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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辦公室報導

壹、100年度碩士論文獎助計畫
申請公告 

一、宗旨 

獎助有志從事與亞太區域（東南

亞、東北亞、太平洋島國）有關研究

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生，完成其

碩士學位論文。 

二、研究領域 

1. 亞太區域各國之歷史 
2. 亞太區域之本土社會文化、宗教與

族群 
3. 戰後亞太區域各國之政治、經濟、

社會轉型與發展 
4. 亞太區域的華人與當地各族群及

社會的互動關係 

三、資格 

1. 於國內大學碩士學科課程已修

畢，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大綱已獲得

教授及審查委員會通過者，並以到

東南亞、東北亞或太平洋島國從事

田野工作者優先。 
2. 若有兼職請註明現職及執行期

限，供審查小組參考。 

四、申請資料 

1. 申請表。【請從網頁下載】 
2. 研究所成績單、個人學經歷（包括

研究區域語文能力）、自傳。 
3. 論文研究計畫及田野調查（含預

算）計畫。【以上每項資料各一式

三份】 
4. 所方出具學分已修滿及通過論文

大綱口試之證明。 
5. 指導教授推薦信一封。 

五、待遇 

1. 依名次給予不同月數之獎助金，每

月八千元（包括補助實際需要田野

調查費）。 
2. 若已獲其他機構獎助者，請勿申

請；若補助期間獲得其他機構獎助

者，請擇一獎助單位。亦請於畢業

論文專頁註明接受本專題中心之

獎助。 
3. 得獎名單揭曉時，若論文已通過畢

業口試，則不予補助，但可出具得

獎證明。 

六、申請時間 

100年6月1日起至6月30日（限時

掛號郵戳為憑），9月上旬公布。 

七、聯絡資訊 

申請者請檢具上述證件資料紙

本，寄送至台北市南港區115研究院

路二段128號，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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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收，註明申請

碩士論文獎助計畫。寄件時並請將申

請表、計畫書PDF檔email至本信箱。

若需詢問相關資訊可聯絡林淑慧女

士：電話（02）2782–2191； email: 
capas@gate.sinica.edu.tw；亦可參考

亞 太 區 域 研 究 專 題 中 心 網 站 ：

http://www.rchss.sinica.edu.tw/c
apas。 

貳、「100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
士候選人培育計畫」核定
通過名單 

1.  Thien-Huong T. Ninh（美國南加

州大學社會學系）：Transnational 
Religious Network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Vietnamese Catholics and 
Caodaists in the U.S., Cambodia, 
and Vietnam. 

2.  陳愛梅（馬來亞大學歷史學系）：

傳承、適應及在地化：馬來亞霹靂

州華人社會的轉變（1874–1941）。 

叁、學術活動 

一、學術演講系列 

演講人：林廷輝（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博士後研究） 
主持人：梁志輝（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助研究員） 
講題：島民的連結：「太平洋計畫」

及台灣與太平洋島國多邊合

作 
時間：4月15日（週五）12:00–14:00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大樓第三會

議室（2319室） 

二、學術演講系列 

演講人：A. Maung Thawnghmung
（美國麻州大學羅威爾分

校政治系副教授） 
主持人：張雯勤（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副研究員） 
講題：Coping with Daily Life in 

Myanmar: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時間：5月10日（週二）12:00–14:00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大樓第四會

議室（2420室） 

三、學術演講系列 

演講人：歐錫富（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兼任編輯） 
主持人：宋燕輝（歐美研究所與亞太

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合聘研

究員） 
講題：從南海看解放軍海軍的發展與

挑戰 
時間：5月20日（週五）12:00–14:00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大樓第三會

議室（231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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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年東南亞研究工作坊系列 

演講人：陳尚懋（佛光大學政治學系

副教授、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訪問學人） 
主持人：梁志輝（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助研究員） 
講題：塔克辛與泰國的政治發展：評

論THAKSIN一書 
時間：5月24日（週二）12:00–14:00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大樓第三會

議室（2319室） 

五、學術演講系列 

演講人：Glenn May（美國奧勒岡大

學歷史學系教授、本專題中

心訪問學人） 
主持人：林正義（歐美研究所研究

員、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執行長） 
講題：Social Networks, Social 

