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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圖書計畫之說明
楊李榮
國科會人文處助理研究員

源起
民國 89 年公佈的《人文社會科學白皮書》，在檢討策略中 1 即指出，國內人文及
社會科學在研究發展環境上，面臨研究經費短絀且圖書資料嚴重不足等問題。數年後
當我們回顧過去這幾年的進展，再比對世界各主要研究機構與國家型圖書館藏書的統
計資料，國內研究用圖書的收藏量可說持續處於劣勢。以下的圖表分析中可略見差距
情形：
藏書單位
國內大專院校

1

時間點

冊數

備

註

94 年

4,017 萬冊

包含 159 所公私立大專院校，平均值為每所大學館藏約為 25 萬冊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94 年圖書館年鑑

中研院人文及
社會科學館藏

95 年

140 萬冊

包含史語所、文哲所、民族所、歐美所、人社中心、近史所、台史
所、語言所、社會所、經濟所、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政研所、
法律所、調研中心
資料來源：2006 中研院人文各所圖書館統計表

台灣大學

95 年

340 萬冊

包含文、理、法、醫、工、農、管理、社會…等各領域
資料來源 : http://www.lib.ntu.edu.tw/General/introduction/collection.htm

政治大學

95 年

134 萬
8 千冊

以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為主並包含少數應用科學。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圖書館提供

清華大學

95 年

66 萬冊

包含所有領域館藏
資 料 來 源：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workreport/statistics_of_collect
ion/index.htm

北京大學

95 年

530 萬冊

另外尚有收藏古籍善本 150 萬冊
資料來源：http://www.lib.pku.edu.cn/zhinan/zhinan_bggk.htm

日本國會圖書館

95 年

836 萬冊

資料來源：http://www.ndl.go.jp/jp/publication/annual/h16/04.pdf

史丹福大學
Cecil H. Green
Library

95 年

300 萬冊

該圖書館以人文及社會科學、區域與跨領域研究典藏為主
資料來源：http://www-sul.stanford.edu/depts/green/collections/ index.html

哈佛大學

95 年

1,540 萬冊

劍橋大學

95 年

700 萬冊

資料來源 : http://www.lib.cam.ac.uk/collections.htm

牛津大學
Bodleian Library

95 年

650 萬冊

資料來源：http://www.lib.ox.ac.uk/libraries/libmore.html

英國國家圖書館

95 年

1,500 萬冊 資料來源：http://www.bl.uk/about/annual/2005to2006/introduction.html

法國國家圖書館

95 年

1,400 萬冊 資料來源：http://www.bnf.fr/pages/zNavigat/frame/connaitr.htm

世界藏書量第二大
資料來源：http://hul.harvard.edu/about.html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白皮書》， 2000，頁 21。

從以上比對即可看出，國內研究用圖書藏書量，相較於國際一流研究機構，仍然
是相對匱乏。為突顯以上的情形，我們可再舉兩例。國內以尼采為主題的外文藏書參
考資料，政大館藏約 201 筆，台大館藏約 252 筆，哈佛大學相關館藏約 1,786 筆，美
國國會圖書館藏約 1,420 筆，芝加哥大學館藏約 1,241 筆。再以社會學家韋伯為主題的
收藏比對，台灣大學約 174 筆，東海大學約 100 筆，而芝加哥大學約 453 筆，史丹佛
大學約 462 筆。豐富的館藏猶如浸淫書海，與載浮於小池的學術經驗感受，截然不同。
除現存圖書數量對照顯示出的相對匱乏以外，國際間學術機構對於研究資源的採
購負擔與運用的研究也顯示，龐大的經費提升比率，對於圖書數量的挹注，並沒有形
成正比。如北美研究圖書館協會 ARL(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在 2001 至 2003
年的調查中顯示，圖書館購置圖書費用，因為期刊費用日益上漲造成排擠效應，導致
圖書採購經費比例逐步下降。許多大學購書要維持持平，預算缺口甚至高達數十萬美
元。2 如果我們舉國內政治大學為例，在民國 90 年政治大學購置圖書與期刊的經費比
例是 1:1，然而到了 92 年就倍增到 1:2。國立成功大學 90 年到 92 年圖書館購置經費變
化，期刊經費的增加幅度約為圖書經費的八倍。3 雖然國內公私立大學圖書儀器費逐年
增加，但因期刊經費暴漲排擠及國際書商併購效應，無論期刊與圖書的購買力均有逐年
衰退現象。4 對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八萬多的研究人口而言，這種情況相當不利。
因此，此時推動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有其迫切性與必要性。光靠
每年個別計畫案所補助的少少幾萬塊來添置研究圖書，就時程與範圍廣度上，可說幫
助非常有限。往往許多的學術資源取得，在國外是「進行式」的，但是到了國內往往
成了「過去式」。在每個學校均編列有圖儀費用的情況下，推動研究圖書設備補助的意
義，在於希望透過更充裕的經費能更快速的建立起研究典藏的追趕速度。當然可理解
的是，目前各大專院校在圖書儀器設備費的規劃上，已經慢慢能建立起核心期刊購置
的原則，也多半能夠組成圖儀規劃委員會來協調資源分配問題，但是在儀器設備與圖
書設備彼此爭奪資源的情況下，是否研究圖書變成被犧牲對象？這是有待積極檢討的
現象。但光就圖書設備客觀可觀察得到的數目，我國研究圖書在數量上與國際研究機
構相較，的確有相當的差距，如果有特定的挹注機制，應可快速彌補差距。
在人文社會學科中，尤其是人文領域，研究需求上大多無需儀器實驗或者田野調
查，因此國家在投注研究經費的比例上也遠低於其他學術領域。然人文領域的研究資
源主要來自於圖書，圖書的重要性就如同理工醫農的實驗設備，因此若能設定一些目
標，挹注圖書設備的經費大幅度成長，對促進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長遠發展與整
2

