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辦公室報導

壹、徵聘專任研究人員 

一、 研究領域 

（一）亞太區域之歷史 
（二）亞太區域之本土社會、宗教與

族群 
（三）戰後亞太區域各國之政治、經

濟、社會轉型與發展 
（四）亞太區域的華人與當地各族群

及社會的互動關係 

二、職位 

助研究員、副研究員或研究員。 

三、資格 

（一）任職於國內外各大學或研究機

構之專職教學或研究人員 
（二）具有國內或國外博士學位者 
（三）可望於2006年6月30日前通過 

博士論文口試，且取得證明者 
【具當地語言能力者為優先考量】 

四、所需資料 

（一）詳細履歷表，並註明欲申請之

職位 
（二）研究旨趣及未來研究計畫（限

五頁） 
（三）博士學位證書影本或2006年6

月30日前可通過博士論文口試

者之證明文件 

（四）學術著作目錄並附三件之代表

作品及博士學位論文（至少須

為論文全文初稿） 
【以上資料各一式四份】 
（五）推薦信三封（請由推薦人直接

郵寄給蕭新煌執行長） 

五、截止日期 

2006年3月15日，以郵戳為憑。應

徵者請檢具上述證件資料，寄送至：

台北市南港區115研究院路二段128
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行長

蕭新煌教授收。初選結果將於2006年5
月31日通知。 

若需詢問相關資訊可電洽（02）

2782-2191 林 淑 慧 小 姐 ； email: 
capas@gate.sinica.edu.tw；亦可參考

本 專 題 中 心 之 網 址

http://www.sinica.edu.tw/~capas。 

貳、九十五年度亞太區域研究專
題中心分支計畫 

一、個別型分支計畫 

（一）蔡慧玉（台史所）：殖民地台灣

與朝鮮的地方自治：日本殖民

行政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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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李宇平（近史所）：兩種貨幣圈

與亞洲國際經濟秩序：1930年
代橫濱正金銀行為中心的觀察 

（三）郭佩宜（民族所）：地方領袖與

殖民歷史：反思美拉尼西亞

「Bigman」類型與權力（第二

年） 
（四）張哲嘉（近史所）：江戶時期新

造醫學術語之研究 
（五）黃自進（近史所）：「和平憲法」

下的日本外交（二）：鳩山一郎

「自主外交」的戰略思想

（1954~1956） 
（六）陳恭平（經濟所）：日本眾議院

選舉制度的變革 
（七）鄭陸霖（社會所）：日本新設計

力的社會基礎 
（八）張啟雄（近史所）：「不完全政

經一體」vs.「不完全政經分

離」：1972年斷交後日華關係新

架構的形成與展開 
（九）廖福特（法律所）：憲政體制與

國際人權：亞太國家人權委員

會之比較分析（第二年） 
（十）李宗榮（社會所）：亞太地區企

業間網絡統理的比較研究：台

灣、韓國、馬來西亞、新加坡

與泰國的比較 

二、專題計畫 

（一）東南亞穆斯林國家的宗教融合

與衝突：以馬來西亞、印尼為

例 
主持人：李豐楙（文哲所） 

參與成員：蔡源林、陳美華、林長寬、

蔡宗德 
（1）蔡源林：以伊斯蘭與馬來西亞社

群主義的重構：以伊斯蘭法的實

施為探索核心（第三年） 
（2）陳美華：伊斯蘭國教下的佛陀子

民：漢傳佛教在當代馬來西亞

（第三年） 
（3）李豐楙：馬華「道教」的聯合：

一個跨越族籍、地區的可能（第

三年） 
（4）林長寬：印尼伊斯蘭法公共論述

的多元形構：後蘇哈托時期的伊

斯蘭法釋令（fatwa）之研究（第

二年） 
（5）蔡宗德：印尼中爪哇伊斯蘭宗儀

式的融合與衝突：以蘇非主義迪

克爾修行儀式發展為例（第二

年） 
（二）越南在地社會對外來文化的回

應與挑戰 
主持人：柯瓊芳（歐美所） 
參與成員：許文堂、黃蘭翔、王宏仁、

龔宜君 
（1）黃蘭翔（台史所）：越南的傳統

建築與都市：中國文化、印度文

化在印度支那上的相遇 
（2）許文堂（近史所）：越南宗教的

政治參與：以高台教、和好教為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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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柯瓊芳（歐美所）、張翰璧（中

