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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群專訪：黃鴻教授「存乎一心」的經營
採訪／李宛芝、林儀涵　撰文／李宛芝

　學術研究群為本中心自101

年來開辦的業務，目前已有許

多研究群表現亮眼。本期特別

訪問「產業與貿易理論」研究

群的召集人：國立臺灣大學經

濟學系黃鴻老師。黃鴻老師自

101年起開始申請本業務，並

獲中心補助。

　黃鴻老師於22年前成立臺大

國際貿易研究群，成立初期，

是由老師與老師的指導學生組成，利用課餘時間討論學術論文與研究課題。經過多年

經營，研究群已漸具規模，目前總成員數為15人，參與成員來自臺灣公、私立大學之

教授與研究生。

　此研究群當前的研究主題為產業經濟與國際貿易的理論，只要是與此相關的議題，

成員皆可依其興趣選擇主題進行研究。目前研究群較關注的議題有「寡佔市場下的貿

易理論和貿易政策」（trade theory and policy under oligopoly）、「產品傾銷」

（output dumping）、「技術授權和創新」（technology licensing and innova-

tion）、「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最適租稅」（opti-

mal tax modes）、「空間競爭」（spatial competition）等。

　黃鴻老師表示，國內大部分研究還是以學者單打獨鬥為主，透過研究群可以擴大成

員研究視野，提供共同合作研究的機會。不論對資深或資淺的學者來說，都有所助

益。尤其是資淺的學者，可以透過參與研究群的討論，快速了解相關領域研究的發展

方向，交換彼此的研究心得；同時，藉由每週的報告討論，也能精進專業知識和訓練

臺風。黃鴻老師歷年來也透過科技部（國科會）拋光計劃、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經費、

黃鴻教授國家講座經費，以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

研讀班」業務，讓研究群能邀請貿易領域國際知名學者至研究群演講，顯著提升研究

能量。

　在執行研究群的過程中，黃鴻老師也曾遭遇問題。研究群早期以中文報告為主，當

邀請國外學者演講時，成員難以用英文與學者交流。黃鴻老師為改善此狀況，從

2012年起改採全程全英語形式。雖然在實施初期面臨許多困難，但經過努力，現在

研究群聚會不論是報告或討論，皆以全英文形式進行。同時，多年的研究群聚會中，

黃鴻老師也坦言，研究群新成員來源面臨枯竭。由於高教就業市場的需求大幅減少，

因此博士班學生、博士後研究員以及新進青年學者大幅減少，若此問題未獲改善，研

究群成員可能面臨斷層。

　雖然執行過程仍有難題有待克服，黃鴻老師認為研究群對內部的成員及外界的學者

來說，皆是助益良多。對內，研究群成員可以從他人報告聽到議題最新的研究發展與

趨勢。且融洽的研究群氛圍，也讓報告與建議，甚至是批評都能有效傳達，亦是改善

研究成果的良好平臺。在此激勵與敦促下，研究群大部分成員近三年均獲得科技部學

術研究計畫，其中還有多人獲得多年期計劃，顯現研究群成員的學術研究獲得國內經

濟學界的認同，也可見到研究群定期舉辦的聚會對於成員的研究表現有顯著的正面效

果。對外，研究群建置的網站（http://140.112.177.119/db/hwworkshop/index.ht-

ml），將每週討論議題的簡介與未來討論的議題羅列其上，以供各界學者參考。研

究群固定於每週六早上十點二十分至下午一點假國立臺灣大學社科院進行聚會，黃鴻

老師十分歡迎相關領域的學者參與聚會，以期更進一步提升研究群的效益。

　黃鴻老師最後提到，維繫研究群的重點在於從義務開始，當召集人用心經營，以薪

傳為己任，不斷支持鼓勵新進學者在研究領域持續成長，並且在研究之外，亦能關注

各成員的動向，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協助，使研究群的成員具有向心力。同時，為了讓

更多學者受惠於此種聚會模式，黃鴻老師也將在地化的概念落實，協助另一研究群於

高雄成立，激勵更多青年學者不斷精進研究。黃鴻老師認為補助學術研究群是有效推

廣學術研究的方式，若未來能有更多關注各領域議題的研究群，不僅對青年學者有

益，對學界的發展亦具有重大意義。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

　　．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及9月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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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領域研究專訪：

游珮芸教授談兒童文學的發展與推廣
採訪／吳培瑜、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游珮芸老師現為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

究所所長，老師於兒童文學研究領域成績斐

然。本中心特別邀請老師接受訪問，期能讓

學界了解兒童文學在臺灣的發展。

　兒童文學就廣義而論，可泛指適合兒童閱

讀的文學作品，可以是兒童創作，也可以是

成人為兒童所寫的作品，即所謂的兒童讀

物。就狹義來說，兒童讀物中具文學性質

的、特別為兒童而寫的文學創作才可稱之為

兒童文學*。

　在臺灣，兒童文學約為民國九十年左右才

開始廣為流行。學術研究發展的里程碑，則

是在林文寶教授積極的舉辦研討會、出版刊物等努力下，於1996年成立國立臺東大

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最初兒童文學只是在臺東師範院語教系中的單門學科，但透過成