3
4

邱炯友，〈學術出版傳播之 Open Access 模式〉，《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74 期，民 94 年 6 月，頁
165-183。亦可參考 ARL 報告 http://www.arl.org/
「教育部公私立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http://twaea.cycu.edu.tw/reportSum/ReportSum.srv?cmd=list&init
有關此一議題可參見淡江大學圖書館有關學術傳播的報告書 http://www.lib.tku.edu.tw/esource/scholar/crisi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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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效益將有極大助益。此外，圖書存在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長遠，且附加價值亦
甚高。比如年代久遠的老莊典籍或者數百年前的霍布斯政治論述，至今都是許多領域
研究者必讀的經典，亦是世界公民通識教育必讀的著作。詮釋學宗師 Gadamer 的巨著
《真理與方法》，出版至今已近半世紀，對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衝擊，卻浸淫日
深。透過圖書典籍的閱讀，可說是理念分享與社會教育最佳的傳播途徑。我們可以說
每個作者首先都曾當過讀者，循著閱讀的擴散途徑，將訊息轉化而成創作，最後再回
到公開的出版傳遞理念。但無論是學者或者群眾，不分階級與地位，均能透過出版的
公共領域，雨露均霑。換言之，圖書的收藏不只侷限在學院以內，圖書的累積亦可產
生無形的學院，與廣大的群眾產生聯繫。最後，專業的知識是局部的，甚至於受學科
內容的限制，越廣泛的收藏越能產生學科互涉交流對談的功能，激發我們更多的創意。

本計畫之重要性
綜合前面的闡述，本計畫的規劃有以下的重要性：
1. 藉由長期補助圖書設備，補齊國內匱乏的圖書資源：若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為例，台
灣大學圖書館藏若要追趕上，就有近 200 萬冊圖書的經費缺口。以典藏的觀點來看，
國內幾所研究型大學的藏書，對於重要經典全集的典藏亦尚未完整（如中研院近年
來方補齊幾位德國觀念論宗師的全集，而國內對於已經逝世的法國重量級思想家的
原文典籍尚欠缺，更不用說有可能成為未來之星的的學術名家著作。德國學者哈伯
馬斯或者魯曼也都大量仰賴英文翻譯版本，尚未能有德文著作的詳盡蒐羅），過度仰
賴英文翻譯的出版。加之近年來出版事業發達，新興研究領域的出版不斷擴增，我
國研究資料如果要與國際同步跟進，有賴對國內研究圖書購置的挹注。
2. 累積罕見稀有資料的學術資本，增強國內學術社群凝聚力：在當今社會，雖然出版
業發達，但是出版品的保存需要花費的成本更高，且由於量的倍增，圖書很難全面
性收藏。因此如何有規劃的蒐羅重要善本、絕版書籍經典，亦為此計畫重點之一。
學術典藏圖書的豐富與多樣性，是學術發展與進步的重要指標。尤其是珍貴的研究
圖書收藏猶如學術的資本，將對學者具磁吸的效應。以廣泛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各
領域的現象學研究為例，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由於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導致現
象學創始者胡塞爾鉅量手稿、課堂筆記無法在德國境內保存，最後輾轉流落到比利
時的魯汶大學。後來現象學的學術發展重心位移，原本為唯一重鎮的德國，在本世
紀並不比法國學者突出，而這些後來由法國產出的重量級現象學的原創性學者 ( 如
Levinas、Merleau Ponty、Ricoeur 等 ) 均曾前往胡塞爾檔案中心朝聖，以便獲得第一
手資料。Hannah Arendt 許多珍貴的手稿與課堂講稿，典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而這
些供調閱未出版之遺稿與書信仍是非常寶貴的研究材料。

3. 結合研究議題與研究趨勢：圖書既是研究的起因也引起研究的產出。比如自 911 國
際事件發生後，有關恐怖主義與國族主義研究的出版品暴增，同時這些出版品也導
致更多豐碩的研究成果。使得原本這一塊冷門的領域轉成熱門的議題。近年來科技
與社會議題、基因倫理與法律、全球化與在地化、醫療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審
議式民主問題等新興議題均受到重視，本計畫的目的之一，就是結合研究趨勢與議
題，對具前瞻性的主題提供補助。如此搭配研究圖書的累積，將有助於推動國內前
瞻議題與新興領域的研究。

