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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知識領航

成立背景與目標

專業編校

華藝學術出版部為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嚴謹確實的論文格式調整服務（如：APA、MLA、

部門，為臺灣最具規模之繁體中文學術出版單

Chicago等）與編輯體例規劃建議，使用獨家的

位。致力於繁體中文學術專書與期刊出版，係

文獻引用校閱軟體，協助作者比對參考文獻的正

以學術倫理為本，遵循國際學術論文與專書之

確性與完整性，以減少錯誤，同時提供客觀修改

寫作規範，確保嚴謹的學術編輯品質。本部門

建議予作者參考。不僅堅持細緻的編校環節與作

願景為推廣繁體中文學術研究成果，積極爭取

業程序，確保內容出版品質，亦提供符合國際學

各式跨國合作機會，以提升並拓展華文學術出

術刊物與專書水準之封面與版式設計，讓您的出

版之國際位階與版圖。

版品內外質量兼具。

編輯團隊

數位化與國際化

本部門設有總編輯及編輯成員二十餘人。編輯團

專書出版後將協助同步於國內外通路與網路平臺

隊成員為各領域之知名大學碩、博士畢業生，學

曝光，將書刊電子版快速上線，便於讀者閱覽與

科領域囊括：中文、外文、歷史、地理、藝術史、

下載、強化出版品之能見度，並以「華藝線上圖

運動醫學、生命科學、應用數學、社會學、心理

書館」資料庫為宣傳管道，更利於各大圖書館之

學、語言學、哲學、政治、外交、法律等。會依

紙本與電子書推廣。此外，交由華藝出版之學術

出版內容分配相關科系背景編輯，藉其專業訓練

專書與期刊文章，皆含DOI註冊服務，除能使出

為您編校出更精煉、更容易閱讀的內容。

版品迅速有效與國際接軌，方便讀者查閱、引用
外，亦利於作者／單位追蹤與分析出版品之學術

服務內容

影響力。

提供各類學術出版品一站式的整合性出版服務，
從學術審查、專業編輯、美編排版、紙本與電子
同步發行，以至國際推廣合作，提供全方位的服
務方案，讓合作夥伴無後顧之憂，單位／作者僅
需提供審畢之稿件或全文定稿，即可擁有最優質
的學術出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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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漢喃作家辭典

鄭克孟（Trịnh Khắc Mạnh）／編著

關於越南古今人物的中文資料一直相當有限，僅有的資
訊亦可能有出處不明的問題，對研究者來說實有相當大
的困擾。本書由越南知名學者、漢喃研究院前院長鄭克
孟編纂，運用該院所藏的大量越南漢喃典籍及金石資料
拓本，整理了近八百位越南前近代人物的姓名、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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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地、重要事跡及作品，藏於漢喃研究院文獻並註記
了藏件編號，提供了比其他工具書更全面的資訊；另透
過書後之作家字號索引、作家姓名索引及作家作品索引，
ISBN 9789864371877
2021年4月
NTD 1,800

可簡便地搜尋到所需的資料。不僅排除了越南漢喃作家
名號紛亂的障礙，亦為解決越南人物資料的取得邁進了
一大步。

名人推薦
名人推薦
鄭克孟主編充分發揮了他在漢喃研究院服務的優勢，利用該院所藏大量越南漢
喃典籍與金石資料拓本，為讀者尋找更多的漢喃作家及其作品。本辭典所提供
的資訊，比其他工具書都來得全面得多。
──陳益源（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中文版根據2019年最新增修的第四版譯成，可說是極為成熟的版本。原本越文
版中的人物按越南語順序排列，不諳越語的讀者難以查閱使用；中文版在書後
新增了中文排序的索引，極大地便利了中文讀者。
──許怡齡（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執行長）

鄭克孟（Trịnh Khắc Mạnh）

蘇聯社會科學翰 林院東方學研究院博士（����）、越南漢喃研究院院長（����‒����）、
《漢喃研究》雜誌總編（����‒����）、越南社會科學學院漢喃系系主任（����‒����），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文獻學、金石學、版本學、文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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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華使程圖