立獨立研究所，確立兒童文學作為一門單獨的研究領域。在2003年臺東師範學院改

制為臺東大學時，兒童文學研究所選擇歸屬於人文學院，確立兒童文學朝向文學研究

發展。

　游珮芸老師提到自身接觸兒童文學的契機，是大四修習臺大圖書館學系（現圖書資

訊學系）鄭雪玫老師的課程，於課堂中首次接觸英文童書，啟發未來的研究之路。大

學畢業後，游珮芸老師赴日攻讀碩士和博士，碩博士論文，皆以二戰後於日本發行的

《童話研究》雜誌為對象，碩論以此梳理「童話」概念的內涵，並區別中文與日文含

義的異同；博論則是更進一步比對臺灣日治時期相關文獻，深入挖掘此一議題。游老

師於2001年接受兒文所的邀請，回到臺灣任教，在所上開設兒童文化研究、繪本研

究與動漫研究、日本兒童文學、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化與文學等課程。

　提及各國兒童文學與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異同時，游珮芸老師談到歐、美、日、韓、

中等國，皆已設立國立兒童圖書館。這些兒童圖書館不僅具有獨立的發展經費與資

源，且在場館的空間設計上，也運用科技使環境更適合兒童使用。如日本延請知名建

築師安藤忠雄設計歷史與現代交融的閱讀空間；而韓國則已有100多座公立兒童圖書

館，透過閱讀存摺，讓兒童可以藉由刷存摺紀錄閱讀的書籍，增加閱讀成就感等方

式，培養孩童的閱讀習慣。同時，日、韓、中等國，都陸續成立相關研究機構並積極

推廣，如中國大陸浙江師範大學設立中國兒童文化研究院作為此領域研究重鎮。日本

則有兩所大學設立兒童文學系與碩、博士課程，且兒童文學的作品已有穩定的質量與

數量，甚至，成人收集與閱讀繪本已經是普遍現象。游珮芸老師也提到至韓國參訪的

經驗，認為韓國近10年兒童文學的原創出版很值得關注，特別是美術方面有許多插畫

家入選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Bologna Children's Book Fair）。

　游珮芸老師提到兒童文學研究的多樣性，並分享2007年於京都參加國際兒童文學

學會（IRSCL）會議。會議中，兒童文學分科除了傳統的文字文本研究，也擴展至

動畫、繪本、電子遊戲、電影等，以兒童為對象的多媒體文本皆在研究範疇內，展現

兒童文學多元而豐富的研究領域，參與學者也運用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來研究相關文

本，顯示兒童文學目前的研究趨勢。

　回到臺灣學術研究領域來談兒童文學的發展，游珮芸老師認為跨領域是當前可持續

努力的方向。從日本的河合隼雄教授運用榮格心理學與臨床個案來研究兒童文學開

始，兒童文學藉由跨領域的研究，逐漸脫離邊緣學科，並使更多學者了解兒童文學跨

界研究的可能性。游珮芸老師也積極構思如何與其他學門領域合作，希望藉由跨領域

協作，發展屬於臺灣兒童文學的特色。中心一直以來亦以鼓勵特色研究為宗旨，因此

與游珮芸老師聯繫後，期許能推動以兒童文學與跨界為主題的學術活動，積極促成兒

童文學的跨領域團隊形成，為臺灣兒童文學發展貢獻一份心力。

　在訪問即將結束時，談到對於文學教育的願景，游珮芸老師期許臺灣文學教育能夠

超越語文教育的範疇，進而提升到文學藝術欣賞的層次。唯有懂得欣賞，才能更深刻

的培養對藝術與美學的敏銳度，如此，也更能細細體會兒童文學所帶來的正向力量。

　　兒童文學的跨界應用

　　．學術活動預計於106年5月中旬舉辦

　　．資訊將陸續公布於中心網站：http://www.hss.ntu.edu.tw  

*林文寶、徐守濤、陳正治、蔡尚志合著：《兒童文學》（臺北：五南，2008年10月），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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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領域學術發展座談會──東部場
撰文／吳培瑜

　為推廣中心各項業務，並了解人

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需求，從

105年6月開始，中心陸續於北中

南東舉辦「人社領域學術發展座談

會」。東部場次的座談會，中心與

國立東華大學經濟系合作，於105

年11月17日假東華大學行政大樓

會議室舉辦。

　本次座談會有來自花東地區大學

院校，共計40餘位學者參加。座談

會首先由中心王泓仁主任與四位同

仁就中心的宗旨與19項業務進行簡

單的介紹，同時展示105年度，中

心舉辦的各項學術活動之成果並預

告未來的活動規劃。緊接著的綜合

座談時間，則以中場休息時發放的

提問單與現場提問為主進行雙向的

對談。總計20題的提問，內容涵蓋中心各項業務。期刊評比與專書兩項業務的詢問度

最高，另也有詢問國內外跨領域研究補助情況、青年學者輔導、申請資格與中心過去

活動影音檔案索取等的詢問。中心主任與同仁一一回答與會學者的疑問，同時也利用

機會向與會學者介紹中心網站；自網站設立後，中心一直積極更新資訊，包含各項活

動的影音資料也陸續放置於網站上，使有需要的學者可即時地查詢所需的資訊。除了

答覆提問，也與現場進行對談，討論東部學校對於學術資源的需求與未來至東部辦理

活動的可能性，透過此次的直接對話，讓中心更加理解東部各大專院校的需求，並作

為未來規劃時的參考。

　會後回收的問卷，與會學者對於座談會內容的安排都給予正面的肯定，認為有助於

了解中心辦理的各項業務與補助，其中，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與期刊評比收錄等業務