Movements: Three Historical 
Case Studies 

時間：6月3日（週五）12:00–14:00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大樓第三會

議室（2319室） 

六、學術演講系列 

演講人：羅玉迪（德國Max-Planck- 
Institute 社會人類學博士

候選人、本專題中心博士候

選人培育計畫受獎人） 
主持人：許文堂（近代史研究所與亞

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合聘

副研究員） 
講題：Religious Landscape as an 

Arena of Contestations and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Central Vietnam: Women’s 
Religious Practices 

時間：6月17日（週五）12:00–14:00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大樓第四會

議室（2420室） 

肆、學術交流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助研究

員梁志輝博士於4月29–30日參加淡

江大學亞洲研究所主辦「2011年台灣

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請祖先幫忙：馬來半島

Temuan人的Niat儀式與生活」。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助研究

員太田淳博士於5月17–21日前往日

本東京，參加立教大學亞洲區域研究

所主辦「2011 1st Seminar」，會中發

表論文：「Sea People and State: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Southwest 
Kalimantan, c. 1780–1850」；參加財

團 法 人 東 方 學 會 主 辦 「 5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國際研討會，會中發表論

文：「Disconnection and Redirection: 
Port and Rural Society in Banten 
and Batavia, c.1760–1800」；參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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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學亞洲區域研究所主辦「Port 
States in Southeast Asia」國際研討

會 ， 會 中 發 表 論 文 ： 「 Shifting 
Relationship: Port and Rural 
Society in Banten and Batavia, c. 
1760–1800」。 

南海研究社群成員宋燕輝（本專

題中心與歐美研究所合聘）、林正義

（本專題中心與歐美研究所合聘）與

張啟雄（近代史研究所）三位研究

員，於6月8–9日前往中國遼寧省大連

市參加「中國海洋學會」與「中國太

平洋學會」聯合主辦之「辛亥百年興

海強國」學術交流會。會中宋燕輝研

究員發表題為「全球海洋治理、南海

問題及台灣參與」之論文，張啟雄研

究員發表題為「建立在『共同體』區

域整合概念上的中國海洋戰略：海權

發展與中外歷史經驗」之論文。 

伍、出版訊息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副研究

員張雯勤博士與康乃爾大學歷史學

系 Eric Tagliacozzo 副 教 授 所 主 編

《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一書業已由Duke 
University Press出版。 

華商南下東南亞貿易已有悠久

歷史，在他們遠行路程中，或而旅

居，或而定住。他們經由海洋或陸路

的商業冒險行程，聯繫了中國家鄉與

延展而出的東南亞廣泛疆域。本書主

旨在於運用法國歷史學者Fernand 
Braudel 提 出 的 「 深 遠 歷 史 觀 」

（longue durée），藉由商品交易的

視角，從製造、交易流通到消費等不

同階段，探究中國與東南亞多個世紀

以來在商貿過程中的接觸、交易與傳

播，以及相關社會文化意義。所觸及

的商品包括貴金屬、棉花、勞力、鴉

片、錢幣、龜殼、寶石、船貨、書籍、

布品、資本、稻米、魚、聖經、燕窩、

海產、玉石與木材。雖然在過去數十

年中，有如王賡武等學者的基礎之

作，指引此領域研究方向，然而東南

亞華商貿易的領域是如此龐大複

雜，本書希望能基於過去成果，編輯

出一本更多元的研究專書，來耙梳華

商跨越時空的接觸範圍、差異與複雜

性，並指引未來的研究方向。本書研

究史料包括中文、日文、越南文、緬

文、泰文、馬來文、與西方數種語文

資料。 
本書共收錄20篇論文，是奠基自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於2005年與

2007年所舉辦的兩次國際研討會成

果。 
出版訊息請參考: http://www. 

dukeupress.edu/Catalog/ViewPro
duct.php?productid=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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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學術演講系列，演講人林廷輝博士 

 
 
 

 
5 月 10 日，學術演講系列，演講人 Dr. A. Maung Thawnghm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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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學術演講系列，演講人歐錫富博士 

 
 
 

 
5 月 24 日，青年東南亞研究工作坊系列，演講人陳尚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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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學術演講系列 

（左起）演講人 Prof. Glenn May 與主持人林正義研究員 
 
 

 
6 月 17 日，學術演講系列 

演講人羅玉迪女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