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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索引資料庫研討會」。 

05.21 下午 1 時 30 分，總務處於茂榜廳召開「全校採購流程及相關事項說

明會」，採編組吳淑雲小姐、陳婷婷小姐前往參加。 

至 5 月 27 日，館長率領期刊組王畹萍組長暨採編組吳淑雲小姐一同

參加「兩岸中文資源交流友好訪問團」。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採編組陳勝雄先生至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修讀碩士學位課程。 

05.25 上午起，總務處開始施作本館一樓前廳燈具修繕工程，請讀者行經

該區小心注意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期刊組施麗珠小姐與流通組林靖文小姐一同參

加「2007 數位圖書館資源整合知識服務研討會」。 

05.28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採編組陳勝雄先生至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修讀碩士學位課程。 

05.31 上午 11 時 50 分至中午 12 時 10 分，在館長室召開「95 學年度職工升

遷圖書館初選會議」，討論館內同仁參加校內升遷考試人員的事宜。 

下午 2 時 20 分起，自助借書機開始無法連線，經數位資訊組王鑫一

先生搶修，隨即恢復正常。 

至 6 月 1 日，館長室陳麗雲編纂參加台南崑山科技大學會議，並參觀

其圖書館。 

至 6 月 1 日，採編組李玉綏組長參加「95 學年度全國公私立大學校

院圖書館館長聯席會」 

 

新書上架 

新書上架：2007 年 5 月論文集選介 

流通組  謝鶯興 

5 月份，個人負責處理採編組移送到流通組的中西文圖書，流通組點收

後，屬於總館一般書庫的眾多新書，依例在移送到書庫之前，先行於新書

展示區陳列，以利讀者瀏覽與借取，省卻讀者四樓與一樓間的奔波之苦。

數百本的中文新書，仍有部份的論文集，照舊著錄各書的書名、編者、出

版社、出版日期與收錄的論文篇目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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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分溪論學集：慶祝李遠哲先生七十壽辰》(上、下集)，何炳棣、勞

思光等著，劉翠溶主編，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6 年 12 月。078/2194 

2006 

本書係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組院士與李遠哲院長任內所任

命的學術主管撰稿的彙編，由劉翠溶主編並撰<序>，全書依論文題旨所

屬領域分為歷史、思想、文學、語言及社會科學等五個單元。因「四分

溪流經中央研究院院區，在李院長任內完成了學術活動中心前面廣場的

美化，成為院區內不可多得的公共空間，因此採用這個意象做為書名。」 

「歷史」單元收錄：何炳棣<「古本竹書紀年」與夏商周年代>、許

倬雲<中國中原與其鄰近地區史前時期的居住與食物資源>、管東貴<秦

帝國「速崩」問題的檢討>、夏伯嘉<天主教與明末社會：崇禎朝耶穌會

士龍華民山東傳教的幾點問題>、余英時<錢謙益「詩史」說之揚榷>、

王汎森<「主義」與學問：一九二○年代中國思想界的分裂>、陳永發<

毛澤東的評價：從「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到「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黃富三<施世榜是臺灣水田化運動的先驅嗎？>、劉翠溶<院士的人口

特徵：中央研究院與中國科學院的比較>。 

「思想」單元收錄：勞思光<論非絕對主義的新基礎主義>、林毓生

<問題意識的形成與理念／理想型的分析>、戴璉璋<孔門樂教及其影響

>、黃進興<荀子：孔廟從祀的缺席者>、方萬全<論感官經驗的非概念性

內容>。「文學」單元收錄：王德威<後遺民寫作>、王璦玲<化場上搬弄

為案頭把翫：論金批「西廂」之文本意識與閱讀轉化>、李有成<趙健秀

的文學男性主義：尋找一個屬於華裔美國文學的傳統>。 

「語言」單元收錄：王士元<索緒爾與雅柯布森：現代語言學歷史

略談>、龔煌城<上古漢語前置輔音對韻母演變的影響>、鄭錦全<句子

閱讀難易度計量>、李壬癸<從本土到國際：臺灣南島語言研究的契機>、

何大安<南傣語假說的再檢討>。 

「社會科學」單元收錄：曾志朗、洪意惠、吳嫻、洪蘭<從行為實

驗的證據建構數感與空間的認知規範>、管中閔<影響臺灣實質產出之

國內與國際因素的實證分析>、瞿海源<探討臺灣民眾的神秘經驗>、莊

英章、謝穎慧<澎湖居民的季節性遷移及其生育策略 (1906~1945)>、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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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伊慶春<臺灣老人奉養態度之變遷>、吳玉山<爭取樞紐：戰略三角

