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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9 至 10 日，本校舉行研究所入學考試，自修閱覽室設為建築系考場，

此二日暫不對外開放。 

04.11 流通組賀新持先生至中正大學參加圖書館自助借還書機的啟用典禮。 

04.13 館長室專門委員兼採編組長李玉綏小姐參加教育部「建置機構學術

成果典藏計畫」案學者專家會議。 

04.17 至 18 日，期刊組施麗珠小姐參加「CONCERT 九十六年度上半年第

二梯次教育訓練」。 

04.20 採編組陳淑慧小姐參加研討會。 

上午 11 時至 11 時 40 分，配合行政院「響應世界地球日」，全校停止

供電，本館暫停各項服務。 

04.24 下午 3 時至 5 時，期刊組在計中電腦教室 A 舉行「PQDT(ProQuest 

Dissertat ions & Theses)美加地區博碩士論文摘要資料庫」、「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 數位化論文典藏」、「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

教育文獻資料庫」及「ProQuest Religion 宗教全文資料庫」等四個資

料的教育訓練。 

04.26 期刊組林雅麟小姐參加在台灣大學舉行的「探討引文資料庫的選刊

機制與應用研討會」。 

04.27 參考組曾奉懿小姐參加「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八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 

 

新書上架 

新書上架：2007 年 4 月論文集選介 

流通組  謝鶯興 

4 月份，在處理採編組移送到流通組點收，放置於總館的一般書庫的

眾多新書，上書庫之前，先在新書展示區展示，以利讀者借取。其中的中

文新書，仍見部份的論文集，依例著錄其書名、編者、出版社、出版日期

與收錄的論文篇目於下： 

1.《孫中山先生 141 週年誕辰紀念論文選集》，曾一士總編輯，林國章執

行編輯，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06 年 12 月。005.18/8014-03 

本書係國父紀念館為紀念孫中山先生 141 週年誕辰而舉辦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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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集成書，除館長張瑞濱<序>，「孫中山與同盟會」、「孫中山與社會

和諧」及「李友邦與國民革命」三個議題，第一個議題收錄：樊中原<

同盟會時期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演展>、段昌國<同盟會與中國現代化運

動>、朱耀祥黃琬珺<孫中山政治思想與同盟會>、劉碧蓉<從東京總部

成立看中國革命的大同盟>、高小蓬<「苗栗事件」在台灣歷史教材中

之定位--以國中、高中、大專教科書>、方建中<反分裂國家法制定後之

兩岸關係>、賀力行謝鴻進<中山先生「實業計畫」對兩岸經濟發展策

略之影響>、朱浤源<孫中山地方自治的理論與在臺灣的實際：臺南縣

新市鄉個案研究>。第二個議題收錄：劉阿榮<「和諧社會」的向度與

路徑：「國家/社會」的觀點>、黃城<孫中山對中華民族復興的預言與

警示>、唐彥博<從中山先生和諧社會思想探討中國和諧社會之建構>、

鍾文博<孫中山民族思想與社會和諧的實踐>、李西潭<孫中山平等精義

之分析>、陳順珍<文化參與與分享--謝康教授的歷史比較研究觀點>、

林國章<從文化復興到振興文化產業--孫中山大同思想在台灣的實踐舉

例>。第三個議題收錄：王曉波<李友邦在抗戰期間的遠識與預見>、高

純淑張瑞成<李友邦與台灣光復運動>、卞鳳奎<從外交史料館所藏史料

看李友邦的抗日活動>、李功勤<不能被歷史遺忘的人物--李友邦將軍>。 

2.《第九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曾一士總編輯，劉碧

蓉、林碧慧、劉筱青執行編輯，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06 年 12 月

25 日。005.18/8014-01 v.9 

本次研討會以「孫中山思想之理論與實踐」為主題，除了館長、

來賓狹間直樹及崔宗燮的致詞，及高柏園主題演說外，分歷史組、思

想組及時代組三組討論。第一組收錄：克思明<俄聯？論孫中山與莫斯

科的互動>、劉碧蓉<從孫中山來台看日本的對華政策>、朱婷<略論南

京國民政府經濟舉措中對孫中山經濟思想的繼承、發展及偏離>、張忠

民<孫中山國家資本思想及其對南京國民政府國有經濟政策的影響>、

喬兆紅<孫中山與中國商民運動>、侯傑李釗<新女性、革命伴侶：孫中

山與宋慶齡形象的轉變>。第二組收錄：周積明<政治道德與天下為公

>、劉佩怡<中山先生的民主治理觀>、洪聖斐<中山思想與民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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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文博<「建構和諧社會」--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啟示>、張樹倫<從