是與會者特別感興趣的業務，顯示中心業務對於學界具有吸引力。問卷的回饋欄位，

也有許多對本次至東部舉辦座談會這點表示感謝的意見。

　作為第一場在東部舉辦的學術活動，起初是帶著緊張與不安的心情抵達東華大學，

但東華大學人員的大力相助及與會者的熱情，都讓我們感到無比的溫暖與鼓勵。本次

座談會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諸如跨領域與青年學者的部分，皆是中心積極推廣的業

務，與會學者的詢問顯示人社領域的學者確實有這方面的意願與需求，會中談及未來

辦理活動的希望，中心也將尋找各種可能性，並持續推動各項業務，以增進我國人社

領域學術發展動能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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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廣中心各項業務，並了解人

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需求，從

105年6月開始，中心陸續於北中

南東舉辦「人社領域學術發展座談

會」。東部場次的座談會，中心與

國立東華大學經濟系合作，於105

年11月17日假東華大學行政大樓

會議室舉辦。

　本次座談會有來自花東地區大學

院校，共計40餘位學者參加。座談

會首先由中心王泓仁主任與四位同

仁就中心的宗旨與19項業務進行簡

單的介紹，同時展示105年度，中

心舉辦的各項學術活動之成果並預

告未來的活動規劃。緊接著的綜合

座談時間，則以中場休息時發放的

提問單與現場提問為主進行雙向的

對談。總計20題的提問，內容涵蓋中心各項業務。期刊評比與專書兩項業務的詢問度

最高，另也有詢問國內外跨領域研究補助情況、青年學者輔導、申請資格與中心過去

活動影音檔案索取等的詢問。中心主任與同仁一一回答與會學者的疑問，同時也利用

機會向與會學者介紹中心網站；自網站設立後，中心一直積極更新資訊，包含各項活

動的影音資料也陸續放置於網站上，使有需要的學者可即時地查詢所需的資訊。除了

答覆提問，也與現場進行對談，討論東部學校對於學術資源的需求與未來至東部辦理

活動的可能性，透過此次的直接對話，讓中心更加理解東部各大專院校的需求，並作

為未來規劃時的參考。

　會後回收的問卷，與會學者對於座談會內容的安排都給予正面的肯定，認為有助於

了解中心辦理的各項業務與補助，其中，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與期刊評比收錄等業務

是與會者特別感興趣的業務，顯示中心業務對於學界具有吸引力。問卷的回饋欄位，

也有許多對本次至東部舉辦座談會這點表示感謝的意見。

　作為第一場在東部舉辦的學術活動，起初是帶著緊張與不安的心情抵達東華大學，

但東華大學人員的大力相助及與會者的熱情，都讓我們感到無比的溫暖與鼓勵。本次

座談會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諸如跨領域與青年學者的部分，皆是中心積極推廣的業

務，與會學者的詢問顯示人社領域的學者確實有這方面的意願與需求，會中談及未來

辦理活動的希望，中心也將尋找各種可能性，並持續推動各項業務，以增進我國人社

領域學術發展動能為目標。

王泓仁主任開場致詞及介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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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廣中心各項業務，並了解人

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需求，從

105年6月開始，中心陸續於北中

南東舉辦「人社領域學術發展座談

會」。東部場次的座談會，中心與

國立東華大學經濟系合作，於105

年11月17日假東華大學行政大樓

會議室舉辦。

　本次座談會有來自花東地區大學

院校，共計40餘位學者參加。座談

會首先由中心王泓仁主任與四位同

仁就中心的宗旨與19項業務進行簡

單的介紹，同時展示105年度，中

心舉辦的各項學術活動之成果並預

告未來的活動規劃。緊接著的綜合

座談時間，則以中場休息時發放的

提問單與現場提問為主進行雙向的

對談。總計20題的提問，內容涵蓋中心各項業務。期刊評比與專書兩項業務的詢問度

最高，另也有詢問國內外跨領域研究補助情況、青年學者輔導、申請資格與中心過去

活動影音檔案索取等的詢問。中心主任與同仁一一回答與會學者的疑問，同時也利用

機會向與會學者介紹中心網站；自網站設立後，中心一直積極更新資訊，包含各項活

動的影音資料也陸續放置於網站上，使有需要的學者可即時地查詢所需的資訊。除了

答覆提問，也與現場進行對談，討論東部學校對於學術資源的需求與未來至東部辦理

活動的可能性，透過此次的直接對話，讓中心更加理解東部各大專院校的需求，並作

為未來規劃時的參考。

　會後回收的問卷，與會學者對於座談會內容的安排都給予正面的肯定，認為有助於

了解中心辦理的各項業務與補助，其中，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與期刊評比收錄等業務