計畫重點說明
推動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的理由已於前面陳述交代，但仍有幾點重
要說明補充，讓申請者更清楚本計畫之特殊目標：
首先，本計畫的目標不僅是補足個別學校匱乏的藏書，而是為全國學者可用之研
究圖書典藏進行篩選蒐羅，申請者如認為本計劃旨在補助個別學校圖書館藏之不足，
這樣的認知與本計畫的目標將有嚴重落差。本計畫主要是希望，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先補齊匱乏的資源，建立全國的聯合目錄，讓研究資源得以流通。在訂定作業要點與
審查標準時，我們充分考量到此種情況，因此審查的重點之一就是避免資源的重複與
浪費，申請案應儘量先查詢國內現有圖書館藏，避免重複購置。當然要求複本比率為
零並不切實際且不見得有益，有些書被不同學校重複採購，可能是因為這些書都是該
領域的核心重要書籍，或者影響深遠的經典。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前面統計數據的
比較，顯示國內研究資源與國外差距甚大，患寡問題甚於求其均。因此在現階段性，
複本比率應設定上限比率，以避免補助的經費絕大部分變成購置複本。唯有如此，這
個計畫的效益才能夠發揮。也應該鼓勵校內的經費投入圖書購置，補齊原來學校欠缺
的重要著作，不應該將國科會的補助視為唯一的資源管道。圖書計畫的推動不應該造
成錯誤的印象，誤以為從此可取代學校原有圖儀費用的規劃分配。若因本計畫的推動，
造成獲補助單位的整體圖書購置經費仍原地踏步，甚至下降，則並非好現象。若有此
情況，我們應檢討是否該適當追回或者停止對該單位此項經費的補助。
關於主題規劃的問題，公告議題初期，曾有許多質疑的聲音圍繞著「為何是這些
主題 ? 」。主題的規劃當然不可能全面而毫無遺珠之憾，在預算有限且需避免漫無目的
購置造成資源浪費，鎖定特定主題進行學術資源的蒐集是必要的。如此才能規範學術
資源購置的方向，也可以透過同主題的良性競爭比較，產生最適當的研究圖書收藏。
我們也考量到教育部曾經補助的重點資料中心計畫，因此當年度若該中心仍在補助的
議題，本會將不同時推動該議題，以免資源重複。主題的規劃應具備學術前瞻性、研
究社群有迫切需求者、或者就區域性研究具優勢競爭者、具跨領域議題有綜合效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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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相對的，有些研究領域可購置的研究資源較為稀少，且研究資源乃以即時的期
刊論文為主，非以圖書為主者，則儘量不排定在現階段的規劃主題。最後，圖書補助
主題的遴選應以人文領域優先，且重視跨領域的主題如宗教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等。
在以上這些共識底下，我們邀請中研院史語所黃寬重教授及社會學研究所章英華教授，
分別召集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組成圖書主題規劃委員會，進行主題的長期規劃，
也曾發函給 95 年度通過本處計畫的學者，請他們提供意見。未來如果經費能夠持續獲
得挹注，規劃主題將儘量擴增。針對未來四年的初步規劃，可從本處的網址看到結案
的報告。
由於本計畫對於資源購置有一些限制，許多人質疑為什麼有些資源可以買，有些
資源不能買？會對資源的購置設限，部分是基於策略考量。首先，學術期刊的購置，
應該由學校透過一定的機制，建立起自己學校核心期刊的建置，並作經常性的採購，
甚至應透過跨校聯盟採取聯合議價的方式，讓支出的成本下降。期刊的訂購是經年累
月的，而且也要考量到校內的實際閱讀狀況。因此就不在我們這個作業要點底下補助，
應由校方經常性的經費支出，以免將來經費不足導致斷刊。本會提供的補助，僅能用
於為補齊期刊的完整性而採購的過期刊物（back issued）。雖然有些研究用資料流通與
管理不易，但本計畫要求，經由補助購置的資源，都要開放給國內學界查詢借閱，以
擴大其效益。因此，有些雖然我們也認為是極為重要的研究資源，但也只能割愛。如
只限定購買學校才可閱讀的電子書、資料庫，都不在本計畫的補助之列。但由於美加
數位論文 (PQDD) 國內已經有 90 個單位加入聯盟，且只要有一家成員購置，則他校亦
可取得同等權益，我們同意可以採購。有些珍貴的善本或者微縮片、工具書，由於流
通不見得有益，珍貴圖書善本不易購得，流通有遺失之虞者，在獲得補助學校同意服
務未來其他單位的讀者與使用者的條件下，我們對此適度的開放採購。用單一標準去
規定，的確會導致無法滿足各種情況與各種可能的需求，這部份或許可由學校相對應
的補助款配合，來共襄盛舉補齊國內該領域的重要資源。
去年由於是第一年推動本計畫，在申請與審查之間似乎存在許多不同的認知。我
們在此從計畫書的設計與審查重點的角度提供些訊息，以便讓申請者更能掌握本計畫
的精神。首先，這個計畫要求將圖書館長納入共同主持人，乃因為這個計畫不應該設
定為單兵作戰的計畫，而是一個整合起來齊心協力的合作計畫。雖然由研究者進行書
單的規劃，但實際作業執行時，如果沒有圖書館館員的協助，將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
困難。尤其在複本的查詢與圖書資訊的提供，以及後續服務的作業流程，計畫申請者
若能夠事先與圖書館充分溝通協調，對於計畫的申請與執行應該都有相當的助益。且
在經費的編列方面，今年起，人事費與業務費用的部分，也可將圖書館與計畫執行者
支用的部分分開羅列。規劃開始就須先行成立圖書諮詢委員會，原因是主題的規劃除

了專業領域需要多方諮詢，以匯整更多專業的意見以外，有些主題牽涉跨領域的專長，
比方說管理領域的組織研究主題，就牽涉到社會學與心理學等兩方面的專業領域，因
此在書單規劃前應先成立諮詢委員會，以共同討論蒐集研究資源的方向與內容。圖書
書單的規劃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申請者應當羅列出規劃的原則性說明，比方說購置
的優先順序為何？對於該領域的核心書籍、關鍵議題的搜尋結果？對於罕有資料與絕
版書籍如何取得的規劃？以及對該領域國際間具指標意義的研究機構所藏的核心典籍
查詢後，跟國內現有的館藏比對之下，所需補齊的部分為何？ 以上只是例舉一二，作
為參考。
從目前的經費預算考量國內館藏，本計畫對於研究圖書的購置應先求「有」再求
「均」
，且就國內研究資源的平衡問題，教育部高教司已由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項
下，著手大學購置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的規劃。此外的問題是，國內館藏的共享機制
是否成熟 ? 館藏資源的流通（interlibrary loan）與借閱複印服務等後續經營的問題若仍
然存在，本計畫的附加價值將會減損。目前國內國家圖書館已發展「全國文獻傳遞服
務系統」(NDDS)、區域大學也陸續成立互借聯盟 ( 如「文山區大學圖書館互借辦法」
、
「中部大學院校圖書館聯盟圖書借閱辦法」、「九所師範館際互借」)。資訊的流通已經
逐漸開放，需要觀察的是服務品質是否有所提升。為此計畫，本處亦委請台灣大學陳
光華教授建立「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著錄資料庫」（網址：http://nscbooks.lib.ntu.
edu.tw），以便國內學界能更便利的查詢到此一計畫補助購置之研究圖書，而未來的申
請者也可利用此一系統所提供之程式，更快速的查詢複本的狀況，減低申請者的查詢
負擔。
國內原已繼承豐富的漢學研究資料（如漢學研究中心的明人集部書與明代刻本書、
故宮博物院之四庫全書各類相關檔案、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與內閣大庫收藏、台
灣大學的久保與烏木山文庫善本特藏等），並蒐集許多具有研究特色領域的資料如南島
語言研究、東亞文明研究、華人本土心理學、選舉與民主研究、台灣經濟發展史料等，
近年來也經營累積許多豐富的資料庫與數位計畫，如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社會變遷
資料庫、佛學數位圖書館等，加上教育部近年來也推動了「重點資料中心」。在現有基
礎下，如能配合既有的特色進行研究圖書的典藏，應可為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
建立更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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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96 年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公告主題
學門