央大學客社所）：越南人的社會

價值觀及其對子女的教養態度 
（4）王宏仁、龔宜君（暨大東南亞

所）：越南革新開放後的社會階

層化：以跨國女性移工的社會地

位變化為例（第二年） 

參、午餐研討會 

一、越南田野採訪系列（十二） 

主講人：陳凰鳳女士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及兒童

發展研究所碩士；台北市中

山社區大學講師；越籍配偶） 
主題：阮尪係台灣郎：台越婚姻特質

與其在兩地的狀況之分析 
時間：94年10月7日（週五）12:00-13:00 
地點：民族所新館三樓2420會議室 

二、午餐研討會系列（八） 

主講人：Dr. Keiko Yamanaka 
（Lecture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Program Department 
of Ethn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主題：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s  
of Nepali Transmigrants in 
Japan: Split-Households and 
Dual- Wage Earners 

時間：94年12月14日（週三）

12:00-14:00 
地點：民族所新館三樓2420會議室 

三、午餐研討會系列（九） 

主講人：金潤泰博士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Chinese Studies, Dongduk 
Women's University） 
薛東勳博士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Sociology, Ch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 

主題：Foreign Wives’ Life in Korea: 
Focusing on the Policy of 
Welfare and Health 

時間：94年12月16日（週五）

12:00-14:00 
地點：民族所新館三樓2319會議室 

肆、台灣東南亞學會東南亞區域
研究碩士論文獎申請公告 

一、主旨 

為促進國內東南亞區域研究生的

研究風氣與獎勵優秀論文，台灣東南

亞學會將舉辦碩士論文獎。得獎人將

於年會中接受頒獎與表揚，並安排發

表論文。 

二、研究領域 

（一）東南亞各國之歷史 
（二）東南亞區域之本土社會文化、

宗教與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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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東南亞區域各國之政治、

經濟、社會轉型與發展 
（四）東南亞區域的華人與當地各族

群及社會的互動關係 

三、申請資格 

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科系近兩

年內畢業之碩士。 

四、準備之資料 

（一）碩士論文壹式三份（需附論文

口試委員名單） 
（二）指導教授推薦信乙封 
（三）畢業證書影本 
（四）研究生個人學經歷資料（含聯

絡方式）乙份 
（五）論文pdf檔乙份 
 
 
 

五、獎勵 

（一）每年三名，第一名獎金5,000
元；第2名3,000元；第3名2,000
元 

（二）每位獲獎人由學會頒發獎狀乙

張及獎金 

六、截止日期 

申請截止日期2006年3月1日。申

請者請檢具上述準備資料，以掛號寄

送至：台北市南港區115研究院路二段

128號，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轉台灣東南亞學會碩士論文獎評

審委員會收。電話（02）2782-2195；
論 文 pdf 檔 請 寄  email: 
taseas@gate.sinica.edu.tw；本學會網

址：http://taseas.rchs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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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東南亞的新民主與政經轉型」研討會 

左起：馬來西亞友誼及貿易中心駐台代表辜拉曼博士、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林若雩副教授、本專題中心張雯勤助研究員 
 

 
10 月 29 日，本院 94 年度院區開放參觀活動 

本專題中心於本院民族學研究所一樓大廳展示歷年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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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25日，「New Frontiers of Southeast Asia and Pacific Studies」國際研討會 

與會學者合影 
 

 
12 月 14 日，午餐研討會（八） 

Dr. Keiko Yaman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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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午餐研討會（九） 

左起：薛東勳博士、金潤泰博士、本專題中心蕭新煌執行長 
 

 
12月19-20日，「Ethnic Chinese Merchants and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A History through Commodities」國際研討會與會學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