是與會者特別感興趣的業務，顯示中心業務對於學界具有吸引力。問卷的回饋欄位，

也有許多對本次至東部舉辦座談會這點表示感謝的意見。

　作為第一場在東部舉辦的學術活動，起初是帶著緊張與不安的心情抵達東華大學，

但東華大學人員的大力相助及與會者的熱情，都讓我們感到無比的溫暖與鼓勵。本次

座談會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諸如跨領域與青年學者的部分，皆是中心積極推廣的業

務，與會學者的詢問顯示人社領域的學者確實有這方面的意願與需求，會中談及未來

辦理活動的希望，中心也將尋找各種可能性，並持續推動各項業務，以增進我國人社

領域學術發展動能為目標。

休息時間學者熱情提問



活動報導

activity

10

106年人社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說明會
撰文／期刊評比收錄制度小組

　本中心自105年實施「人社期刊

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起，於

第一年開放評比收錄之學門為文學

一、文學二、語言學、歷史學、哲

學、藝術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

社會學，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

之綜合類期刊，共有143種期刊提

出申請。延續去年3月「人社期刊

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說明會

的參與盛況及反應熱烈，為使本年

度開放評比收錄學門之各期刊單位

更了解期刊評比收錄新制的申請程

序及行政作業流程，並與學界朋友

就此業務的執行理念做交流，特於

106年1月20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

會科學院和碩講堂舉辦第二場新制

說明會活動。

　本次說明會活動雖在寒風刺骨的惡劣天候中舉辦，但與會者仍不畏寒冷的天氣，熱

情積極的參與。由於本年度開放評比收錄之學門為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

學、經濟學、管理學、區域研究及地理，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所

以報名參與說明會之各期刊代表多數隸屬為上述學門，報名人數約為270人，實際報

到人數為240人，報到率將近九成，現場座無虛席，活動現場氣氛熱烈。

　開場首先由本中心王泓仁主任簡介本次說明會之主要目的及預期目標。希望藉由本

次說明會能夠讓與會者更清楚新制的內容與方向，以及申請審查之資格與相關注意事

項，另外亦跟與會者報告去年新制執行之情況大致皆能符合中心期程及目標，算是相

當順利。關於新制之執行細節，未來也將會持續地檢討與改進。

　接著，由本業務承辦同仁簡介「人社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內容包括新

制的緣由與舊制的比較、申請作業之實施方案、評比收錄作業的時程、線上申請系統

之填寫方式及注意事項、分級及收錄名單公佈等，透過以上的介紹讓期刊單位更清楚

新制的整套申請程序及行政作業流程。另外，同仁亦補充說明，自去年新制執行起業

務承辦人經常會被詢問的幾個問題，包括申請資格、送審資料、名單公布及分級收錄

名稱等相關問題，也一一於會中詳盡說明與釋疑。

　最後將近一小時的Q&A時間，由本中心王泓仁主任、陳弱水副主任及三位業務承

辦人代表回應。其中陳副主任為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長期致力於臺灣期刊評鑑與審

查等工作，對於整個期刊評鑑制度的沿革與發展以及現階段的新制都有相當程度的了

解。與會的期刊代表莫不把握機會，紛紛踴躍向在場的中心代表提出新制申請與填寫

的相關疑問，問題大致包括形式指標中部份項目的計算方式、引用指標所採用的數據

資料、問卷調查的發送對象、內稿比例相關問題等，中心代表亦一一回應答覆，藉由

現場當面的雙向溝通，來解答期刊代表的疑惑。

　與會者十分熱情且積極的參與，同時，與會者在會中提供給中心許多寶貴的意見。

對於在會中未能回覆或是後續在申請時遇到的相關問題，也歡迎期刊單位屆時與本業

務各學門承辦人聯繫詢問。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至3月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list.aspx?no=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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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自105年實施「人社期刊