中山先生平等觀論性別平等的追求>、謝政諭<中、西憲政主義的「思

想」潛因：並反思中山先生憲法的「後設哲學」>。第三組收錄：朱言

明<開發大西部：孫中山思想與鄧小平的實踐>、彭立忠<中國青藏鐵路

與中山先生實業計劃的實踐>、唐彥博<中山先生農業現代化思想在中

國實踐之檢視>、張家麟<台灣「新宗教」自由與管理 --論「新宗教申請

案」的行政裁量權>、鍾國允<論法國總統與總理職權之區分>、潘錫堂

<2005 年連宋大陸行之後兩岸關係的發展與轉折>、黃城<台灣民主化的

進程：批判與建構>。書末附議程表及學者名單。 

3.《思想 2：歷史與現實》，思想編委會，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

年 6 月初版。105/6042 v.2 2006 

《思想》，是連續性的出版物，編者<致讀者>云：「一份以『思想』

為名的刊物，不能不強調思想的歷史性格：思想依歷史存活、在歷史

中生長。純粹的『當下』，只是一堆莫以名狀的事實。將當下放進歷史

之中，才看得出事實的來龍去脈、看得出其面貌和意義。才可能獲得

『理解』，而思想才有立足和施展的餘地。」藉以顯示該刊的發行宗旨。

本期收錄的篇目有：吳乃德<轉型正義和歷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

之業>、陳宜中<當穆罕默德遇上語論自由>、約翰．唐恩<追蹤狡猾的

非理性>、沈松僑<召喚沉默的亡者：跨越國族歷史的界線>、王晴佳<

當代台灣歷史論述的雙重挑戰>、周樑楷<歷史意識是種思維的方法>、

郝志東<也論市民社會和公共領域：兼評李丁讚等所著「公共領域在台

灣：因境與契機」>、湯志傑<期待內在批判的璀璨未來：評「公共領

域在台灣：因境與契機」>、謝金蓉<百年前的台灣旅客：梁啟超與林

獻堂>、鄭鴻生<水龍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

的？>、陳正國<台灣人文寓言：國家哲學院>、柯裕棻<去殖民與認同

政治：訪談「成為『日本人』作者荊子馨」>、鍾大智<福山論「新保

守主義之後」>、成慶<施琅連續劇爭論與中國大陸政治文化>、李國維

<香港「二十一世紀」施密特專輯>、李樹山<兩位女性主義元老生死恩

怨>、陳毓麟<密爾兩百年紀念>、彭淮棟<俄國哲學史新論>、廖斌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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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學者在北京教政治哲學>、鍾大智<美國學院左派的自殘>、魏楚

陽<哈伯瑪斯談知識分子的覺察能力>、楊羽雯<追尋一個消逝的年代：

「八十年代訪談錄」>。 

4.《思想 3：天下、東亞、台灣》，思想編委會，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6 年 6 月初版。105/6042 v.3 2006 

