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務簡訊 

召開全國圖書資訊網路合作館館長會議 

全國圖書資訊網路新系統（NBINet）啟用後之首次合作館館長會議，民國88
年3月5日於國家圖書館188會議室召開，由莊芳榮館長主持。 

新系統更換初期，因致力於軟硬體之建置，各相關會議皆不克召開，此次會
議與上次會議（86年9月26日）相距約一年半期間，多位合作館館長職務異
動，新任館長包括：中興大學圖書館林偉館長、交通大學圖書館楊維邦館
長、成功大學圖書館楊明宗館長、藝術學院圖書館莊素娥館長、屏東師院圖
書館劉明宗館長。 

本次會議主要提案為討論：1.新增合作館；2.修正「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
線上編目合作辦法」。應邀加入之新合作單位包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國
立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圖書室、中央研究院、中國醫藥學院圖書館、高雄
科學技術學院圖書館、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6所圖書館皆有代表出席。會
中一致通過6所圖書館之加入，中研院代表雖在會中表示因院內館所眾多，
須進一步協調以取得共識，但會後仍表示願意加入合作館。新增6所圖書館
之後，目前計有32所合作單位。 

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啟用以來，原訂有「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線上編目
合作辦法」，並已歷經5次修訂。本次修訂主要係配合88年1月行政院核定
「書目網路合作辦法」之規定（相關條文請參考本期頁15附錄一），以及
NBINet新系統架構改變等因素進行修改，原辦法於此次會議中正式改為「全
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合作編目要點」（相關條文請參考本期頁16附錄二）。
與會人員先就書目資訊中心建議之修訂稿進行初步討論，並決議由書目中心
彙整本次會議討論修正內容後，先請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林館長及陽明
大學圖書館廖館長審查後，再交各合作館館長進由於目前任何使用者不須經
過申請程序即可透過新系統的OPAC及WebPAC查詢功能，免費轉出ISO 2709
格式資料，原針對非合作館所訂之「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線上轉錄要點」
已不適用，因此會中亦通過取消該要點。（許靜芬） 

新推出期刊熱門資訊服務 便利社會大眾掌握即時議題資訊 

國家圖書館為便利社會大眾，利用網際網路功能，快速參閱發表於我國期刊
上的各項熱門資訊，特自民國88年3月起推出「期刊熱門資訊服務」
（http://192.192.58.101/cgi/hotnews/hnquery）。本服務係由國家圖書館針對社會
熱門議題，例如：WTO、金融檢查、生物多樣性、總統選舉、政府再造、千
禧年危機、終身學習、威而鋼、社區大學、消費者保護、腸病毒等等，主動
提供熱門資訊一覽表（如附圖），便利使用者自由選擇點按後，可於網頁上
直接參閱收錄於「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和「國家圖書館新到期
刊目次服務系統」上的相關文獻篇目以及其詳目出處資訊。 

為了提供即時的熱門議題彈性調整效能，本系統具有相當便捷的後端管理維
護功能。館員可利用本系統的「編輯期刊熱門資訊」畫面，進行：1.首頁使
用說明文字的維護與修改；2.新增熱門資訊標題的輸入以及查詢指令的設
定；3.原有熱門資訊標題與查詢指令的修改；4.過期或不用熱門資訊標題的
刪除。對於館員的維護管理權限，系統亦提供：新增熱門資訊編輯人員、瀏
覽熱門資訊編輯人員一覽表及修改密碼等等功能。 

透過本項服務的提供，本館除可主動觀察與蒐集社會大眾有興趣的議題，提
供溫馨即時的資訊服務外，更可對期刊資訊內涵藉由熱門議題角度，作深一
層的分析瞭解與掌握。歡迎各界不吝上網參閱指教。（吳碧娟） 

