本
4. 研究生個人學經歷資料（含聯絡方式）乙份
5. 論文 pdf 檔乙份
五、獎勵
1.每年三名，第一名獎金 5,000 元；第 2 名 3,000 元；第 3 名 2,000 元
2.每位獲獎人由學會頒發獎狀乙張及獎金
六、截止日期
申請截止日期 2007 年 3 月 10 日。申請者請檢具上述準備資料，請以掛號
寄送至台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轉台灣東南亞學會碩士論文獎評審委員會收。電話(02)2782-2195;論文 pdf
檔請寄 email:taseas@gate.sinica.edu.tw; 本學會網址
http://taseas.rchs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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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風景】

〈人社之美攝影作品欣賞（系列五）〉
人社院：96/1/26(五)

洪明郁 --- 上課去

林繼遠--- 人社鐘塔

汪詩海 --- 春

張子軒 ---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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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繼遠--- 人社院(夜景)

點此或按 Home 鍵返回目錄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