模型在國內政治中的運用>、湯德宗<知情同意與基因資料庫>、許嘉猷

<布爾迪厄的藝術之眼：觀賞者之凝視與區分>。 

2.《思想 4：台灣的七十年代》，思想編委會編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2007 年 1 月初版。105/8333 v.4 2007 

編委會的總編輯為錢永祥，本書收錄：唐諾<被思想扭曲的小說靈

魂：論果戈理>、陳宜中<公民不服從與自由民主：倒扁紅潮下的一些省

思>、吳豐雄<何謂主體性？一個實踐哲學的考察>及五個主題。 

「台灣的七十年代」收錄：鄭鴻生<台灣的文藝復興年代：七十年

代初期的思想狀況>、郭紀舟<七十年代的「夏潮」雜誌>、詹曜齊<七十

年代的「現代」來路：幾張素描>、蕭阿勤<威權統治下的國族認同：隱

蔽與公開、連續與斷裂>。 

「漢娜．鄂蘭百年紀念」收錄：蔡英文<從極權主義批判到共和民

主政治：漢娜．鄂蘭政治思想的遺產>。 

「對談」收錄：單德興<歷史．知識論．社會責任：高木羅納訪談

錄>。 

「新書序跋」收錄：李建民<追尋中國醫學的激情：「生死之域」大

陸版導言>、高涌泉<來自哲學的啟發：「愛因斯坦 1905」導讀>。 

「思想采風」收錄：張志強<從「大國崛起」看改革意識型態的生

死邏輯>、南方朔<知識分子總診斷報告>、黃宗潔<量化實踐的運動觀：

談「捍衛．生命．史匹拉」>、陳毓麟<鄂蘭的洞見在紛擾的世界中迴

響>。 

3.《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集》，吳義雄撰，台北．宇宙光全人

關懷機構，2006 年 7 月初版，249.908/8070-01 v.6 2007 二刷。 

本書收錄：<譯名之爭與早期的「聖經」中譯>、<醫務傳道方法與

「中國醫務傳道會」的早期活動>、<基督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文化活

動略論>、<郭士立與福漢會>、<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與本色教會運動

(1919~1949)>、<美北長老會與華南基督教會的本色化過程>、<自立與本

色化--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基督教對華傳教戰略之轉變>。 

4.《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反基督教問題論文選集》，呂實強撰，台北．宇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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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關懷機構，2006 年 7 月初版，249.908/8070-01 v.8 2007 二刷。 

本書收錄：<晩清中國知識分子反教言論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倡

議(1860~1989)>、<晚清中國知識分子對基督教義理的闢斥(1860~1898)>、 

<晚清中國知識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1860~1898)>、<民初

知識分子反基督思想之分析>、<義和團變亂前夕四川省的一個反教運

動>、<周漢反教案(1890~1898)>。 

5.《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邢福增撰，台北．宇宙光

全人關懷機構，2006 年 7 月初版，249.908/8070-01 v.11 2007 二刷。 

本書收錄：<東西文化之一貫--「儒者基督徒」范子美(1866~1939)>、

<二十世紀初年的「基督教救國論」(1900~1922)--中國教會回應時代處境

一例>、<王明道與華北中華基督教團--淪陷區教會人士抵抗與合作的個

案研究>、<恩典與善行 --基督教救贖論與中國文化的衝突>、<近代中國

基督教史的研究趨向--以美國及台灣為例>、<晚清教案與反教思想研究

述評>、<本色化與民國基督教教會史研究>。 

6.《跨文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論集》，黃文江撰，台北．宇宙光全

人關懷機構，2006 年 7 月初版，249.908/8070-01 v.24 2007 二刷。 

本書除<導言>外，將論文分成三篇，「通論篇」收錄：<傳教士與近

代中國>、<二元文化視野下的香港基督教史>。 

「社會與文化篇」收錄：<十九世紀香港西人群體研究：愉寧堂的

演變>、<英華書院(1843~1873)與中西文化交流的歷史意義>、<王韜致理

雅各的五封未刊書札>、<歐德理的漢學研究>。 

「人物篇」收錄：<十九世紀來華「師母」：一群被史家忽略的女性

故事>、<李求恩會吏長：一位社會領袖的故事>、<班佐時牧師：一位教

育傳教士的故事>、<魯珍晞教授：一位中國基督教史學者的故事>。 

7.《中華基督教本色化論文集》，楊森富撰，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2006 年 7 月初版，249.908/8070-01 v.26 2007 二刷。 