加強政府公報網路服務 電子全文垂手可得 



國家圖書館近幾年來均致力於政府出版品之網路資訊服務。其中政府公報對
於民眾掌握瞭解政府之法規、政令、解釋令、公告、訴願陳情書及質詢、會
議紀錄等，可說是最具體且權威的主要媒介。為更進一步加強該項資訊之服
務，本館於近期內新完成建置「中華民國政府公報電子全文系統」，讓公報
資訊之掌握及運用更為深入與便捷。 

有關政府公報資訊服務，本館早於民國84年已於網路提供73年以來之政府公
報索引檢索服務，86年初再進一步提供「新到政府公報目次服務系統」，加
強了時效性和即時性之需求面功能。87年2月配合本館「遠距圖書服務系
統」之正式推出，公報之資訊檢索服務成功的整合了篇目索引、新到目次以
及全文影像文獻傳遞服務三項層面。使用者運用家中電腦，可全天24小時透
過案由、發文機關、主題語、公報名稱、出版日期等欄位查詢後，線上調
閱、列印近十餘年出版之20餘種政府公報全文影像。但對於電子全文之全文
檢索、調閱、列印及下載，更是資訊運用者進一步的期望。 

本公報電子全文之建置完成，正可謂是政府機關間攜手合作，共同為民眾提
供政府資訊之具體成果。本系統所運用之公報電子全文均由各公報發行機關
提供。系統功能主要分為「全文檢索」及「瀏覽調閱」兩大項。在「全文檢
索」介面的檢索欄，使用者於輸入任何擬查詢的字串或詞彙後，系統自動於
電子全文資料庫中查詢相符之公報篇目案由條列式呈現。以滑鼠點選案由部
分，則將呈現該篇案由之完整電子全文內容。查詢字串部分，在整篇全文中
更以紅色閃爍方式出現，以提醒該字串之所在。在「瀏覽調閱」介面，則逐
步透過各公報刊名、卷期瀏覽條列該期具電子全文之案由後，再點選呈現電
子全文內容。兩種介面之操作方式非常簡單，人人均會使用。 

本系統所收錄之公報電子全文係由各機關逐期提供，目前之種數仍不夠多，
近期內將再與各機關連繫，加強合作，期使讀者在公報全文之運用上，更為
周延。本系統之網址為http://readopac.ncl.edu.tw/cgi-bin/ncl10/m_ncl10，或由本
館資訊網路系統http://www.ncl.edu.tw之網頁點選。（蔡佩玲） 

數字會說話 政府統計調查系統改版上線 

政府統計調查是政府出版品中，另一項足以客觀反映施政成果、績效及國家
社會現況、指標的重要依據。為加強對政府統計調查類資料之便民服務及凸
顯該類資料之重要性，國家圖書館將原附屬於「新到政府公報目次系統」中
之統計調查類書刊篇目，予以抽出，並單獨針對該項資料之性質功能，重新
改版製作WWW介面之「中華民國政府統計調查影像系統」，已於民國88年4
月掛入本館資訊網路服務系統網頁，供眾運用。 

新版之統計調查系統，目前提供分類、刊名、出版機關、出版日期等四種瀏
覽查詢方式，另有「統計圖表篇目查詢」之檢索功能；此外為加強相關資訊
之提供，另有「統計刊物指南」及「政府統計資訊」之選項，以進一步呈現
我國政府統計調查書刊出版現況及現有網路上之政府統計資訊網頁。各項查
詢介面簡述如下： 

1. 統計調查分類瀏覽︰依據行政院主計處編訂之「各級政府及中央各機
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將本系統收錄之所有統計調查年報按類別分
列，以便於即類求書，掌握同一類別之所有統計書刊。  

2. 統計調查刊名瀏覽︰按照本系統收錄之所有書刊名稱筆畫順序排列，
使用者可依序瀏覽所有書刊名，此為本版之新增功能。  

3. 統計調查出版機關瀏覽︰舊版系統推出後，參酌使用者的建議，我們
瞭解許多使用者係以某一「政府機關」作為查詢統計資料的起點，因
此在新版系統中，特別新增本項功能。  