本期的<致讀者>提出：「文化與政治的滲透合一，影響非常廣遠。」

「由於文化在本質上具有特殊性，文化政治所孕育的政治訴求，往往

注定成為以『特殊』為訴求的政治，挑戰『霸權』的『普遍』姿態。

從北美洲的多元文化主義，到中國大陸新興的大國意識，反映著這個

趨勢。」專輯討探討文化政治的各項議題。收錄的篇目有：錢理群<魯

迅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去世 70 週年的回顧>、李淑珍<歷史與自然：

劍橋紀>、朱雲漢<對民主與市場的反思：一個政治學者在 21 世紀開端

的沉痛思考>、葉新雲<歷史意識的合理性>、吳叡人<台灣後殖民論網：

一個黨派性的觀點>、劉青峰金觀濤<19 世紀中日韓的天下觀及甲午戰

爭的爆發>、白永瑞<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陳

瑋芬<日本關於「東亞」的思考>、張崑將<如何從台灣思考東亞>、蕭

高彥<「文化政治」的魅力與貧困>、高全喜<文化政治與現代性問題之

真偽>、潘永強<馬華人文思想的焦灼與孤寂>、唐小兵<危險的愉悅：

從上海一場「八十年代」座談會說起>、王超華<歧路、窮途、刺叢：

略談當代思想和思想史，兼答幾位批評者>、成慶<從甘陽看大陸文化

研究背後的政治思潮>、魏楚陽<歷史脈絡下的猶太大屠殺>、黃宗慧<

凱默勒評「肉食與色情」>、鍾大智<拉丁美洲的兩種左派>、林曉欽<

任意與流動：介紹沈恩新著「身分與暴力」>、彭淮棟<文化的誘拐>。 

5.《宗教論述專輯．第八輯：宗教法制與發展篇》，黃麗馨總編輯，台北．

內政部，2006 年 11 月。207/8232 n.8 

內部部鑒於唯一規範宗教團體之監督寺廟條例，制定年代久遠，

難以符合現代宗教團體之需要。因此廣泛蒐集國內外相關法令，廣邀

宗教界、學術界之專家學者集思廣益，共同研擬宗教團體法草案。本

專輯即蒐錄此一議題的專述，篇目如下：林本炫<宗教行政基本概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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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林蓉芝<論「宗教團體法草案」之爭議>、星雲<有關宗教法答

問>、張永明<宗教法人的租稅優惠>、張家麟<論「新宗教」請案的行

政裁量權>、淨心<論宗教法制的建立與發展>、許育典<宗教團體法草

案的合憲性探討>、陳惠馨<個人、宗教團體、宗教信仰與國家法律>、

陳新民<憲法宗教自由的立法界限--評「宗教團體法」草案的立法方式

>、黃運喜<民國時期寺廟管理法規的剖析>、鄭志明<台灣宗教法制建

立的困境>。 

6.《世界文明國際論壇第二次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當代世界與世界文明研

究的新動向》，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澳門．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基金會，2006 年 4 月。541.4907/3771 2006 

在「經濟全球化的加速進行，加強了各國和各地區之間的聯繫和

相互依賴，同時也出現了一系列關係到各國人民共同利益的全球性問

題」，「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力去解決。為了有效地進行國際合作，應

對大家共同面臨的挑戰，消解矛盾衝突和互不信任，開展不同文明之

間的對話和溝通以增進相互理解」，即「世界文明國際論壇」召開的目

的。本論文集除了主辦單位嘉賓致辭、會議綜述及主題發言三項外，

大會論文共提出了 36 篇中英文題文篇目，中文部份的篇目有：左玉河

<文化的多元性與統一性：全球化下的中國文化復興>、嚴志軍張沫<雪

人與秧雞：虛擬現實中的道德與理性之爭>、王逢振<全球化與文化空

間在中國的複製>、馬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本質特徵>、王晴佳<文

明比較、區域研究和全球化--第 20 屆國際歷史科學大會所見之史學研

究新潮>、臧小華<主體意識的缺失和覺醒--澳門與明清之際和清末的中

西文化>、崔維孝<明清之際方濟會在華出版中文書籍初探>、胡根<「香

洲開埠」事件始末>、龔剛<西方個人主義在中國的「變形」及其反思：

以張愛玲的小說為個案>、劉羨冰<「澳門歷史城區」價值初探--為澳門

東西方文化互容並存尋根>、李長森<土生葡人對近代澳門多元文化發

展的作用>、林巍<道德的法律化：中西法律文化比較探討>、劉明武<

人體經絡--從「以道論之」的思維方式上試論經絡發現的奧秘>、黃維

樑<東海西海，心理攸同--試論中西文化的大同性>、張西平<萊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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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西文化觀>、張建芳<視角--中國學術研究最佳方式的起點>、王昺<