議

題

參

考

說

明

歐美研究 I：
英國漢學研究

英國作為殖民帝國的代表，與海外的關係一向密切，morrison 對中
國的興趣遠在鴉片戰爭前即已開始。英國的漢學研究雖常帶有政經
的色彩，帝國色彩濃厚。但因英國與中國關係特別密切，累積的學
術史料很多。戰後英國在某些漢學領域頗有表現，也出現過一些著
名漢學家如 Twitchette、Needham 等人，其研究自不容忽視。

東亞漢學研究 I：
日本漢學研究

在域外的漢學研究中，日本學者的研究不管就質、就量或就影響
而言，皆屬佼佼者。事實上，近代中國對自家學問的研究多受日
本學者之刺激。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宗教史、中國史
學史的編成以及著名論題，往往皆由日本學者草創，或由中日學
者相互激盪而成。本領域所謂的漢學研究指近代學術意義的中國
學（sinology），其年代當從十九世紀末算起。日本的漢學研究年代
長，領域廣，而且沒有斷層，其研究成績不能不重視。

出土文獻研究 I：
1949 年後中國出土
文獻之研究

1949 年，中國境內出土大量文獻，舉其犖犖大者，如銀雀山竹簡、
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等等。這些文獻不但數量龐大，而且種類繁
富，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學、藝術、科技的研究帶來巨大的衝擊。
目前有關出土文獻的研究文章幾乎已達氾濫成災的地步，因此，先
完整的搜集研究成果更顯急迫。

中國
文學

1949 年後，臺海兩岸分別成立兩個政治實體，兩邊的華文文學分別
獨立發展，各自顯現不同的風貌。臺灣基於特殊的地緣位置及歷史
大陸及海外華文文
傳承，也基於現實及理想的雙重需要，理應有完整的大陸地區現代
學 I：當代中國大陸
文學的史料及研究中心。大陸現代文學的文獻極多，本計畫以收集
地區華文文學研究
華文書寫的文學作品及相關的研究文獻為主，少數民族語言書寫的
文學作品，當另案處理，本計畫暫不包括之。

早期美國文學

建議議題：
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帝國的擴張；異文化的遭逢與交鋒；對異域
與他者的觀察與再現；生態論述；國族文學與文化之塑造；多語文
與多元文化的形成。
議題說明：
早期美國 / 美洲文學看似荒渺遼遠，其實涵蓋了豐富的主題，在文
化、政治、語言、物質生活等等層次均呈現多重開始 (beginnings)
的事實，不僅具有歷史意義，其中許多並與當今的研究議題密切相
關。唯國內對此領域一向少人問津，相關研究寥寥可數，因此相關
書籍的庋藏亟待加強，以奠定研究與教學的基礎。

帝國與海外文學

建議議題：
可按特定的時代、文化、地理區域範圍或按相關的理論脈絡設定具
體議題
議題說明：
帝國與文學想像、宗教傳播、地理擴張、海外殖民、奴役剝削、交
通貿易、旅行觀光、軍事科技、國際關係等互動密切，其文獻與研
究相當豐富，從古典希臘時期到羅馬帝國、奧圖曼、蒙古乃至中
東、印度、日本、中南美、尤其現代歐洲帝國、大英與美帝等。對
全球之文學表達造成莫大之影響，特別是西、法、英語系之海外文
學，均在世界文學中占一席之地。

外國
文學

城市與文學

建議議題：
可按特定的時代、文化、地理區域範圍或按相關的理論脈絡設定具
體議題
議題說明：
自有城市文明發展以來，都會地區一直是文學與文化生產、知識理
念衍生互動的重要場域，城市本身也是作家與創作者的重要主題，
探索城市與文學想像關係的研究日益重要。本主題的藏書規劃可依
據城市文學、文化相關的議題進行規劃，除了城市相關的文學文本
之外，亦可包括城市地理誌、城市攝影與影片之再現等第一手資
料，以及城市與空間、城市與身體、城市與族群、城市與文化生
產、城市與犯罪、城市與政治、市民認同定義、烏托邦與反烏托邦
城市想像等研究文獻。

歐陸文學與文化
思潮

建議議題：
可以同名的文化運動為軸，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等，
整合比較各國表現的異同，並進一步聯結近代思潮與批判理論，或
資本主義、現代性等議題。
議題說明：
文學與思潮之興起原與特定時空之社會政治經濟等結構密不可分，
要掌握思潮，文學文本與文化運動的研究實屬基本工夫，不容忽
視。舉例而言，欲了解 Benjamin， 必須深入德國悲劇與超現實主
義；讀 Deleuze，要近一步掌握古典主義與巴洛克； Barthes 則要從
寫實主義切入…等。因歐陸地緣關係，文學與文化運動每每牽一髮
動全身，本議題特別鼓勵跨語種規劃。例如：法國大革命引起的效
應，以及其中貴族、布爾喬亞及勞動階層或農奴的相對關係等，常
因各國政治經濟發展與生活社會之不同而有差異，也含有可以開發
的研究議題。規劃內容應優先完備重要思潮相關書目與作家的作品
全集。