阮輝美（Nguyễn Huy Mỹ）／主編

「皇華使程圖」為UNESCO世界記憶文獻遺產，由越南長留村的阮輝氏家族世代
存藏，被視為研究18世紀越中兩國外交活動之重要史料。該圖結合使程筆記，
描繪了使節從越中邊境到燕京新城的路線，對水陸兩路里程、駐留時間地點、
燕京宮門建造時間、越中各地山川風物等記載詳盡。本次出版，特別收錄另一
珍貴的燕行文獻《奉使燕臺總歌》作附錄，以與使程圖相互參照。

名人推薦
出自阮輝家族珍藏的《皇華使程圖》，其底本是現存年代最
為古老的燕行使程圖，這點可以肯定。阮輝美教授主編的這
本《皇華使程圖》中文版還附錄了越南國家圖書館所藏阮輝
𠐓創作的《奉使燕臺總歌》，這個版本的選擇，也比《越南
漢文燕行文獻集成》所收錄的《奉使燕京總歌并日記》來得
完整、正確。因此，我相信本書的精心出版，絕對會受到世
界漢學研究者的高度歡迎。
──陳益源（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ISBN 9789864371938
2021年11月
NTD 2,500

阮輝美（Nguyễn Huy Mỹ）

阮 輝美為長留阮 輝氏家族第十六代。����年始，曾任俄羅斯聯邦科學院 越俄 合作研究 辦公室
副主任、主任。����年 獲科學技術博士學位，任莫斯科能量大學教授、俄羅斯聯邦自然科學院

院士。����年回國後迄今，深耕於長留村文化研究。長留村作為��世紀中期越南的文化中心之
一，存有諸多文化遺產，然而遺失的也不少。為此，阮輝美三十多年來，投入大量心力整理與介
紹長留村及其家族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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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志通欲：朝鮮漢語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
的中朝關係
羅樂然（Law Lok Yin）／著

ISBN 9789864371945

2022年4月

NTD 900

作者透過中朝文人書寫與官方史料，探討漢語譯官在中朝關係中
擔任的文化代理人的角色，闡明他們的活動如何建構與士大夫不
一樣的世界觀，從而改變兩國的關係以及文化交流互動的結果，
並藉此提出「東亞世界網絡」如何交織出新的東亞研究意識。

New Releases

名人推薦
朝鮮漢語譯官的語文、語義翻譯，連繫了中國和朝鮮兩端，讓我們看到細
節中攤開的真相。他們既是知識的載體，也因個人交遊而作為情感信使或
啟動力。本書舉例的許多事蹟，讓原本在歷史上較為默默無聞的人物，介
於貴族「兩班」和平民百姓之間的「中人」譯官的人生面貌靈動再現。
──衣若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羅樂然（Law Lok Yin）

畢業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博士，現為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批判／思辨遺產學、清與朝鮮關係史，以及東亞文化交流史。

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著
ISBN 9789864371952

2022年3月

謝美裕（Meiyu Hiseh）
、尤陳俊／譯

NTD 1,000

本書為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中譯本。作者融合了社會史與法制史
的研究取向，利用巴縣、順天府等地方檔案與中央檔案，分析
了18世紀中國對於性犯罪法律的變化，並且藉由檔案中農民、
勞工和乞丐等邊緣化人群的證詞，展現過去學界研究清代社會
未見到的另一面。
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

美國史丹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擅長利用司法檔案研究清代中國的性、社會性別關係和法

律。另著有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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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與經典化的互現：民國初年上海文藝雜誌翻譯研究
葉嘉（Jia Ye）／著

本書研究對象為民國元年至1920年代上海通俗文藝雜誌的翻譯文本與翻譯
現象（下稱「雜誌翻譯」），以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的系
統論（system theories）及期刊研究（periodical studies）為方法，
透過描寫雜誌翻譯的歷史脈絡、實踐概貌、譯者群體和翻譯文本，以期說
明在民初至新文化運動前後，雜誌翻譯是文人彼此競逐、相互定位的關鍵
現場，一方面構築出新的文學經典，另一方面亦催生出多元的通俗文學。
在此翻譯研究專著中，民初上海通俗文藝雜誌所顯示的「通俗」與「經典
化」（canonization）的關係，並不可簡化為文學本質內容的對立，而
是一個文人以定位為需、以翻譯為徑的動態互現的過程。
名人推薦
閱讀書稿，看見葉嘉在論述上的精進，越發能表顯出對大局的觀
照。從民初上海文藝雜誌上翻譯的作品與視為模範的《新青年》
上翻譯作品的對照，可以看出其實是從翻譯切入，研究的是中國
面對西洋文化大軍壓境時的惶然所作的反應與反思。換句話說，
是從翻譯的視角看中國的現代性。
──童元方（大渡山學會榮譽講座兼東海大學教授）