4. 統計出版日期瀏覽︰此依各書刊之出版年月呈現該月份出版之所有統
計書刊。  

5. 統計圖表篇目查詢︰此為本系統最能展現資訊科技便捷特色之處。本



系統逐一將目次內容全文建檔，包括各統計圖、統計表、統計分析、
問卷表及統計方式等篇目，因此使用者可鍵入任一詞彙，進行近三年
來160餘種統計調查書刊目次之全文檢索。  

6. 統計刊物指南︰此係本新版系統中的另一項新增特色。擬收錄我國政
府統計書刊之基本書目資料，透過簡易之檢索介面以查詢各書刊之出
版機關、出版地、訂購方式、定價、內容簡介、本館索書號、典藏地
及館藏現況等，目前仍陸續建置中。  

7. 政府統計資訊︰目前在各政府機關網頁上，已有許多與該機關業務相
關之統計資訊，同樣極具參考價值。此處彙整連結了（hyperlink）這些
網頁，使用者可直接點選進入各政府機關的統計資訊網頁中。  

新版之「中華民國政府統計調查影像系統」除了上述之瀏覽查詢功能外，同
時具備與本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之文獻傳遞服務連結功能。因此線上即
可調閱、列印統計調查之全文影像。本系統現已掛入本館資訊網路服務網頁
中（http://www.ncl.edu.tw），亦可直接連線網址
http://readopac.ncl.edu.tw/cgi/stat/login查詢。本系統目前呈現者，暫以85年以來
中央政府出版之統計書刊年刊為收錄範圍，對於新出刊之統計調查資料，我
們亦將新增納入本系統中。（蔡佩玲）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光碟系統 多功能視窗版發行 

國家圖書館與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合作開發之「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光碟
系統」（SinoCat）視窗版，自合約簽訂後，歷經半年的研究發展，已於民國
88年3月12日上午完成驗收。SinoCat視窗版除保留原先DOS版標準性、豐富性
及靈活性之外，更順應當前網際網路盛行以及視窗環境操作平臺的潮流，提
供圖書館更生動活潑、方便易用的使用介面，其特點為︰ 

1. 豐富的資料庫內容︰SinoCat視窗版收錄國家圖書館自民國70年至87年
總校訂的全編書目資料及87年底以前預行編目的書目資料，共約40餘
萬筆書目資料。並計劃四個月更新一次，定期加入本館最新建檔中文
書目資料，提供最新最完整的國家圖書館書目資訊。  

2. 編目作業最佳工具︰圖書館員可以非常便利地進行拷貝編目與回溯建
檔。另外，當圖書館在光碟資料庫中查無合適書目資料時，可利用系
統的原始編目功能，依該功能提供之各類型機讀編目格式設訂值進行
原始編目。在報表列印方面，SinoCat有卡片格式等列印功能，足以支
應編目作業所需。  

3. 網路資源應用︰使用者於SinoCat視窗版光碟系統網路連線版使用的同
時，可以很方便地連上全國圖書資訊網路（NBINet），查詢全國各圖
書館館藏記錄，並可直接下載所需之書目記錄，經過書目編輯存檔之
後，成為自己圖書館的書目記錄，節省編目及連線的時間和程序，達
到資源分享的目的。  

4. 視窗環境的操作︰SinoCat視窗版提供視窗的操作環境，系統係以一般
通用之WIN95以上環境開發之。使用者透過滑鼠的點選，可以很方便地
呼叫出所需之功能而不需記憶太多的指令。另外，也可打開多個視
窗，同時進行多種工作內容。  