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起，於

第一年開放評比收錄之學門為文學

一、文學二、語言學、歷史學、哲

學、藝術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

社會學，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

之綜合類期刊，共有143種期刊提

出申請。延續去年3月「人社期刊

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說明會

的參與盛況及反應熱烈，為使本年

度開放評比收錄學門之各期刊單位

更了解期刊評比收錄新制的申請程

序及行政作業流程，並與學界朋友

就此業務的執行理念做交流，特於

106年1月20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

會科學院和碩講堂舉辦第二場新制

說明會活動。

　本次說明會活動雖在寒風刺骨的惡劣天候中舉辦，但與會者仍不畏寒冷的天氣，熱

情積極的參與。由於本年度開放評比收錄之學門為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

學、經濟學、管理學、區域研究及地理，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所

以報名參與說明會之各期刊代表多數隸屬為上述學門，報名人數約為270人，實際報

到人數為240人，報到率將近九成，現場座無虛席，活動現場氣氛熱烈。

　開場首先由本中心王泓仁主任簡介本次說明會之主要目的及預期目標。希望藉由本

次說明會能夠讓與會者更清楚新制的內容與方向，以及申請審查之資格與相關注意事

項，另外亦跟與會者報告去年新制執行之情況大致皆能符合中心期程及目標，算是相

當順利。關於新制之執行細節，未來也將會持續地檢討與改進。

　接著，由本業務承辦同仁簡介「人社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內容包括新

制的緣由與舊制的比較、申請作業之實施方案、評比收錄作業的時程、線上申請系統

之填寫方式及注意事項、分級及收錄名單公佈等，透過以上的介紹讓期刊單位更清楚

新制的整套申請程序及行政作業流程。另外，同仁亦補充說明，自去年新制執行起業

務承辦人經常會被詢問的幾個問題，包括申請資格、送審資料、名單公布及分級收錄

名稱等相關問題，也一一於會中詳盡說明與釋疑。

　最後將近一小時的Q&A時間，由本中心王泓仁主任、陳弱水副主任及三位業務承

辦人代表回應。其中陳副主任為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長期致力於臺灣期刊評鑑與審

查等工作，對於整個期刊評鑑制度的沿革與發展以及現階段的新制都有相當程度的了

解。與會的期刊代表莫不把握機會，紛紛踴躍向在場的中心代表提出新制申請與填寫

的相關疑問，問題大致包括形式指標中部份項目的計算方式、引用指標所採用的數據

資料、問卷調查的發送對象、內稿比例相關問題等，中心代表亦一一回應答覆，藉由

現場當面的雙向溝通，來解答期刊代表的疑惑。

　與會者十分熱情且積極的參與，同時，與會者在會中提供給中心許多寶貴的意見。

對於在會中未能回覆或是後續在申請時遇到的相關問題，也歡迎期刊單位屆時與本業

務各學門承辦人聯繫詢問。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至3月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list.aspx?no=27

新制說明會活動現場參與者十分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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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自105年實施「人社期刊

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起，於

第一年開放評比收錄之學門為文學

一、文學二、語言學、歷史學、哲

學、藝術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

社會學，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

之綜合類期刊，共有143種期刊提

出申請。延續去年3月「人社期刊

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說明會

的參與盛況及反應熱烈，為使本年

度開放評比收錄學門之各期刊單位

更了解期刊評比收錄新制的申請程

序及行政作業流程，並與學界朋友

就此業務的執行理念做交流，特於

106年1月20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社

會科學院和碩講堂舉辦第二場新制

說明會活動。

　本次說明會活動雖在寒風刺骨的惡劣天候中舉辦，但與會者仍不畏寒冷的天氣，熱

情積極的參與。由於本年度開放評比收錄之學門為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

學、經濟學、管理學、區域研究及地理，及勾選上述任一評比學門之綜合類期刊，所

以報名參與說明會之各期刊代表多數隸屬為上述學門，報名人數約為270人，實際報

到人數為240人，報到率將近九成，現場座無虛席，活動現場氣氛熱烈。

　開場首先由本中心王泓仁主任簡介本次說明會之主要目的及預期目標。希望藉由本

次說明會能夠讓與會者更清楚新制的內容與方向，以及申請審查之資格與相關注意事

項，另外亦跟與會者報告去年新制執行之情況大致皆能符合中心期程及目標，算是相

當順利。關於新制之執行細節，未來也將會持續地檢討與改進。

　接著，由本業務承辦同仁簡介「人社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內容包括新

制的緣由與舊制的比較、申請作業之實施方案、評比收錄作業的時程、線上申請系統

之填寫方式及注意事項、分級及收錄名單公佈等，透過以上的介紹讓期刊單位更清楚

新制的整套申請程序及行政作業流程。另外，同仁亦補充說明，自去年新制執行起業

務承辦人經常會被詢問的幾個問題，包括申請資格、送審資料、名單公布及分級收錄

名稱等相關問題，也一一於會中詳盡說明與釋疑。

　最後將近一小時的Q&A時間，由本中心王泓仁主任、陳弱水副主任及三位業務承

辦人代表回應。其中陳副主任為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長期致力於臺灣期刊評鑑與審

查等工作，對於整個期刊評鑑制度的沿革與發展以及現階段的新制都有相當程度的了

解。與會的期刊代表莫不把握機會，紛紛踴躍向在場的中心代表提出新制申請與填寫

的相關疑問，問題大致包括形式指標中部份項目的計算方式、引用指標所採用的數據

資料、問卷調查的發送對象、內稿比例相關問題等，中心代表亦一一回應答覆，藉由

現場當面的雙向溝通，來解答期刊代表的疑惑。

　與會者十分熱情且積極的參與，同時，與會者在會中提供給中心許多寶貴的意見。

對於在會中未能回覆或是後續在申請時遇到的相關問題，也歡迎期刊單位屆時與本業

務各學門承辦人聯繫詢問。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至3月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list.aspx?no=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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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
撰文／杜美慧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是本中心自101年創立之際即戮力推動