本書旨在探索一個鮮受注視的課題：1912年至1920年代上海通俗
文學雜誌的翻譯現象。相對於聚焦於新文化精英的主流論述，提
供了另一種觀照歷史的視角，在承先啟後、推陳出新上處於巧妙
ISBN 9789864371907
2021年6月
NTD 600

而獨特的立足點。
──莊柔玉（廣西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兼英文系主任）

葉嘉（Jia Ye）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助理教 授、「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副主任，從事英中口筆譯教

學，專於清末民初時期翻譯研究及期刊研究，近年研究獲香港傑出青年學者計畫資助。另有
合譯《當經濟指標統治我們》、《世界上最聰明的地方》、《發現時代》三部社會科學專著。

/5

新書快訊

日本長照堅持的服務──東京龍岡會
龍岡会の考える介護のあたりまえ
大森順方／著

楊佩蓉、蔡政洲／譯

本書旨在闡述與發揚日本龍岡會「敬天愛人」的經營理念，
融合科學、藝術、人性溫度的具體實踐，透過照護機構體現

New Releases

敬老及在地老化。希望藉由本書將日本先進的長照觀念引進
國內，提供國人在思考與規劃長照設施良好的範本，期待能
為臺灣建構尊嚴養老的知識和社會環境，使長者都能安享充
預計2022年5月

滿歡笑與尊嚴的樂齡老後生活。

名人推薦
名人推薦
「偉大な人生は夢で始まり、情熱で継続し、責任感で成
就する」是大森順方理事長給我的贈言，亦即「偉大的
人生，始於勇於追求夢想、堅持熱情持續努力，最後用
責任感來完成」。期盼此書能感動與啟發長照服務的有
志之士，群策群力共同為臺灣社會建構「健康有尊嚴、
身心靈和樂的安心長壽」的幸福敬老文明！
──張瑞雄
社團法人臺日經貿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教授
大森順方

日本社會福祉法人龍岡會理事長。生長於醫生世家，高中畢業後即赴美留學哈佛大學，回國後
即創辦了東京山手線上第一個長照機構龍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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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裡的南島語族：台灣原住民族群的形成論
陳有貝／著

ISBN 9789864371969

2022年4月

NTD 680

過去人們曾認為臺灣的史前祖先們是從不同地方、不同時間點前
來，因此島上才住著各種不同的族群。然而若是如此，為何在島
外其他地方從未找到和本島相似的原住民族群？原來，早期習慣
於海洋生活的南島語族人來到臺灣後，在本島廣大山林環境的馴
染下，轉變為一種適應於山林燒耕性格的農民。人群與文化只進
不出，最終便在島上形成了各個獨一無二的原住民族群。
陳有貝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士、碩士，日本九州大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
授。專門於臺灣與東亞考古學研究，曾參與多處遺址的調查及發掘，著有各種相關論文
與書籍。

王鵬運詞學文獻考（附王鵬運年譜稿）
李保陽／著

2022年5月

本書大量使用田野調查和王氏後人家藏文獻，在梳理文獻過
程中提出並解決了一些王鵬運研究中的新舊問題。書中考證
王鵬運詞集現存諸多版本之歷史及現況，追溯後世學者彙編
整理王鵬運詞集之學術史。並討論王鵬運校刊、批校詞籍的
相關問題，亦為王氏研究史上首次考查王鵬運之金石書畫及
藏書。另有附錄兩種，附錄一重編王鵬運年譜，較目前已刊
之年譜更詳贍可靠；附錄二統計王鵬運詞作不同版本之存世
現況，是重編王鵬運詞集的基礎。
李保陽

文學博士。日本詞曲學會會員。主要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古典文學文獻之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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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中國瓷器與玉石珍品
Chinese Porcelain and Hard Stones
Edgar Gorer 、 J. F. Blacker／編

預計2022年9月

原書於1911英國倫敦出版，透過254個圖說篇幅，展現當時

從圖版部分回顧一百多年前，圖錄出版所具備的精巧繪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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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此書於一世紀後以中、英文再版，除再現當時中國瓷器
與玉石的藝術風華，更深刻的價值在於反映出19世紀末至20
世紀初，西方世界對於東方藝術的收藏、銷售行為，以及對
中國藝術賞玩的喜好與品味，可為藝術貿易史與拍賣史相關
研究提供更加豐富與多元的視點。