5. 靈活的輔助工具︰SinoCat視窗版在每個畫面均可選擇查看專屬於該功
能之系統援助說明，提供圖書館員即時而友善的操作指引。此外，系
統亦提供《中國機讀編目格式》、《中國圖書分類法》、《中國編目
規則》及《中文圖書標題表》等四種編目規範之電子全文，其中，
《中國機讀編目格式》更提供超連結（hyperlink）功能，提供編目員快
速查詢所需之欄位及資料內容。  

6. 標準化與規格化︰SinoCat視窗版資料係依《中國機讀編目格式》建
檔，而光碟片之製作亦符合ISO-9660標準。由SinoCat轉出的資料亦符合
ISO-2709格式。使用BIG-5碼的單位只要利用一般個人電腦，以普通的
中文視窗環境，即可使用本系統。  



SinoCat DOS版曾於83年榮獲「十大傑出資訊產品創作獎」，而SinoCat視窗版
憑藉著過去智慧和經驗的累積，加入最新科技和技術，並豐富充實資料庫內
容。期待這全球第一片中文書目光碟能繼續成為國內外圖書館最新最便捷的
編目參考工具！（鄭玉玲） 

「編目園地」全球資訊網 更新網頁內容提供服務 

為了履行國家圖書館研訂各項技術服務規範的職責，並增進圖書館從業人員
的專業智能，國家圖書館於民國86年8月起在「國家圖書館資訊網路系統」
建置「編目園地」，作為我圖書館界技術服務從業人員交流心得和分享經驗
的管道。 

「編目園地」開放以來獲得不少迴響，上網查詢利用者至88年元月底達四萬
餘人次。惟編目組同人經常性業務甚多，致維護更新力有未逮，為發揮「編
目園地」之應有功能，特委請文華圖書資訊公司建置並按月更新維護，以保
持內容之新穎實用。全新面貌之「編目園地」已於88年3月正式提供服務，
除原有「編目消息報導」、「編目規範標準」、「編目參考工具」及「分編
問題探討」外，另增加「編目相關網頁」專欄。各專欄簡介如下： 

1. 編目消息報導：主要是提供有關技術服務的各項最新消息，亦涵括本
館與中國圖書館學會舉辦之專題研習班講授科目、相關國家標準說明
會及編目相關光碟產品簡介等。  

2. 編目規範標準：本專欄蒐集刊布本館已編訂之編目規範，並以文字檔
的方式提供查詢或下載，以作為各館進行編目作業的標準或依據。除
原有之《中國機讀編目格式》第三版、《中國機讀權威記錄格式》、
《國家圖書館電腦類類表》、「國家圖書館程式語言及套裝軟體代碼
表」外，另增加《中文圖書標題表》、《中國編目規則》及「新修訂
標題與類號」等三個單元。其中新修訂標題與類號，乃近年來國家圖
書館針對中文圖書標題表之不足予以修訂而成，未來並將按月增訂。
近期內擬將《中國舊籍特藏分類表》收錄在本專欄內。  

3. 編目參考工具：蒐集範圍以作為中西文編目作業依循之規範工具書為
主。中文方面舉凡與文獻著錄、機讀編目、機讀權威、文獻分類等有
關之參考工具書，皆逐一條列並以提要簡介。西文方面，所整理的編
目工具書範圍，則包括標題、分類、克特表、編目規則、機讀編目格
式、地圖集及地名錄、書目光碟資料庫等。  

4. 分編問題探討：本專欄蒐集有關一般圖書分類編目的相關問題並予以
解答，其編排方式大致依據賴永祥編訂之《中國圖書分類法》。近期
內並擬以諮詢問答方式推出留言板單元，希望能實際解決圖書館技術
服務人員工作上之問題。  

5. 編目相關網頁：蒐集國內外與技術服務有關的網路資源，並提供網址
以便連結至該單位查詢有關分類編目的專題報導及相關團體的最新訊
息。我們由衷地希望本園地能提供最完整的編目規範及最新的編目訊
息給圖書館從業人員，也希望您能隨時提供寶貴的建議，讓我們能將
這片園地耕耘得更好！（鄭靜宜）  