語言類型學

世界各語言語系的類型，包括語言類型的理論研究以及各語言的參
考語法 (reference grammars)。
語言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是語言通則的研究，語言做為人類與生俱來
的生物特性自然有其共通性，但是自古以來的分圖發展也行成世界
各種不同語言的變異性，不同的語言展現不同類型的特性。語言理
論所得出的通則必須拿不同的語言類型加以檢驗。以往國內因為圖
書經費有限，各個不同語言的完整記述研究或論題性的研究比較忽
視，如能有系統的建立世界語言類型圖書資料（包括以各種不同語
言所撰寫的著述，含參考語法），將會對語言理論的研究有很大的
促進作用。

外國
文學

語言學 多語文化與語言
政策

視覺語言學

含語言政策與規劃，多語文化 (multilingualism) 的研究。
台灣一個多語的社會，戒嚴時期獨尊華語，解嚴以後，社會逐漸趨
向多元，語言觀也朝向多元。但社會急速的變遷，政府卻沒有良好
的語言政策因應，也是造成近年族群關係緊張的因素之一。面對台
灣多語的社會，以及日漸增多的外籍新娘，外籍勞工，以及國際化
的需求，多語文化的研究以及語言政策及規劃的研究勢不容緩。
含手語，文字書寫，閱讀等之研究。
這幾方面的研究雖然都以視覺為媒介，但是在研究領域上比較分
歧。因此申請案件應以主題的方式表現。
手語的語言學研究一直以來是語言學研究忽視的一環，但最近幾年
已經逐漸受到重視。國內的手語語言學研究才剛發芽，有很好的機
會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如果能夠建立起好的圖書館藏，對於國
內語言學研究與國際接軌有很大的意義。
文字書寫在國內的研究則是比較偏向傳統的文字學研究，應該注入
國外有關 orthography 的研究以及心理與腦神經方面的研究，方能跨
出中國的範圍，給予文字書寫的研究科學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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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語言學

閱讀方面的研究在國內主要分兩方面。一方面為英語的閱讀教學，
另一方面為心理學範疇裡的閱讀機制。這兩方面都有值得加強之
處。更弱的一環是本國語文的閱讀，幾乎已經被認為是理所當然，
而未見有份量的閱讀研究。

語言教學理論
與實務

各種語言的教學理論以及實務 (theories, approaches, methodologies)。
國內的語言教學以英語教學為大宗，當今世界上的語言教學理論主
流也是以英語教學理論為基礎。國內的語言教學研究人口非常多，
近年國家的語言教育政策也受到各方的重視，在國內建立起完整的
圖書館藏既是必要且正是其時。

中國史Ⅰ
( 宋 ~ 清地域社會
史)

這一領域為近年來史學界的新議題，研究鄉紳對地域社會的控制，
及地域文化的形塑，是理解傳統中國社會與國家關係的關鍵，日本
史學界有先進的研究成果而為世界各地明清史學界所效尤。因此，
為急起直追，亟應充實圖書資料。

中國法律史

這個領域本是日本學者如仁井田陞與中國學者沈家本、瞿同祖等發
展出來。這十多年來培養出來的中國青年學者各方面的水平很高，
而台灣在史學界與法學界合作研究有豐碩的成果，加上近來中國中
央及各地方檔案、文書的整理，對於法制史、行政史以及社會史、
經濟史各方面，提供豐富而 寶貴的材料。如能著手蒐集原件、影
本或膠卷等法制資料，不但是對於台灣法制史研究發展有所幫助，
對於了解中國傳統社會，亦有很大的效能。主題可包括：中國法律
史、法治文化以及清末傳統中國法制受西方法律的影響而轉型之過
程…等。

語言學

歷史學

一、近代歐洲社會史：「近代歐洲社會史」是二十世紀西洋史研究
的顯學之一，也是理解近代西洋史的必要途徑。近代歐洲社會史內
涵複雜，研究方法多樣，成果創新，迄今不衰。這是台灣提升世界
歐美近現代史Ⅰ
史研究必需建構的主題圖書之一。二、啟蒙運動與十八世紀的世
( 近代歐洲社會史
界：啟蒙運動是研究「現代性」的三大主題之一，其討論涵蓋歷
16-19 世紀 )
史、哲學、政治、文學等領域，其重要性毋待言。近年的啟蒙運動
研究也已從純觀念史研究移向社會史研究，本主題圖書建議比較廣
的視野建構有關「啟蒙研究」的專題圖書。
中國考古資料、出土文獻與圖像資料，近數十年來中國考古與出土
文獻極多，為認識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許
考 古 資 料、 出 土 文 多過去已知，但新近才被整理出版的文字與圖像資料。這些文獻是
歷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學術新發現、新理解的重要來源，宜有
獻與圖像
集中蒐集，以提高台灣歷史研究的便利性，並能參與國際學術的新
潮流。☆本主題以蒐集中文出版文獻與專著為主。
日本哲學
知識論

哲學

當代法國哲學
語言哲學與
心靈哲學
亞洲美術史 ( 南亞及 亞洲古文明的發源地，表現多元自主的藝術。地域涵蓋印度（巴基
斯坦）、印尼、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斯里蘭卡、緬甸。
東南亞美術史 )