詹姆斯．班科斯的多元文化教育理論評述：全球化形態下的跨文化問

題>、黃宏<跨文化交際能力與全球化語境下的漢語教師素質養成>、馬

馳<文化身份與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從怒江開發的討論說起>、章國鋒<

現代化與「風險社會」>、楊慧玲<馬禮遜與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西傳>、

吳文娟<馬克思的全球發展理論與世界文化走向>、馮傾城<西方內部的

文化衝突與認同的危機--關於諾貝爾文學獎獲得者若澤．薩拉馬戈的個

案研究>、柳若梅<俄國東正教駐北京使團與中俄文化關係>、錢滿素<

美國公民社會的清教溯源>、陳啟能<中西文明的歷史相遇>、趙軼峰<

文明時代的困惑與追求>。 

7.《貿易調查專刊 15：啟動第 2 代貿易救濟防火牆》，經濟部貿易調查委

員會，李淑卿主編，台北．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2006 年 8 月。

558.07/4037 2006 

本論文集除了收錄黃智輝<建構國家產業安全網的基本理念與做

法>、調查組的案件統計及法務室的法規外，收錄的學術論著有：左峻

德<貿易救濟個別產品預警--深化警訊因應及運用功能>、徐世勳<產業

預警模型--強化警訊內涵及分享機制>、左峻德<中國貨品進口產業損害

預警監測機制--強化警訊運用>、李成家<貿易救濟論壇--活化貿易救濟

小組運作>、<世界貿易組織--貿易救濟爭端解決案例之研究>(李貴英等

摘錄各案例組成)、陳櫻琴<履行 WTO 爭端解決機構及我國司法機關有

關貿易救濟案件裁判問題之探討>、林偉凱<鋼鐵產業發展新趨勢對各

國貿易救濟措施之影響>、邱永和<運用反傾銷措施之主要 WTO 會員及

其原因分析>、張清豐<貿易救濟產業損害相關議題之探討>、陳建勝<

規劃貿易救濟知識發展中心>。 

8.《貿易調查專刊 16：第 3 屆進口救濟與行政救濟研討會》，義守大學管

理學院、科技法律中心編，台北．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558.05/4489 

v.3 

「從以往貿委會行政訴訟經驗觀察，行政法院法官對世界貿易組

織規範有關貿易救濟專業知識不足，有鑑於此，貿委會除持續提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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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案件品質，實有必要持續檢討貿易救濟案件之調查效率，加強與業

界及司法機關間之交流；同時藉由在地化服務來實踐主動服務理念，

並強化國內產業與國際間接軌、加強培育國際專才並建立貿易救濟諮

詢服務品牌，以健全貿易救濟機制，建立無障礙投資環境。」為本研

討會舉辦的目的。會中除了兩篇致歡迎詞及一篇專題演講：「貿易救濟

與行政救濟爭點之研究」，共收錄四篇論文：鄧穎懋<反傾銷不當使用

之反競爭效果--由雲林毛巾案談起>、呂炳寬<進口救濟之訴訟類型--以

行政院相關判決為例>、李建德王承守<美國進口救濟程序探討--如何因

應美國反傾銷控訴>、蔡麗照<歐盟進口救濟程序探討--如何因應歐盟反

傾銷控訴>。 

9.《T&D 飛訊論文集粹第五輯》，國家文官培訓所，黃國材總編輯，台北．

國家文官培訓所，2006 年 12 月初版。573.46607/4354 2006 v.5 

本書係國家文官培訓所為「提昇公務人員服務品質，為國家培育

優質的菁英人力。為能更有效利用知識、分享知識、創造知識，進而

創造優質的培訓效能」，「集結全年度優良文章編輯」而成。全書分「訓

練發展」、「組織發展」、「管理領導」及「生涯發展」四個單元。第一

單元收錄：李嵩賢<國家文官人力資源發展策略之探討：培訓需求實證

分析>、林慧<從人力資源管理概念：談公務機關未來之訓練走向>、溫

金豐張菡琤<高普初考新進公務員訓練制度改進之探討--社會化觀點>、

溫玲玉張連發<縣市議會議事行政人員核心能力與訓練需求之研究>、

郭世良<大陸公務員培訓體系與作為>、李大偉王婉亭<教育訓練評鑑之

後設評鑑>、洪淑姿<教育訓練評鑑在海巡署教育訓練中心的應用與挑

戰>。第二單元收錄：李嵩賢<公務機關對知識管理的實踐與應用：國

家文官培訓所之經驗分享>、陳振東<組織推行知識管理的績效評估探

討>、顏榮昌<從政府機關組織溝通現況檢視其組織效能之研究>、賴宏

峰<非營利組織之創新競爭優勢分析>、李隆盛賴春金<團隊建立與團隊

合作>、章光明<我國警察人力資源發展芻議>、陳志瑋<從美國恩隆案

看組織課責>。第三單元收錄：林水波<領導的新挑戰--由功能邁向全局

>、盧瑞鍾<道德、人性的領導>、陳儀蓉<新領導典範--價值導向式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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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概述>、林水波<組織人推動領導之輪角色>、吳得源<政租工具：分