的學術薪傳制度。業務之立意，呼應了美國教育學家Collins等人所提倡的「認知學

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視學習成為一種互動過程，在傳遞經驗的同

時亦要求學習者自我反省、思考，藉由教學者的指導，激發學習者創造出屬於自己的

解決問題能力。據此，本業務設定由申請人先提出其研究計畫構想，徵求與自身志趣

契合的學術先進擔任薪傳學者後，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獲補助者將可持續接受薪傳學

者的輔導，透過與薪傳學者討論研究計畫內容、就個人職涯之疑問徵詢其建議，一來

青年學者與薪傳學者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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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獲取薪傳學者所傳承的豐富學識與寶貴經驗，再者申請人能更為精確地掌握研究

要領、明瞭自身研究構想推展的可行方向，進而提升自己的學術研究實力。

　本業務補助之對象包含青年學者及跨領域研究者兩大類。青年學者係學術研究發展

的人力資本，培育青年學者之學術能力，使其於專業領域中紮根茁壯，進而維持並提

升我國未來整體之研發能量，始終是本中心業務推展的一項重點目標，也是本業務肇

始的根本。此外，跨領域整合研究為當前重要研究取向，但不論在原領域是青年或資

深學者，跨越到陌生的新領域時，同樣需要先行者引路指導，做為薪傳。有鑑於此，

本中心對於欲從事跨領域研究者，不論是否為青年學者，亦提供學術輔導與諮詢之資

源，期有效協助研究者跨越領域鴻溝。

　為使整體制度更為完善，確實回應學界所提出之諸多建議與實際需求，本中心於

105年大幅修訂了原學術輔導與諮詢之規定。新版制度除增設上述跨領域研究申請類

別，更將計畫執行時間延長為一年、新增遠距諮詢及國際期刊論文發表之補助項目，

並增設薪傳學者媒合機制，亦即申請者可視情況向本中心申請協助進行媒合。此外，

為加強落實輔導諮詢執行及成果考核機制，期許申請者把握機會積極進行研究，本中

心建立諮詢進度控管之機制，規定每季應繳交諮詢工作報告，另計畫期滿所繳交的成

果報告須經薪傳學者評估認可。

　根據105年本中心所進行之業務執行成效暨意見調查結果，有高達84.9%的填答者

表示，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對其學術研究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70%以上的青年學者

認為釐清研究概念、擴展研究議題及拓展學術網絡，是薪傳學者所提供最主要的助

益，並有青年學者更進一步表示：「研究過程中有精神上的支持與資料上的協助」、

「釐清個人研究的盲點，並對於未來發展有較清楚的方向」、「對於未來職涯規劃非

常有幫助」、「因為本計畫的良好互動及寫作成果，種下日後與薪傳學者共同執行委

託計畫案的因緣，確實能夠擴展學術網絡」。

　而為評估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的執行成效，該次問卷亦調查自業務開辦至105年2

月止，獲補助研究案後續之進展情形。整體而論，本中心歷年來補助91位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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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已出版專書4本，發表期刊論文22篇、研討會論文39篇，並有投稿中之技術報告

9篇及撰寫中之技術報告15篇。除了研究成果之發表，另已將研究構想擴展為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共計10人、13件計畫案；規劃將提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共計26

人、27件。以上成果明確顯示，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確實有效達成了協助青年學者進

行學術研究之目標。

　學術研究雖是講求獨立思辨的知識工作，但無論對於青年學者或是跨領域研究者而

言，要在適應當前臺灣工作環境之餘，單靠一己之力獨自摸索研究，並非易事。學術

先進的經驗傳承與提攜，相信對後輩的研究與職涯發展大有裨益，本中心冀望透過對

於學術薪傳制度的推廣，不僅助益青年學者厚植其研究實力並拓展學術網絡，協助跨

領域研究者跳過領域鴻溝，也希望能促進學術社群向內凝聚與對外合作，為人文及社

會科學領域建構更完善的學術研究環境！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

　　．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及8月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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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聘國內訪問學者
撰文／許柏晟

　本中心為加強與國內各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學術互動交流，獎勵國內人文及

社會科學學者來中心從事短期訪問或參與研究工作，於每年1月、4月、7月、10月受

理申請。自本業務開辦以來，已經邀請國內許多各領域學有專精的研究專家至中心擔

任訪問學者。

　每位訪問學者利用休假研究期間或暑假期間，至本中心進行訪問研究。獲聘期間，

學者除了享有中心完善的資源設備及研究空間外，也能夠使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豐

延聘訪問學者暑期進修座談會討論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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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學術資源及資料庫，以加強訪問學者研究報告的深度與廣度。