國家圖書館資訊網路系統於第七屆臺北國際書展展出 

第七屆臺北國際書展於民國88年2月7日至12日，在臺北市世界貿易中心展覽
館舉行。共有來自全球42個國家、787家出版商參加，規模為歷年來最大。
今年國際書展分為國際區、國內區、主題區、大會區；國內區又分電子書
區、童書區、漫畫區、綜合區、政府出版品區等。今年大會設「國際主題
館」，展出各國歷屆重要童書得獎作品。此外，也設置「文化資訊應用
館」、「金鼎獎館」等。 

本館應邀在文化資訊應用館展出「國家圖書館資訊網路系統」
（http://www.ncl.edu.tw），以網路連線方式，挑選全國新書資訊網、全國圖



書資訊網路系統、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及遠距圖書服務系統等參
展，展出本館近年來在電腦及網路方面的成果。這次書展，本館共租用四個
攤位，每一個攤位為3m×3m，並配置六部個人電腦。由於展出系統內容豐
富，吸引相當多的參觀人潮。會場並提供《國家圖書館資訊網路系統》小冊
子、《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及鉛筆贈送給參觀民眾，頗受歡迎。 

本館為方便讀者查檢資料，近年來積極運用電腦及網路科技，針對國內出版
圖書、期刊、學報、學位論文及政府公報、政府統計、出國報告書等，予以
蒐集整理，從事索引目錄建檔、全文及影像掃描，提供讀者，即使不必到圖
書館亦可透過「全球資訊網」，即時查詢各類文獻資料，並取得該項文獻的
全文，為我國「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提供了豐富的內涵。展覽期間，參
觀民眾對資料庫豐富的內涵及便利的檢索，均予好評。國家圖書館為配合
「推動終身學習，建立學習社會」之教育改革中心理念，而提供民眾終身學
習的途徑。民眾在任何地點，只要利用個人電腦連接網際網路，就可以享有
便捷的資訊服務。不但便利各地研究人員即時獲得所需研究資訊，同時賦予
民眾一個「終身學習」的網路學習資源。（簡家幸） 

擴大遠距圖書服務區 開放網路資源檢索服務 

國家圖書館自民國88年2月1日起開放網路資源服務區，提供電腦供讀者上網
查詢網路資源。原設於國家圖書館二樓總服務臺旁的資訊檢索區提供34部電
腦，唯僅限於讀者查檢館內各種書目和所發展的資料庫；為因應時勢潮流與
讀者需求，更方便讀者學術研究及查檢更多的館外資源，參考組自去年8月
開始規劃開闢新的網路資源檢索區，增購電腦設備，以提供到館讀者上網查
檢各種學術資源，遨遊於網路世界。 

網路資源服務區位於國家圖書館二樓學位論文室旁，係就原來的遠距圖書服
務區加以擴大，並鋪設網路地毯，提供新穎舒適的使用環境；本區共有16部
電腦，除查檢網路資源外，亦繼續提供原有之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並提供列
印及轉錄磁片（限用本館提供之磁片），唯讀者不能進入色情、遊戲或聊天
網站。 

網路資源服務區其服務時間為開館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讀者可至服務櫃檯
登記免費使用，每人每次限30分鐘，列印資料每兩張5元，每張磁片20元。
此外，於原有的資訊檢索區提供四部電腦可供檢索網路資源，服務時間延長
至晚間9時，但不提供列印及轉錄磁片的功能。（吳穎萍） 

提升本館資訊服務品質 增加網路頻寬，加租T1數據專線 

為提升國家圖書館各項資訊服務品質及因應近來由於圖形、視像、多媒體等
新資料類型的應用，對於網路系統有更高頻寬的需求。因此在本館資訊系統
發展計畫即編列預算，加強館內外資訊架構基礎建設，採用高速光纖區域網
路，加租T1數據專線，以增加網路頻寬。 