類與使用>、孫本初<人力資源管理中參與管理概念之探討>、鄭仁偉林

秀霞郭智輝<信任與部屬知識分享行為企業管理系研究>、陳永隆盧鴻

鋆朱家聲<知識部落格的發展方向之研究>。第四單元收錄：柴松林<塑

造完美品格，建立友愛社會>、李宗勳<再探公共服務的意義、靈魂與

價值：找回公務人員的熱情與源初的愛>、吳行健<優質化的喜悅服務：

公共政策評估的作業管理內涵>、林麗惠<知識經濟與終身學習之探討

>、林逸舒<論人本主義下的雙贏策略>。 

10.《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 9》，法務部保護司編，台北．法務部，

2006 年 11 月。585.507/4429 2006 v.9 

本書分「刑事政策」、「犯罪問題」、「犯罪被害研究」及「犯罪處

遇與矯治」四個單元，書末附「歷年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論文集目錄」。

第一單元收錄：曾淑瑜<論量刑之判斷>、謝靜琪<民罪之死刑意向與刑

罰目的之實證研究>、黃翠紋<修復式正義理念在婚婐暴力案件調解上

的應用>。第二單元收錄：周愫嫻張耀中<各國保險詐欺犯罪管制政策

之比較研究>、林東茂孟維德<非營利性組織犯罪實證研究>、林瑞欽<

成癮者的用藥行為特性與其對違法藥物戒治的啟示>。第三單元收錄黃

蘭媖<被害調查的國際比較--兼論對我國被害者研究理論與政策啟示>、

孟維德<企業犯罪被害之實證研究--以販售業為例>。第四單元收錄：許

福生<性侵害犯罪及其處遇之探討--以運用科技設備監控為中心>。 

11.《台灣的自然書寫》，陳明柔主編，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6 年 11

月 30 日初版，820.7/7561 2006 

吳明益認為「自然書寫」有幾個特質：1.「自然」不再只扮演文學

中襯托、背景的位置，而成為被書寫的立位。2.作者「步入」現場，注

視、觀察、記錄、探究等「非虛構」的經驗，成為必要歷程。3.自然知

識符碼的運用與知性理解成為主要肌理，這包含了對生物學、其它生

態相關學科、自然史、環境倫理等知識的掌握。4.書寫者常對自然有相

當程度的「尊重」與「理解」，既非流於傷逝悲秋的感性情緒，也避免

將人類的道德觀、價值觀、美學歸諸於其它生物上，而能呈現某種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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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中類中心主義」的情懷。5.從形式上看，常是一種個人敘述的文類，