這是西方藝術的一個顛峰時期，受希臘古典元素與科技新知影響下
藝術學 西方藝術史 ( 十五世 的新世代，包括許多藝術史研究的重要主題：義大利文藝復興、北
紀 至 十 七 世 紀 西 方 方文藝復興、矯飾主義、巴洛克藝術、基督教藝術、宗教改革與反
宗改革對藝術的影響等等。相關的研究資料與著作極為豐富，許多
藝術 )
絕版經典圖書或孤本的複製影本亦是此領域研究必備之資料。

1. 世界遺產保存目前已成為世界性潮流，迄 2006 年底為址，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共登錄世界遺產 630 處、口述及無形文化資產 90
處、文化景觀 50 處，地點遍及全球各地。
2. 世界遺產之登錄已成為現今國家文明指標之一，對於歷史的正確
認知、文化主體性的建構、民族自信心及認同感、社會品質及涵
養都有積極而正面的幫助，世界遺產地也成為各國重要的觀光勝
地，甚至於國家重要財源之一。
建築與文化資產 ( 世 3. 世界遺產地在近年來已成為國人出國渡假的主要目標之一，對於
界遺產及文化保存 )
國人的國際視野及胸襟均有所幫助。
4. 國內自 1982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明令公布施行後，文化保存
藝術學
工作蒸蒸日上，許多大學均設立相關科系，投入台灣文化保存工
作，所獲致成果也廣受社會重視；目前國內的文化保存已具有良
好水準。
5. 完整的世界遺產及文化保存圖書，將有助於國人瞭解世界遺產的
理念及發展、建構更周全的國內文化保存的機制、以及促成國人
參與世界遺產活動。
無可諱言，除了中國傳統戲曲之外，現代戲劇研究深受西洋影響。
當今國內學者追隨西方理論者多，但多聚焦於零星作家、流派、理
戲劇學 ( 現代西洋戲
論，缺少整體、宏觀的論述。若能廣集現、當代西洋戲劇劇目、演
劇研究 )
出、劇評、理論等，當能協助學者奠定紮實的根基，獲取較為寬廣
的視角。

物質文化

這不僅是台灣考古學研究上最主要而普遍的主題，也是文化人類學
及博物館學研究的重要議題。故不限於物質之形制與分類、功能、
意義等一般考古學處裡的項目，也包括博物館學及文化人類學常討
論的再現與象徵化、物性與心性、物與交換及歷史等等。

南島民族的社會與
文化

本主題是目前國內文化人類學自日治時代以來累積最多研究成果的
領域，也是最有可能對國際學界有獨特貢獻的領域。但這主題涉及
大洋洲及東南亞等地域，更涉及社會文化的個個層面，如政治、經
濟、宗教、親屬、工藝藝術等等，範圍極廣。故申請單位可配合其
本身條件而集中在某些主題，並分年收集，以利運作。

弱勢者與多元文化
的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已成為西方許多國家教育的重要議題，也使得傳統重
視效能的教學，轉變為重視差異的教學。學術研究也在關注當優勢
與弱勢族群相遇時，隱藏在文化差異背後的權力位置、文化衝突與
理解、課程與教學的轉化等議題。為回應多元文化的重要性，課程
領域重要的國際期刊 Curriculum Inquiry 於 2003 年至 2005 年以多元
文化主義為主題，發展橫跨三年的學術專欄，這種罕見的期刊編輯
模式，凸顯了弱勢者教育的重要性。台灣在 1990 年代開始了多元
文化教育的學術研究，實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建議採購之書籍類
別：
1. 基礎理論與方法
教育社會學、教育人類學、文化研究、多元文化教育、教育機會
均 等 理 論、 批 判 理 論、 學 習 診 斷 與 輔 導、 民 族 誌、 敘 事 探 究。
2. 重要議題
原住民教育研究、性別與教育研究、階級與教育研究、跨族婚姻與
教育研究、身心障礙者教育研究、都會貧窮區域教育問題研究、偏
遠地區教育問題研究、弱勢團體教育政策、弱勢者教育新興議題研
究、危機中的學生教育研究、文化回應教學、多元文化課程、教學
設計、教育機會均等議題與方法、輔導等。

人類學

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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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教育

教學科技、數位學習、網路教學、科技素養、網路成癮國內雖然知
道這一塊重要，但隨著數位科技之快速發展，教育領域必須盡快和
數位科技領域合作，尤其是不同學科與科技之結合有待跟上。另
外，有關數位藝術、智慧型空間及互動式媒體實驗室對教學的衝
擊，仍然瞭解有限，亟需加強這方面的相關資料。

教育評量與評鑑

教育評量與評鑑涵蓋範疇極廣，幾乎是每個次領域都會需要評量或
評鑑，以瞭解方案或教學之成效。本案應含測驗理論（不含測驗題
本）、後設評鑑、績效評鑑、方案評鑑、研究評鑑、資訊計量、評
鑑研究法（質性與量性）、指標訂定、資料庫等。

量化心理學與心理
計量

「研究方法」是一門技術性的學科，藉科學方法對欲探索的某一現
象尋求合理的描述、解釋及預測，應用在探究社會科學領域的範圍
極廣，凡商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等範疇內的
多數問題，均循此途徑作研究。「心理計量研究」乃嘗試以量化模
式促進對人類心智運作與行為之瞭解，此等量化模式包括以具體模
型描述研究現象，亦包括心理學相關統計方法模型。無論是對人類
心智運作與行為的量化模型研究，或是針對統計方法的研究，對心
理學知識之進展與累積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推進。

心理適應與心理
衛生

心理適應與心理衛生之目的，主要在使大眾建立對心理疾病應有的
正確認識，希望能糾正一般人對行為失常偏差的觀念；而其次在於
促使個體能在心理、生理與社會三方面都能保持最佳狀態，以因應
各種危機。
而對於本領域可以深入探討的內容非常廣泛，可包括：情緒感受、
壓力、焦慮與憂鬱、人格特質、異常行為、人際關係、婚姻、生涯
規劃與發展、工作與休閒以及自我成長等。