本館原本以一條T1數據專線連接臺灣學術網路（TANet），傳送速度為每秒
1.544MB。現增加一條T1數據專線，其頻寬增加一倍。預計下一年度將改租
T3數據專線，希望將傳送速度提高到45MB。 

本項工程於民國87年12月2日簽約，由艾群科技公司承包，施工期間，為不
致對現行館員作業及讀者檢索造成太大的影響，採並行作業的方式，將本館
現有網路系統改為高速網路架構，傳送速度由每秒10MB提升至100MB。主幹
線為光纖網路，水平布線採Cat 5UTP線共增布及更新587個網路節點，於88年
3月5日完工後，全館共有740個網路節點。 

所有主要網路設備亦在此次光纖網路擴建工程案一併汰舊換新，除六樓主機
房外，全館分為三個集線中心，分布在一、三、六樓。新購網路設備包括



Layer3主幹網路交換器一組，群組交換器三組，皆具備SNMP管理功能。（彭
慰） 

參加美國亞洲學會1999年年會暨書展 

第51屆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年會於1999年3月11至14
日，假美國麻塞諸薩州首府波士頓之Marriott Hotel舉行，書展活動則依往例
與年會同步辦理。今年與會之亞洲研究學者與圖書館員估計超過2千5百人，
年會諸項活動在大雪紛飛的天候裡熱鬧登場。 

美國亞洲學會現已成為國際公認最具規模的亞洲研究學術組織，擁有8,500個
單位及個人會員，對於亞洲研究的學術領域而言可謂舉足輕重。國家圖書館
向極重視此一年會，每年均派員蒞會暨辦理書展與贈書。今年除為加強與國
際漢學界之交流外，亦著意為本館所發行之「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系
統」新版及「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光碟系統」（SinoCat）做宣傳展示。由
本館交換處黃菁華編輯、閱覽組宋美珍編輯及漢學研究中心孫秀玲助理編輯
等三位出席，並分別設置「國家圖書館」與「漢學研究中心」二個攤位，展
示國內新近重要學術出版品。 

年會期間，隸屬美國亞洲學會旗下的東亞圖書館中文委員會，即於3月10日
晚間舉辦一場座談會，討論現階段兩岸三地中文資料庫之建立。該會吳燕美
主席（現為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副館長）表示：兩岸三地中文資料庫的建
立、整理和資料蒐錄各有所長，但缺乏溝通連繫，無法發揮最大效能。故安
排這場座談，希望藉以推動各地在建立中文資料庫上互相截長補短。會中，
香港中文大學、上海圖書館及本館分別派代表說明三地的資料庫推出網路版
的現況。本館由閱覽組宋美珍編輯介紹解說「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系
統」，該光碟系統除了DOS版、WIN95版之外，亦於今年起推出WWW版，
使用單位可直接安裝於校園主機，透過Internet提供單位使用者利用瀏覽器
（browser）連線查詢，並可提供線上文獻傳遞功能，讓使用者即時取得文獻
全文。與會會員對本項文獻傳遞功能深感興趣，會後頻頻詢問如何可在美國
地區利用本項服務，以取得國內期刊文獻全文。而該系統隨後亦在書展攤位
展示，同樣普獲參訪者的好評。 

另外，OCLC CJK 使用者年會也於Hilton飯店召開，由其主席Abrahaw Yu 主
持，除了表彰CJK的功效成果以及未來發展趨向外，他特別歡迎陳劉欽智博
士的專題演講，以及本館代表黃菁華宣讀介紹書目資訊中心及ISBN營運情
形。會中多位國外圖書館專家對我國書目資料庫的建置與利用表示高度的興
趣。此場次另有哈佛、柏克萊、加州爾凡、北卡、奧勒岡、南加州大學等圖
書館報告使用CJK的經驗。又因本館今年8月底將召開「華文書目資料庫合作
發展研討會」，多位受邀發表文章的學者專家均在現場，本館人員掌握機緣
分別邀請洽談，十分順暢圓融。 