動漫遊戲研究的新時代與發展性：ACG 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論文集
梁世佑／主編

「ACG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為目前華文
世界關於廣義動畫（anime）、漫畫（comics）、電子遊戲
（games）等（簡稱ACG）領域中最重要的研討會。本書收
錄研討會中部分精選論文，來自多國作者探討動漫電玩、
女僕、獸控、產業、性別等多元議題。ACG不僅具備產業價
值、作為國家文化軟實力之象徵，更是一門全新的知識與
樂趣之研究領域。
梁世佑

任教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亦是U-ACG創辦人、ACG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主辦人。專門於ACG文化、知識娛樂研究，策劃過臺北數位藝術節
的電玩藝術專題展，發起ACG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致力推廣電玩、動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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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對於中國明清時期的陶瓷藝術的認知與觀點，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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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我思故我在

New Releases

程守慶／著

本書希冀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充分地思考與推理數學，讀、想兼
具。全書共分四章，包含了數學分析、幾何與拓樸、單複變分析
與多複變分析。其中第三章完整講述了基礎的單複變數函數論，
涵蓋了柯西定理、代數基本定理、解析函數的最大模原理、奇異
點的分類、留數定理、路徑積分、調和函數、保角映射、黎曼映
射定理與線性分式變換，為本書的精華所在。
名人推薦
此書破天荒的從連續性出發，一路帶領讀者進入高等數學的大門。這在許多中文撰寫的數學書裡
具有獨特性。可預期的是此書會在臺灣數學高等教育史上有很大的影響力，深具歷史價值。
──蕭欽玉（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
程守慶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多複變數函數論，曾與美國

聖母大學數學系蕭美琪教授合著多複變數函數論方面的專書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in Several

Complex Variables。

美國高等教育與矽谷產業

William Richard Scott、Michael Kirst／著

周祝瑛／審訂

卓澤林／譯

本書透過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詳實生動的介紹美國舊金山灣區各類大學，
如何與矽谷產業建立各種產學合作的夥伴關係。作者群都是長期熟悉灣區
高等教育與矽谷產業發展趨勢的專家，特別在書中分享許多首次向社會公
布的個案分享，彌足珍貴。尤其，本書中文版的問世，對國內許多不斷追
求創新的大專校院與企業主，以及一般關注子女升學與就業的學生家長，
將可進一步瞭解美國大學與產業的人才供需變化。
威廉•理查德•斯科特（William Richard Scott）

美國史丹佛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先後擔任史丹佛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史丹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麥可•柯爾斯特（Michael Kirst）

美國史丹佛大學教育學院榮譽教授，加州州教育局局長。

周祝瑛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比較及國際教育博士與博士後研究員，傅爾布
萊特（Fulbright）資深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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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預告

布根地葡萄園地圖全集：克利瑪與冠名地的地名歷史
瑪麗—艾蓮・朗德利（Marie-Hélène Landrieu-Lussigny）
、
席爾凡・彼提歐（Sylvian Pitiot）／著
吳愉萱／譯、審訂

貝納・彼沃曾說：「在布根地，當人們提起climat，我們並不
會仰望天空，而是低頭看著大地。」克利瑪（climat）原意為
「氣候」，在布根地則是指擁有獨特地貌與氣候條件，並能

Forthcoming
Publications

產出獨一無二風味的葡萄酒莊園。本書以詳細透澈的方式講
述布根地一千多個克利瑪與冠名地的地理風貌和地名的歷史
起源，搭配35個葡萄種植市鎮的精細地圖，是布根地酒迷必
備的飲酒工具書。
瑪麗—艾蓮・朗德利（Marie-Hélène Landrieu-Lussigny）

古典文學副教授。與席爾凡・彼提歐（Sylvian Pitiot）另合著有《夏隆內丘克利瑪的歷史與地圖集》
（
La Côte Chalonnaise: Atlas et Histoire des Noms de Climats et de Lieux）
。

席爾凡・彼提歐（Sylvian Pitiot）

地形測量工程師，身兼夜丘（Côte de Nuits）特級園酒莊專業管理者已二十餘年。與瑪麗—艾蓮・朗
德利（Marie-Hélène Landrieu-Lussigny）另合著有《夏隆內丘克利瑪的歷史與地圖集》