本書收錄：<中國基督教本色神學的回顧和展望>、<略論本色神學

的危險性、可行性、與必行性>、<略論中國罪惡觀、救贖觀和基督教教

義>、<略論中國民間禮俗及基督徒適應之道>、<「勸善書」所表達的信

仰與基督教福音的宣講--由善書宗教思想研究福音講題之選擇>、<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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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中國基督教會的自立運動--一九二○年至一九三○年間>、<雲南省

基督教神學本色化運動平議>、<論明日的中國基督教>。 

8.《馬禮遜與中國文化論稿》，譚樹林撰，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

年 7 月初版，249.908/8070-01 v.28 2007 二刷。 

本書收錄：<馬禮遜「聖經」漢譯及其影響>、<「聖經」「二馬譯本」

關係辨析>、<早期來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與近代中外文期刊>、<「察世

俗每月統記傳」研究>、<恆河外方傳道團及其對華影響>、<近代教會學

校開設儒家經典原因初探>、<「華英字典」與中西文化交流>、<馬禮遜

醫藥傳教及其影響>、<馬禮遜與西方近代印刷技術傳入中國>、<馬禮遜

在華傳教事業簡論>。 

9.《傳教士東來傳救恩論文集錦》，顧長聲撰，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2006 年 7 月初版，249.908/8070-01 v.29 2007 二刷。 

本書收錄：<翻譯「馬禮遜回憶錄」劄記>、<馬禮遜教育會在中國

創辦馬禮遜學塾記>、<第一個被按立的中國傳道人梁發>、<倫敦傳教會

在上海開教經過>、<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創立中國內地會的戴

德生>、<傳教醫生嘉約翰事蹟>、<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史簡述>、<耶魯大

學師生創立雅禮會紀實>、<燕京大學與哈佛燕京學社史話>、<傳教士與

近代中西文化交流>。 

10.《2007 ERP 學術及實務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中華企業資源規

劃學會等著，桃園．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2007 年 1 月，494.807/5048 

2007。 

本研討會是由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主辦，僑光技術學院全球運籌

中心承辦。書分上、下兩冊。 

上冊收錄：甘兆欽、蔡文娟<應用模糊理論在關係行銷策略 --三個構

面模式>、陳建安<應用合作式 BLOG 與教學網站於數學學習成效之研究

--阿蓮數學讀書會>、蔡珍鉉、陳茂松、陳澤生<資訊科技在公司組織轉

型中所擔任的角色--××航空工業公司導入 ERP 系統個案分析>、林灼榮、

Donald Gorcher、洪諄任、吳秀真<西進、研發與廣告之績效評估：台灣

IT 產業微笑曲線之初探>、劉柯伸、曹永忠、許智誠、蔡英德<機械業導

入電子化標準交易平台對電子採購績效與供應鏈績效影響之研究--以



新書上架 

 19

TAMIVAS 為例>、洪秀婉、陳建方、楊千、陳洸民<消費者網路購物行

為之研究>、蘇銘山、郭修暐<封測業委工單處理流程改善之個案研究>、

申冀治<以設備作業為主之傳統產業導入自主保養的過程模式研究>、趙

景明、宋惠平<運用生產力協助軟體專案成本之預估>、黃劭彥、林有志、

王保棋、鍾宇軒<以智慧資本觀點探討台灣產業財務危機預警模式之研

究>、劉文良<供應鏈組織間內在關係傾向對知識分享之影響>、黃意文<

全球運籌策略佈局之個案比較分析>、Ming-Chang Lee<Linkage Knowledge 

Process and Business Process：A Case Study in China Motor Corporation>、

邱榮和、江清榮<我國保稅物流中心全球運籌關務作業之探討>、陳幸

蓉、溫源鳳<智慧資本對生產力影響之探討--以台灣高科技企業為>、曹

文瑜、楊惠貞、林政坤、劉宜菁<企業資源規劃系統課程影響學生生涯

錨之研究>、Ya-Ping Hu<The Futur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Practice：A 