年會的書展活動向為與會學人所熱衷。今年亦不例外，集合了來自中國大
陸、日本、韓國和歐美各地的亞洲研究出版商約有一百數十餘家共襄盛舉，
各參展書商或單位無不盡力招徠。國家圖書館就精選國內最近一年出版之頭
版新書計349種四百多冊，分門別類加以陳列，以期呈現臺灣地區出版之盛
況及學術研究成果。漢學研究中心則揀選中央研究院、國史館、省市文獻會
出版的「口述歷史」主題之書刊102種110冊，藉以凸顯近年來我國對保存史
料與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另輔以該中心之出版品參加展示，別具一格。所編
印的展出圖書目錄數百份不出兩日即為參觀者索求一空，情形之踴躍，可見
一斑。 

書展期間，除了參觀者眾多，還有不少曾接受漢學研究中心獎助的外籍學人
到訪問候，包括：田浩、葛德威、韓苔美、黎志剛、夏維明、安如巒、穆潤
陶等多位教授。另有海外華人圖書館館員及漢學研究之專家學者等數十人亦
至本館的攤位簽名致意；而我國駐美臺北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郭秋義組長



更多次蒞臨本館攤位，給予關心並提供協助，代表處並於當地媒體報紙刊登
本館及漢學研究中心參與年會、書展與贈書的消息，使書展順利圓滿進行。
會後參展書刊並由郭組長代表贈予美國國會圖書館永久典藏，以充實該館中
文圖書的館藏。而明年的美國亞洲學會年會則訂於公元2000年3月9至12日在
加州聖地牙哥市舉行，相關活動已在進行籌劃，有興趣者可直接上網先睹為
快，網址為http://www.aasianst.org/。（黃菁華、宋美珍、孫秀玲） 

獎助外籍學人來華研究漢學計畫八十九年度訪問學人獲選名單 

漢學研究中心所辦理之「獎助外籍學人來華研究漢學計畫」，因績效卓著，
自民國87年7月起獲得喜瑪拉雅研究發展基金會的補助，每年提供新臺幣二
百萬元作為獎助金。為提高本獎助計畫的吸引力，自88會計年度始，本中心
已將各級獎助金額增加新臺幣5,000元，即教授級每月55,000元、副教授級每
月45,000元、助教授級每月35,000元、博士候選人每月25,000元。89年度的申
請案共計50件，經審查會七位委員仔細討論後，決定錄取正取21名，備取5
名。較為引人注意的是來自葡萄牙、瑞典、新加坡等三國的學者是本計畫執
行以來首次獲選的新興國家漢學研究者，實屬難得，足見本計畫已普受各國
漢學界之重視。所有獲選學人將於88年7月至89年12月間陸續來臺進行漢學研
究。 

錄取名單如下（依國籍、姓名、性別、任職機構、職稱、研究計畫及研究期
間排列）︰ 

澳洲 

1.Rachelle Allen（林若雪），女，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博士候選人，＂
Taiwanese Perceptions of Australia＂，3個月 

英國 

2.Bonnie S. McDougall（杜博妮），女，University of Edinburgh，教授，＂
Private Writing in Public Spaces: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rivacy in Modern 
Chinese Letters＂，3個月 

加拿大 

3.Carsey Yee（余超柄），男，Harvard University，博士候選人，＂Ming 
Loyalist of Refugees: China to Vietnam＂，6個月 

4.Kwok-yiu Wong（王國堯），男，University of Toronto，博士候選人，＂
Discoursing on Wen: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of the Tang Sung Period＂，6個月 

以色列 

5.Gil Raz（李福），男，Indiana University，博士候選人，＂Taoist Ritual Charts 
and Their Antecedents＂，6個月 