人際互動、文化與
社會心理學

文化心理學主要探討文化在個人思維方式、價值觀及人際互動行為
上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而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中，了解人際互動
的基礎課程。因此本領域所探討的議題，可以從如何了解他人，如
何有效地溝通說服，到各種人際互動的過程，甚至於愛情都在討論
的範圍。

憲法

重要性：自 1991 年 4 月第一次修憲以來，臺灣迄今共經歷七次修
憲，憲法學不僅蓬勃發展，也對臺灣民主化進程有著深遠的影響。
臺灣從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省政府組織精簡化、廢除國民大
會到調整立法院選舉制度，一連串的民主改革均在憲法學理的引導
下逐步開展。也因此，更深入的憲法學研究對我國國家整體發展，
絕對佔有重要的角色。除了憲法理論的研究外，臺灣的民主化發
展，也深受 1990 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響，國外民主經驗與
比較憲法的研究，也對我國未來憲政發展的軌跡有著指引的作用。
因此，憲法學理的本土研究與國外介紹，對當前的臺灣而言都是必
要且迫切的。
重點：憲法理論；憲法學；國家學；比較憲法等。

行政法

重要性：行政法近年來也有著飛快的轉變。自從行政程序法通過之
後，為我國行政法學的研究奠定了新的里程碑。此後一連串的行政
法變革逐步展開，在組織法方面，政府改造的計畫逐步推動，包括
政府部門開始嘗試以各種民營化、行政法人、獨立機關、以及公、
私混合的行政組織等方式，將績效、效率、與獨立性等特徵帶入傳
統的公部門組織。在行為法方面，包括行政罰法、地方自治法、訴
願法、行政訴訟法等，都有著顯著的創新或修訂。此等重大行政法
改革，當然必須有堅實的學術研究作為未來進展的基礎，也因此相
關書籍、研究的採購，重要性自不待言。

教育學

心理學

法律學

行政法

重點：行政法一般理論；行政救濟法；警察法；環境法；醫療衛生
法；教育文化；法管制理論；地方自治；行政組織與政府改造；國
家賠償；財政法；政府採購等。

經濟法學

重要性：經濟法學對「市場」秩序的建立與運作有著絕對且深遠的
影響。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著作權法、商標法、專立法等）以創
設財產權與獨佔利益的方式，為智慧財產的交易秩序奠定基礎。而
公平交易法更進一步規劃了市場公平競爭的基本規則。此外，近年
來通訊傳播基本法以及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建置，雖難令人滿意，但
也為我國通訊傳播法制未來進一步整合提出方向。經濟法學的進一
步研究，對臺灣未來釋放市場力量且建構公平市場法則，扮演著關
鍵的角色。
重點：智慧財產權法；經濟行政法；建築法；都市計畫法；公平交
易法；傳播通訊法等。

選舉與國會研究

本議題係政治學門的主流研究取向，其經費主要的需求集中在訪談
等經驗研究之所需。然而，在圖書經費方面，仍應鼓勵有系統地充
實最新圖書，特別是理論方面之新發展。

廉政與政治治理

廉潔是對一個政府的最基本要求，當代許多國家莫不專心致力於廉
政工作的推動與維持，期盼能打造一個廉能政府。然而，貪腐是一
項歷史久遠、全球普及的社會病態行為，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或社會
能夠徹底解決這個治理的難題。貪腐不但影響了人民的權益，也降
低了企業投資的意願，更危及到一個政權統治的正當性。職是之
故，對於反貪腐議題的重視，以及廉能政府的追求，遂成為邁向優
質治理的重要基石，也是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相關系所的重要使
命，實有投入資源、充實圖書、鼓勵研究之必要。

全球化研究及其
對台灣之影響

全球化不斷的深化與廣化，其影響所及無遠弗屆，台灣所可能受到
的衝擊與影響自然深刻。然而全球化議題的面向十分廣擴，如何有
系統去整理與分析其對我國之生存與發展所形塑之機會與挑戰，此
應為當前學術界必須深刻探討的問題。而在當中，全球互賴的加深
以及與跨國交流質量之加大，對於台灣造成何種的影響 ? 另外，在
外交孤立、國際參與受限的情況下，台灣要如何參與全球治理的議
題？此都應是重點的研究課題。

經濟社會學

分析經濟體系與社會體系的互動，或更廣泛的，經濟生活的社會基
礎，是經濟社會學的重要研究領域。相關圖書的蒐集，可以特別注
意近來所謂的新經濟社會學研究，包括市場結構、生產模式、勞動
過程、法律、文化、信念 ( 意識型態 ) 與發展等面向的經濟社會學
著作。

法律學

政治學

政治社會學 /
社會學 社會運動

弱勢族群的社會照
顧與服務（社會工
作與社會福利）

傳播學 傳播與當代思潮

政治社會學的傳統研究涉及權力 ( 精英 )、資本與國家 ( 或企業與
政策 )、政治社會化、市民社會、社會運動與革命，而最近的研究
領域也開展到新自由主義體制、左右派之爭與新中間路線、全球統
理、跨國界社會運動等。圖書的蒐集方向可以廣泛為之並注意不同
國家的經驗。
社會服務是社會福利體系重要的一環，通常係指針對依賴者或弱勢
群體所提供的各項福利服務給付。文獻蒐集的範圍可涵括針對貧窮
人口、失業人口、災難受害者、身心障礙者、老人、兒童少年、婦
女、單親家庭、遊民、原住民、新移民（外籍與大陸配偶）、同性
戀者等弱勢人口群之各項社會服務。
為傳播研究之基礎書籍，相關文獻國內明顯不足。這類圖書非常重
要與必要，它不僅可提供傳播次領域間對話的基礎，也可深化次領
域間整合與對話交流的邏輯系統性與嚴謹性。（哲學、歷史、文學、
語藝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當代人文社會思潮對傳播的啟
示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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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發展
與制度