　在訪問學者的研究空間中，除了有許多來自全臺灣的學者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

境外訪問學者齊聚一堂，每位學者所關注的領域和思考的角度皆有所不同，在多元的

研究空間中，能增加彼此互動的機會，相互切磋，拓展視野，進一步促進跨領域交流

的機會。

　此外，本中心每年也會不定期舉辦訪問學者的見面交流座談會，例如：「延聘訪問

學者暑期進修座談會」、「暑期訪問暨境外訪問學人交流座談會」以及「延聘訪問學

者暑期進修成果發表會」等一系列活動。

　其中，每年在暑假結束前舉辦的訪問學者成果發表會，提供訪問學者一個討論自身

延聘訪問學者暑期進修成果發表會讓暑期學者齊聚一堂分享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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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的專業平臺。透過這種交流形式，使國內訪問學者能有更多機會深入了解彼

此的研究成果，並互相給予建議與心得。每位到訪的學者都很樂於分享自己豐碩的研

究成果，尤其每位訪問學者各自擁有不同的專業，為成果發表會增添了多元視角，本

中心也希望藉由這項活動鼓勵學者精進來訪所提出的研究計畫。

　未來中心亦將持續舉辦更多訪問學者交流活動，期望帶給訪問學者更加完善且多元

的學術研究環境。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

　　．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及10月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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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英文學術論文的線上輔助工具介紹
作者／鄭永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所博士，現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個人的研究興趣在教育測驗統計與工業統計方面，近期也從事大數據相關研究，

　　　像是大數據線性規劃法以及大數據資料包絡法等研究議題，目前參與科技部人社中心一項規劃案，

　　　內容是關於大數據議題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文獻探索計畫。

　英文為國際上共同使用的語言，在學術界，論文發表除了以研究學者自身的語言撰

寫論文發表於國內的期刊或研討會之外，發表於國際的論文幾乎都是以英文為主要語

言，對於非以英語為母語的研究學者來說，英文論文表達往往難以像英語母語人士般

精煉，甚至有時候還會因為語言文字的緣故而使得論文無法獲得刊登。

　由於網路科技的發展，近十年來語料庫學習（Data-Driven Learning）工具愈趨

成熟。語料庫學習能提供大量且實際的例句用法，因而使得使用語料庫做為學習英文

搭配詞和寫作工具的教學方式有相當不錯的成效而備為推崇。這些線上語料庫工具也

能協助研究學者撰寫英文學術論文。語料庫工具主要用於協助字詞與字詞的組合，而

成為比較道地的搭配詞。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對於搭配詞的解釋是「特定的

字詞與字詞習慣性同時出現，而出現的頻率高於隨機性」（The habitual juxtaposi-

tion of a particular word with another word or words with a frequency greater 

than chance）。搭配詞的使用相當重要，正確使用搭配詞不僅能提高語言的精準

度，同時也能有效促進讀者閱讀的流暢度。近年來，搭配詞的使用逐漸受到語言教學

領域的重視，在語言教學課程中也逐漸成為教學重點（Nation, 2001）。Nesselhauf

（2003）提到，提升搭配詞的使用能力可以使第二外語者在有限的語言詞彙中更加

精準地表達個人觀點，也能使得文章內容達到有效溝通。撰寫英文學術論文時，使用

搭配詞的精準程度會影響讀者對於文章的理解，然而對於非以英語為母語的研究學者

而言，在撰寫英文學術論文的過程中，英文詞彙的搭配與表達較難像以英語為母語的

人士精準。為配合國際間英文論文寫作的大量需求，有很多撰寫英文學術論文的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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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庫工具可以協助研究者更精確表達研究想法以及精準陳述研究結果，進而提升文

章閱讀的流暢性。這些語料庫工具包含COCA、TANGO、MUST、CARE、Ling-

gle以及WriteAhead等，以下列出學界常用的線上語料庫工具供讀者參考使用。

　美國現代英文語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COCA）是

由Mark Davies所開發，是全球最大免費英語語料庫，語料庫文本來自學術期刊、口

說內容、小說劇本以及報章雜誌，學術期刊包括大約100種不同種類的期刊，大約8

千多萬字；口說內容包含150個電視及廣播節目，約8千多萬字；小說劇本包括短篇

故事與電視電影劇本，也大約8千多萬字；報章雜誌包含100多種雜誌與10家報紙文

章，約1億6千萬字。COCA為內容較嚴謹與專業的正式文本，相當適合協助撰寫英文

論文使用，COCA自1990年建立，至2015年為止已經具有5億2千萬的語料，每年大

約以2千萬的詞彙量增加（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2017）。

使用COCA最主要的特點，是搜尋單字時，在搜尋結果會列出動詞、名詞詞性，並以

不同的顏色標記，方便使用者辨識。在Collocates選項，可以使用深入並多元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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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既可以查詢該單字前後4個字的搭配詞，也可以設定要查詢的搭配詞詞性。查

詢的結果會顯示所搭配字詞出現的頻率，也會顯現出實際的例子，例如查詢research

這個單字的形容詞搭配詞，查詢結果出現頻率最高的形容詞是future，共出現3607

次。

　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張俊盛教授所領導的自然語言實驗室有許多關於語料庫工具的

研究成果，像是TANGO、CARE、MUST、WriteAhead及Linggle都是出自該實驗

室。TANGO於2004年發表（Jian et al., 2004），語料庫包含1990年至2000年的光

華中英雙語雜誌 （Sinorama 1990-2000）、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英國