Literature Review>、范懿文、顧景昇<以個案研究法探討國際觀光旅館業

運用資訊系統提升顧客關係>、周季穎、尚榮安、陳禹辰<電腦中介傳播

對消費者口碑行為的影響>、陳禹辰、尚榮安、何照義、謝素娟<公用服

務事業員工的 E 化科技接受意圖：以 TAM 與 TTF 探討>、林震岩、鍾志

明、郭柏青<供應鏈管理系統採用關鍵成功因素研究>、張碩毅、歐進士、

李超雄、陳致琦、陳苓菀<中小企業全球化供應鏈營運模式之研究--以汽

車零組件產業為例>、陳運昇<以紮根理論探討 ERP 系統維護管理之特性

>、張緯良、陳育亮<台灣與英國之無障礙網站環境發展分析以視覺障礙

人士為例>、史明玉、陳育亮<基於資料探勘技術探討虛擬商店差異化行

銷>、陳志誠、周建山、黃芳瑛<ERP 系統導入問題診斷--QBQ 方法之有

效運用>、李淑芳、紀文章<網路顧客關係管理對忠誠度影響之研究--顧

客觀點>、張緯良、高振隆、曾怡慈<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對企業內部控制

影響之研究--以採購循環為例>、謝德鑫、陳孝銘<學習型組織資訊系統

建構因素個案探討--以銀行業為例>、葉曉萍、林哲宏<資訊分享與延遲

策略對供應鏈績效影響之研究>、林懿貞、尤柄文、林肇哲<企業協同採

購效益評估之實證分析>、鄧盈嘉<顧客關係管理之績效評估模式>、洪

廣明、張榕容<從交易成本與社會交換觀點探討供應商採用電子化採購

之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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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冊收錄：蔡式宥、陳育亮<行動條碼創新採用之研究--以台灣地區

為例>、黃貞媚、許甄妮、蕭文龍、許秉瑜<探討高階主管支持 ERP 專案

團隊會對使用者滿意度之影響--以團隊合作、系統品質、資訊品質和服

務品質為中介變項>、洪廣明、黃旭男、陳律明<台灣 B2B 電子交易市集

經營模式之探討>、周斯畏、張又介、洪憶華<發展 ERP 導入後效益整合

模式：實證研究>、張緯良、王傳業、黃筑吟<以交易成本理論探討 ERP

系統自製與委外決策>、Chun-Chin Wei、Liang-TU Chen<Developing 

Dynamic Ordering Policy With Newsboy Model in Supply Cnina>、莊豐覬<

電子化人力資源管理、招募與甄選之研究>、張緯良、郭登山<企業組織

知識分享效果個案研究>、李東杰、李美里、梁鈺濰<智慧資本指標權重

與績效衡量在層分析法與資料包絡分析法上之比較分析--台灣半導體與

光電產業之實證>、洪贊凱、羅紆頻<E-LEARNING 在人力資源發展的探

討--以高科技公司為>、陳鈺璋<運用 SCOR 模式改造企業流程>、劉定

焜、陳俊宏、陳忠榮<企業電子化、自動化、外溢與經濟績效>、Hill-H-J 

Tu<Towards a Fuzzy AHP Framework For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channel Additoins--The Evidence From Taiwan>、沈慶龍、黎珮華、曾俊

容<知識處理能力、協同合作能力對知識創新及持久性競爭優勢之影響

>、廖惠雯、林秀蓓<階層式多重視覺秘密分享機制之研究與應用>、呂

俊德、黃郁琮<以資訊策略規劃觀點評析一個成衣產業導入 SAPR/3 的個

案>、黃郁琮、呂俊德<以財務績效的觀點探討產業運籌電子化成效之研

究>、周瑞生、曾憲政<資料探勘應用於建立台灣養護工程專案初期成本

預測模式之研究>、陳育亮、吳仕傑、陳褚哲<運用 ARIS 建構企業資源

規劃參考模型之研究--以 ORACLE ERP 為例>、Cherng-Ying Chou、Po-Yin 

Wang、Hui-Chiu Chen、Chun-Yuan Yeh<Green Supplier Select ion and 

Assessment in GSCM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for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 Industry>、劉士豪、陳俊良<ERP 客製化與企業再工程--組