此項次領域涵蓋的範圍極為廣泛，諸如經濟成長、各產業發展、政
策與制度等層面的探討。由於此領域為經濟學中的重要領域，國內
從事相關的研究者頗多，研究成果亦達到一定的水準。然而相較於
投入此領域的研究者日漸增加，所能分配之圖書資源卻日顯拮据。
準此，加強相關議題之研究圖書資源，可以改善研究資源的不足，
尤其是其中比較缺乏圖書的主題，若能落實圖書資源的整合與充
實，將有助於提升其學術研究品質與成果，對此一學術領域長期健
全的發展應有助益。
這些主題大致可區分為幾大方向：(1). 經濟成長理論相關研究。包
括內生成長理論、人口議題、總體經濟理論、景氣循環理論、經濟
預測、消費理論、投資理論、就業與勞動議題等。(2). 產業經濟發
展相關研究。包括應用賽局理論、產業組織、產業平衡發展、不完
全競爭市場理論、企業競爭策略等。(3). 資訊經濟相關研究。包括
知識與網路經濟、跨產業的資訊整合、媒體產業研究、資訊與技術
創新等。(4). 政策層面與社會福利相關研究。包括工資研究、國民
所得研究、國家競爭力分析、消費者福利、公共政策、財政政策、
賦稅政策、賦稅公平、法律經濟學等議題。

國際貿易與金融
制度

隨著國際經貿統合組織推波助瀾及貿易障礙逐漸消弭下，國際間
貿易往來日益密切，相關的金融與匯率體制的研究便益顯其重要
性。準此，添購此次領的圖書資源可有以下數個可行方向。(1). 國
際貿易與組織相關研究。包括國際經貿組織發展與影響（例如，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可能衝擊）、區域整合研究（例如歐盟
（EU）發展經驗與利幣得失）等。(2). 貿易政策相關研究。包括貿
易政策、貿易制度沿革、政府對貿易產業之扶持、獎勵貿易產業下
對傳統非貿易產業之衝擊等。(3). 國際金融相關研究。包括新開放
總體經濟模型（NOEM）、匯率體制比較、匯率體制變遷、實質匯
率穩定性研究、匯率目標區、國際資本移動、國際匯兌與投機性炒
作、第二代匯率體制崩潰危機、通貨替代等議題。(4). 貨幣史、國
際金融體制（或匯率制度）沿革與變遷相關研究。包括國內外從古
至今貨幣的產生與發展、貨幣制度的決定、國際間各時期貨幣制度
的發展、匯率變動的原因、貨幣政策等議題。另外，從閱讀此方面
的史料中，常常可以找到一些有趣但經濟學家尚未得到合理解釋的
史實；而尋找理論來解釋這些史實不但有助於我們所處的現實，也
能激勵新的理論的發展。因此，擴展未來此一領域研究圖書之收
藏，將可達到激勵學術研究的目標。

經濟學

管理學 資訊管理

資訊管理討論的是如何有效的利用科技來管理資訊，使其在組織內
流動，以利決策的進行。領域的研究與資訊科技的發展有也相當高
的關係，有的研究在探討特定的科技如何透過硬體、軟體、系統規
劃和所處的社會、經濟、文化互動。有的會研究資訊管理如何在社
會重要議題上扮演適當的角色。電子商務為新興的商業模式，對於
商業活動及企業經營的形態，乃至教育培訓的勞務供給方式，都已
產生重大的變革，因此電子商務也是資管領域中一項非常重要的研
究範疇。

主要包含內容：人文地理、地理資訊、社會與人口地理、政治與歷
都 市、 文 化 與 經 濟 史地理、都市與經濟地理、教育與環境地理、區域地理與土地利
用、環境災害防救、環境資源經理與景觀（地景）、女性主義地理
地理
學等。
區域
研究
與地理

主要包含內容：建築與都市設計理論、建築與都市史、空間的文
化形式、都市形態學與建築類型學（包括構築學 tectonic）、都市設
計、社區營造與社區設計、都市更新與再發展、聚落與歷史街區保
建 築、 都 市 設 計、
存、古蹟與歷史建築物的保存、數位建築、節能建築與永續城市、
以及都市研究
低碳建築與城市、人與環境研究、性別與空間、性別研究、文化研
究、建築社會學、建築與都市理論、環境規劃與設計、住宅設計、
基地計劃等。

都市與區域規劃
以及政策研究

主要包含內容：都市計劃、土地使用、住宅、都市環境保育與防
災、社區規劃與社區參與、環境規劃方法與技術、工業區位、鄉村
規劃、社會規劃、國土規劃、規劃體制與地方政府、都市與區域發
展、基礎設施規劃、資訊城市、全球都會區域與都會治理、區域經
濟學、都市與區域研究、都市化、規劃理論與都市理論、都市社會
學、性別規劃、中國的都市化、建築與都市理論、城市文化、環境
規劃與設計、住宅政策、住宅規劃、基地計劃、運輸計畫、都市及
區域資訊系統、地理資訊系統、都市史、規劃史等。

宗教經典詮釋與
實踐

建議議題：漢傳佛教、基督宗教、道教、藏傳佛教、印度教、南傳
佛教、猶太教

健康、醫療與身體

身體研究是目前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興領域，著重在與身體有關之各
種文化意義，以及對身體控制、規約與再生產等等方式，也特別注
意到疾病與性別取向之形成。此一次領域可以包含與身體、疾病與
醫療等的社會科學研究。

跨領域

八 卷三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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