國家語料庫（British National Corpus）、香港立法局資料（Hong Kong News & 

Laws）和英國國家語料庫的學術搭配詞（Academic collocation from BNC）等。

TANGO可以設定要查詢字詞的詞性，可以設定動詞、名詞與形容詞，同時也可以選

擇要查詢的搭配詞的詞性，像是動詞、名詞、形容詞或介系詞。查詢結果可以顯示有

哪些搭配詞以及它們出現的頻率，並且會顯示出這些搭配詞的例句。

　CARE學術英文寫作搭配（Concordancer for Academic wRitten English） 是專

門為協助學術論文撰寫所發展出來的語料庫，主要特點有兩個，其一是可以設定搭配

詞的move code，CARE依據論文常用的格式分成摘要（Abstract: A）、前言（In-

troduction: I）、方法（Method: M）、結果（Result: R）、討論（Discussion: 

D）與結論（Conclusion: C）等六個部分，再依據內文的特性分成背景資訊（Back-

ground Information: B）、目的（Purpose: P）、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L）等，將這六個部分與內文的特性進行搭配，例如：在結果（R）提到目的

（P），則標記為RP類，要查詢的字詞可以設定是屬於哪一類，這樣查詢出來的結

果，例句會更接近使用者所需要的例句樣式，方便使用者套用相關例句。另一個特點

是在查詢的結果例句中，可以選擇是否要顯示學術詞彙，當選擇顯示學術詞彙後，結

果例句會將學術詞彙標記成紅色，方便使用者參考使用。

　MUST為搭配錯誤訂正的工具，大部分語料庫工具是由使用者先輸入要查詢的字

詞，然後查詢結果會顯示適合的搭配詞有哪些，並且顯示這些搭配詞出現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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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與其他語料庫最大的差異是它會判斷使用者輸入的搭配詞正確與否，同樣地，

MUST查詢結果也會顯示合適的搭配詞以及這些搭配詞出現的頻率，並提供例句。例

如：當我們想知道中文的「學習知識」這一組詞彙在英文的表達是否是learn knowl-

edge，當我們使用learn knowledge進行查詢時，結果會顯示這個搭配詞的用法可能

不正確，同時也會列出較適合的搭配詞給使用者參考，像是have knowledge，出現

568次，acquire knowledge，出現106次。

　WriteAhead的語料庫分成好幾個不同的領域，當使用者選擇某個學術領域時，系

統會自動從該語料庫中找出相關的寫作建議。各領域語料庫的建立方式是以各領域名

稱以及關鍵字做為網路檢索的詞組，從網路搜索來建立各領域的摘要語料庫。Write-

Ahead的特點是能夠在使用者寫作的過程中，即時建議接下來可以使用的詞彙或搭配

詞結構，當使用者在指定的網頁區域內寫作時，系統會將使用者最後輸入的幾個字詞

視為查詢的關鍵詞組，在語料庫中找尋可能相對應的寫作建議（楊秉哲，2009）。

　Linggle是一個查詢功能相當深入的語料庫工具，可以查詢任意一個字詞或任意零

到多個字詞，也可以透過查詢以確認某個不確定的字詞是否需要放在搭配詞中。此

外，也可以指定字詞的詞性，或者指定要查詢字詞前後位置的詞性，系統會將符合的

結果列出來，而當有兩個以上的字詞，但不確定使用哪一個較適合時，也可以透過

Linggle查詢，結果會顯示這些字詞出現的頻率與百分比。

　近二十幾年來，隨著資料數位化的實現，以及文本分析技術的演進，線上語料庫工

具已經有長足的進展，相信未來線上語料庫工具會更加成熟，將能夠提供更好的功能

以協助研究者撰寫英文論文。

｜參考文獻｜

．Nesselhauf, N. (2003). The use of collocations by advanced learners of English an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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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I. S. P. (2001). 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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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 J. Y., Chang, Y. C. & Chang, J. S. (2004). TANGO: Bilingual Collocational Concordancer.

　 In Proceedings of ACL on Interactive poster and demonstration sessions. Barcelona, Spain.

．楊秉哲(2009)：WriteAhead: 以學術論文寫作為目的之摘要寫作輔助系統。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

｜語料庫網址｜

．COCA  http://corpus.byu.edu/coca

．TANGO  http://candle.cs.nthu.edu.tw/collocation

．MUST  http://miscollocation-richtrf.rhcloud.com

．CARE  http://candle.cs.nthu.edu.tw/care

．Linggle  http://linggle.com

．WriteAhead  http://writeahead.nlp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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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3月至5月業務行事曆

　　3月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3月1日至3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3月1日至3月31日

　　 期刊評比收錄：1月1日至3月24日

　　4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4月1日至4月30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4月1日至4月30日

　　5月

　　 補助學術研習營：5月1日至5月31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境外學人來臺訪問

　　 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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