織僵固性的個案研究>、呂俊德、陳秀貲、王俊中、黃郁琮<一個 ARIS

流程管理方法論在醫院急診部門的應用案例>、顏桂鈴、蕭銘雄<企業應

用軟體代理人對整體供應鏈績效影響之研究>、林東正、紀佳妤<以行動

理論及關鍵成功鏈觀點探討知識管理系統>、吳青松、劉士豪、陳俊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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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硬體廠商電子化服務策略聯盟之研究--以台灣 IBM 及 HP 為例>、

Su-Houn Liu、Wen-ku Huang、Chun-Liang Chen<Adoption of E-Commerce  by 

Smes：On The Development of A Stage Model>、Lin, Hui-Ling<A Knowledge 

Management Model for Decision-Making>、何靖遠、莊木林<以資訊處理理

論探討跨組織資訊系統對供應商績效的影響>、張緯良、劉振榮<人力資

源資訊系統功能之研究>、薛玉品<ERP 課程之實施成效--以致理技術學

院為例>、林正明<平衡計分卡系統化結構之探討>、陳美純、彭艷婷、

謝欽明<企業 E 化資訊系統導入過程之探討>、王俊中、呂俊德<全球運

籌管理中跨國多廠的產銷決策模式：一個在 APS 構下的規劃方法>、

Shih-Wen Chen、Changya Hu<Employee Computer Self-Efficacy as The  

Moderator  Between ERP Organiza t ional  Competence Const ruct  and ERP 

Effectiveness>。 

11.《台中學研討會：飲食文化論文集》，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主編，台中．

台中市文化局，2006 年 11 月初版，538.78232/4469 2006 

台中學研討會是為了保存在地文化及發展城市特有風格而辦理

的，從歷史的角度切入，引領人們探尋台中飲食文化的過去與未。分二

個單元，「學術論」收錄：宋德喜<從歷史看地方小吃向宮廷御食與大眾

美食的交互轉化--台中飲食文化學(圈)的未來>、林明德<一個人文空間

的思考--大墩的民俗小吃>、林惠敏<民俗飲食文化之保存與創新--以麻

芛文化為例>、陳美慧<台中地區傳統糕餅商品研發之探討>、吳友欽<

台中地區飲食源流探溯>、洪敏麟<台灣傳統食材名稱由來的溯源>、陳

貴凰、許素鈴、廖國智<台中市休閒餐飲發展源流之探討>、吳政和<從

歷史、地理、社會發展與產業演進催生餐飲風潮的推手--台中的吃喝文

化>。 

「產業論壇」單元收錄：陳敏鐘<大麵羮美食文化典故>、蔡豐筠<

台中市蜜豆冰>、陳富美<麻笋文化與產業結合--以麻笋糕餅為例>、陳月

鳳<傳統臺灣味、在地搏感情--萬益食品傳統傳承之旅>、李奇鴻<健康、

教育、永續的餐飲文化>、徐貴清<自「老樹咖啡館」看台中市咖啡文化

的變遷>、劉漢介<傳統飲茶的突破與作法>、鄭禮寧<餐飲未來趨勢>、

陳孟凱<慢食風的實務運作與未來展望兼談樂活與慢食風--生態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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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世銘<85 度 C 的咖啡文化與現代飲食趨勢>。書末附會議簡介、會議

議程、與會學者介紹、與會人員名單及籌備委員會。 

12.《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美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編輯，屏東．