常見以日誌、遊記、年記、報導等形式呈現，但容許獨特的觀察與敘

述模式。1本書分七卷，亦即七個單元，卷一為「快樂綠背包--劉克襄

的自然書寫」、卷二為「迷蝶誌--吳明益的自然書寫」、卷三為「來自深

海--廖鴻基的自然書寫」、卷四為「冷海情深--夏曼．藍波安的自然書

寫」、卷五為「被喚醒的河流 --曾貴海的自然書寫」、卷六為「抛荒的故

事--陳明仁的自然書寫」、卷七為「文明荒野--王家祥的自然書寫」，各

卷分別收錄相關主題的論文，卷一收錄：劉克襄<一個自然作家在台灣

>、魏貽君<自然何方？劉克襄的「自然」空間試探--以「小綠山」三部

曲、「偷窺自然」、「快樂綠背包」為探索範圍>、黃宗潔<自然之愛--論

劉克襄作品中的動物關懷>。卷二收錄：吳明益<從物活到活物--以書寫

選自然之魅>、藍建春<舞出幽微天啟--談吳明益的蝴蝶書寫>、王鈺婷<

生態踏查與歷史記憶--從「迷蝶誌」到「蝶道」>。卷三收錄：廖鴻基<

腳跡與船痕>、賴芳伶<穿越邊界--廖鴻基流動的海洋書寫>、張靜茹<

從海湧伯到海翁--論廖鴻海洋書寫的演變軌跡>。卷四收錄：夏曼．藍

波安<魂甦醒的地方>、楊翠<山與海的共構史詩--夏曼．藍波安作品中

繁複的「海洋」意象>、董恕明<詩意的天地，生命的海洋--試論夏曼．

藍波安作品中的人與自然>。卷五收錄：曾貴海<南方大地的鏡像與心

靈對話>、阮美慧<從「現實」到「原鄉」--曾貴海詩中「鄉土情懷」的

探索與追尋>、彭瑞金<曾貴海的土地戰鬥筆記--「被喚醒的河流」>。

卷六收錄：陳明仁<探究殖民前的在地文化價值觀 Asia Jilimpr(陳明仁)

的母語自然書寫，以「抛荒的故事」為例>、廖瑞銘楊斯顯<用土地ê語

言書寫自然--以陳明仁ê台語作品為中心>、蔣為文徐碧霞<土地 kap 母

語--台灣母語文學 läi-té自然書寫之初探>。卷七收錄：王家祥<綠色嬉

皮>、王文仁<在城市的邊綠思索 --試論王家祥自然書寫中的「荒野」>、

申惠豐<土地、文化與生存的辯證--論王家祥的歷史小說>。書末附議程

表及作者簡介。 

                                                 
1 見<創作與論述的不同步演化>，頁 2~3，收錄《台灣的自然書寫》，陳明柔主編，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6年 11 月 30 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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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詩歌 kap 土地ê對話》，蔣為文、方耀乾主編，台南．開朗雜誌公司，

2006 年 10 月初版。850.322/4430 2006 

本論文集係 2006 年 10 月 28 日舉辦「2006 年臺語文學學術研討會」

集結的論文集。除了蔣為文、方耀乾兩篇序、專題論文及議程表、發

表人評論人主持人簡介及工作組織表外，共收錄 18 篇中英文論文篇目，

中文論文有：方耀乾<生產一個開始--台語詩史書寫問題初探>、何信翰

<「新形式主義」tī台語詩研究頂 koân ê運用>、吳仁瑟<台語基督教詩

歌ê再創作--tùi 詩篇講起>、李淑鳳<台語現代詩本土植物ê書寫>、周華

斌<大眾的詩--探討 50 年代的台語流行歌謠>、施俊州<華文體制 kah 台

籍新詩創作世代(1945-65)--一種台語文學運動觀點>、胡民祥<唯「蓬山

八社情歌」夠「望春風」的台灣風土>、徐碧霞<台灣客語詩歌的土地

書寫研究初探>、張玉萍<女性ê身影--論 50、60 年代台語歌曲內底ê女

性勞動>、張屏生<對台灣民間文學材料的收集看歌謠創作的形式特點

--以台灣閩南話、客家話歌謠為例>、張郁琳<勇敢--ê khiā起來吧，受

壓逼ê同志--論黑手那卡西ê台語歌曲書寫>、張學謙<台灣詩歌ê語言關

懷 kah 教學運用>、陳龍廷<台灣海洋文化的混雜性--台語歌與布袋戲角

色的塑造>、廖瑞銘<詩．故鄉．台語歌--黃勁連ê文學世界>、歐純純<

「你是潑落人間的雲/我是注定等候的山」--方耀乾詩集「予牽手的情

話」中的形象塑造>、蔡瑋芬<1999 年代初期台語文運動ê雙箭--論「蕃

薯詩刊」kap「台文通訊」tī運動中ê角色>、鄭雅怡<大支台語 Hip Hop ê

異類本土書寫>。 

至於高崇雲主編《海峽兩岸南向政策與東協》出版於 2005 年；《台灣

歷史的鏡與窗》初版於 2002 年 12 月，再版於 2006 年 5 月；《唐代傳奇研

究續集》曾「徵得正中書局首肯，予以印行，一版售完之最後，經再行修

訂，又徵得國內出版界翹楚聯經出版公司同意再版」，即 2006 年聯經初版

係屬再版。故皆不詳著其篇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