日本 

6.藤井倫明，男，九州大學，博士候選人，「宋代天理觀的研究─透過伊川
之《易傳》而言」，9個月 

韓國 

7.Joon Sik Lee（李浚植），男，成均館大學，教授兼系所主任，「韓、中樂
府詩比較研究」，6個月 



8.Ju Back Sin（辛珠柏），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外籍研究員，「本
國政府　台灣軍‧朝鮮軍　關係　通　見　朝鮮　台灣 　 日帝　統治比較
（1931-45）──對民統制　動員問題　中心　，4個月 

9.In Cho Jun（全寅初），男，延世大學校，教授兼中文研究所所長，「唐代
小說研究」，6個月 

10.Hye Gyung Yi（李惠京），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胡
適於中國哲學史研究中 

的個人、功利、實利理解的探討」，6個月 

11.Sae Bong Ha（河世鳳），男，釜山大學校國際地域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日據時期臺灣對東亞貿易」，3個月 

12.Dae Heui Im（任大熙），男，慶北大學校，副教授，「《宋刑統》研究─
《唐律疏議》與臺灣所藏 

《宋刑統》版本的比較」，3個月 

葡萄牙 

13.Tong Lam（林東），男，University of Chicago，博士候選人，＂
Investigating and Representing Society, 1890—1950＂，6個月 

俄羅斯 

14.Mikhail Karpov（卡爾波夫），男，Moscow State University，副教授，＂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the R.O.C. in Global Perspective＂，3個月 

新加坡 

15.Yin Hwang（黃韻），女，University of London，博士候選人，＂The 
Depiction of Wars Riots and Rebellion in the Visual Culture of Late QingChina 
through the Medium of Popular Print (1864—1911)＂，3個月 

瑞典 

16.Perry Johansson（高洋），男，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Copenhagen 
Denmark），研究員，“Geopolitical Desires: Gender and Power in Popular 
Representation of Greater China＂，4個月 

美國 

17.Alison W. Conner（康雅信），女，University of Hawaii，教授，＂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 A History of Shanghai＇s Soochow Law School 
(1915—52)＂，3個月 

18.Antonio Tavares（陶仁明），男，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候選人，＂
Crystals from the Savage Forest: Campho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Taiwan＂，6個
月 

19.Ari Levine（李瑞），男，Columbia University，博士候選人，＂A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Factional Politics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1066—
1126＂，6個月 

20.Roger T. Ames（安樂哲），男，University of Hawaii，教授，＂Zisizi子思子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3個月 

越南 

21.Nam Nguyen（阮南），男，Harvard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Chien Teng 
Hsin Hua 《剪燈新話》 a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uan Chi傳奇
Genre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3個月 

備取名單如下： 

法國 

1.Veronique Berthelet（白珊），女，Paris University，博士候選人，＂The 
Formation of the Eight Signs（八字）Astrology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ethod＂，6個月 

美國 

2.Karma Lekshe Tsomo（釋慧空），女，University of Hawaii，博士候選人，＂
Consciousness at the Moment of Death: Chinese and Tibetan Philosophical Views＂，
4個月 

俄羅斯 

3.Serguei Vradi（傅樂吉），男，Far Eastern State University，副教授，＂New 
Tendencies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3
個月 

美國 

4.David William Pankeni（班大為），男，Lehigh University，教授，＂When 
Heaven Came Down to Earth: the Mandate of Heaven in Early China＂，4個月 

加拿大 

5.Julian F. Pas（包如廉），女，University ofSaskatchewan，榮譽教授，＂
Literary and IconographicExplorations of the Chinese Deities＂，5個月 

（孫秀玲） 

□新近出版品 

書緣一線牽︰如何利用國家圖書館錄影帶（修訂版） 

國家圖書館監製，宜茂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民國88年2月發行。片
長30分鐘，適合大學院校、專科學校、高中（職）教職員生暨社教機構人員
觀看。（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