美和技術學院通識中心，800.33/7283 

本研討會是由屏東美和技術學院通識教育中心主辦，收錄：劉金源

專題演講<通識教育與職場競力>、姚秋清<「一隻鳥仔哮救救」創作前

的時空背景研探>、林景蘇<兒童童詩創作教學與活動設計>、王靖婷<

古典詩歌的多元智能分析與創新教學>、林文華<「詩經」重言詞札考>、

孫吉志<性善與知善>、楊錦富<陸桴亭「思辨錄輯要．格致篇」論學析

論>、廖啟宏<直覺與沉思的辯證>、吳融樂<探討法國中世紀行吟詩人的

詩歌創作(12th~13th)--完美的愛(Fin Amour)>、孫中峰<試論莊子美學中

「人格形相美」之面>。 

13.《(1950~2000)五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竺家寧主編，台北．台灣

學生書局，802.03/8833 2006 

本書是針對台灣地區五十年來的語言學研究作了比較完整的回

顧，收錄：竺家寧<五十年來臺灣聲韻學研究>、黃沛榮<近五十年來臺

灣學者研究文字學成果綜述>、李添富<五十年來臺灣的訓詁學研究>、

魏培泉<臺灣五十年來漢語歷史語法研究述評>、林慶勳<臺灣近五十年

(1949~1998)的詞彙學>、曾榮汾<五十年來國內詞典學的發展>、葉德明<

華語文教壇四十年漪瀾>、蕭宇超<臺灣發展中的語言形式理論>。 

14.《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臺灣號》，

邱貴芬、柳書琴主編，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 年 4 月，

820.7/7754-03 2007 

本研討會舉行是「希望共同從跨文化的國際視野，來探討二十一世

紀亞洲文學的互動，並描繪台灣文學在跨文化流動脈絡中的鮮明圖像，

開展一個台灣文學與亞洲華文文學研究社群對話的學術平台」，除了邱

貴芬<導言--亞洲跨文化流動脈絡與台灣文學研究的視角>外、共分五個

單元。 

「亞洲文學與跨文化流動」單元收錄：廖朝陽<失能、控御與全球

風險：「功夫」的後人類表述>、朴宰雨<日帝殖民時期韓臺文化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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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空間--論鍾理和的滿州體驗和韓人題材小說「柳陰」的意義>、山

口守<「華人文學」中的性差與民族主義--以 Amy Tan 和 Fae Myenne Ng

為例>、許福吉<跨文化流動與東南亞華文文學文化母題的變奏>。 

「跨文化流動與殖民地文學」單元收錄：陳培豐<識字．書寫．閱

讀與認同--重新審視 1930 年代鄉土文學論戰的意義>、黃美娥<日、臺間

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識論的重構與衍異>、柳書琴<

「風月報」到底是誰的所有？：書房、漢文讀者階層與女性識字者>、

下村作次郎<現代舞蹈和台灣現代文學--透過吳坤煌與崔承喜的交流>、

星名宏修<複數的島教／複數的現代性--以徐瓊二的「島都的近代風景」

為中心>、宋承錫<抵抗和協助之間的寫作--以殖民時期台灣日文作家為

中心>。 

「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單元收錄：李鴻瓊<虛擬與真實之間--

柯裕棻與陳雪的部落格與文學書寫>、朱偉誠<國族寓言霸權下的同志

國：當代台灣文學中的同性戀與國家>、全炯俊<東亞內部的文化間翻

譯：黃春明小說與韓國的話劇和電影>、劉自荃<跨界舞動：林懷民「雲

門．傳奇」的國族身分與文化認同>。 

「跨文化流動與亞洲文學」單元收錄：林春城<在韓國的香港、台

灣大眾文化之接收和中國大眾文化之教育>、柳泳夏<中國與香港--兩個

族群身分的想像>、梁秉鈞<從五、六○年代文化流動的角度看胡金銓的

電影>、王潤華<當商晚筠重返熱帶雨林：跨越族群的文學書寫>。 

「跨文化流動與中文文學社群」單元收錄：陳建忠<歷史敘事與想

像(不 )共同體：論兩岸「新歷史小說」的敘事策略與批判話語>、林淇瀁

<尋找書寫新部落：台灣作家「部落格」傳播模式初探>、范銘如<當代

台灣小說的「南部」書寫>、長堀祐造<從「要是魯迅還活著」論爭來看

魯迅與中共以及毛澤東>、王富仁<魯迅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陳方兢<越文化原型與變遷：對魯迅與故鄉文化聯繫的一種考察>。

書末附論文發表人簡歷。 

上列諸書中，第 10 種《2007 ERP 學術及實務研討會論文集》，屬管理

學的領域，已經超出國家圖館「文史哲論文篇目索引」的收錄範圍了，可

說是本次論文集選介的例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