（La Côte Chalonnaise: Atlas et Histoire des Noms de Climats et de Lieux）
。

中國人道德體系的文化演進
柯仁泉（Ryan Nichols）／編

本書開創性地匯集了來自十多個不同學術領域的世界頂尖學
者對中國道德的綜合研究論文。透過廣泛的理論視角，涵蓋
哲學、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和宗教到社會心理學、神經科

書綜整具融合性的跨領域概述，突破了以往視中國為一個單
一文化的西方觀點，激發中華文化研究新思潮，為漢學學者
必讀的經典巨作。
柯仁泉（Ryan Nichols）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勒頓分校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早期中國思想與歷史、文化

演變、經驗哲學與方法。對文化傳遞、宗教哲學與心理學以及實驗哲學亦感興趣。經常與心
理學家、資料模型規劃師、哲學家和古典漢語專家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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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臨床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和行為生態學的研究領域。本

出版預告

Forthcoming Publications

地理資訊系統基本原理
蔡博文／叢書主編

蘇明道／主編

本書為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的入門專書，希望能以半專業、半科普的方式吸引有興趣的初學
者入門，讓讀者瞭解GIS的概念及整體應用潛力。隨著行動裝置與
網路日漸普及，GIS已深深融入現代社會中，廣泛應用在不同的領
域。其與資訊系統（IS）的分別在於特殊的資料結構與空間分析
能力，可以提取有用的空間資訊作為決策的依據。

蔡博文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研究與教學興趣包含地理信息科學、空間分析、GIS與

社會科學的整合研究，以及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變化等。

蘇明道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退休教授，研究專長為地理資訊系統、管路灌溉及灌溉管
理、水資源規劃與管理。

Advances in Investment Analysis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New Series) Vol. 11

(New Series) Vol. 10

Advances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Cheng-Few Lee／主編

(New Series) Vol. 19

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s a forum for statis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ment and accounting, options,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and other related
ci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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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4371723
2019年10月
NTD 9,900

Classic
Collections

楊國樞文集（全十五冊）

瞿海源／主編

《楊國樞文集》蒐羅先生一生有關中國國民性、個人現代化、華人本土心理研究、
孝道與家庭、成就動機、社會取向自我、華人人格理論等重要學術論著，與綜論政
治改革、社會文化革新、心理調適之時論文章，完整呈現楊國樞先生作為當代知識
分子畢生重要學術及時論論述，更為洞悉華人本土心理學發展之重要巨作。
第一冊：著作文摘
第二冊：生平紀事

ISBN 9789864371426 2017年12月 NTD 550
ISBN 9789864371433 2017年12月 NTD 550

第三冊：人格與社會心理

ISBN 9789864371471 2018年7月 NTD 750

第四冊：國人性格與現代化

ISBN 9789864371488 2018年7月 NTD 750

第五冊：成就動機／企業員工心理
第六冊：孝道與家庭

ISBN 9789864371495 2018年12月 NTD 850

ISBN 9789864371501 2018年11月 NTD 850

第七冊：華人本土化心理學（一）ISBN 9789864371624
第八冊：華人本土化心理學（二）ISBN 9789864371587

2019年4月 NTD 850
2019年4月 NTD 850

第九冊：Early Experiments and Social Personality Research
ISBN 9789864371570 2019年10月 NTD 850

第十冊：Research in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BN 9789864371655 2019年10月 NTD 850

第十一冊：Research in Indigenous Chinese Psychology
ISBN 9789864371686 2019年10月 NTD 850

第十二冊：時論（一）ISBN 9789864371693

2019年10月 NTD 850

第十四冊：時論（三）ISBN 9789864371716

2019年10月 NTD 850

第十三冊：時論（二）ISBN 9789864371709
第十五冊：時論（四）ISBN 978986437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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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 NTD 850

2019年10月 NTD 850

經典套書

大學五書

Classic Collections

陳平原／著

本系列為陳平原教授於北京大學所出版的大學相關
著作之繁體中文新編版，內收錄論文、報章評論、
雜文、演講稿、訪談逐字稿等篇章，探討中國大學
教育及人文學科從清末至今的歷史發展、老大學及
老學者的故事，並進一步對現代中國高等教育提出
意見。
大學何為

ISBN 9789864371518 2018年10月 NTD 700

大學有精神

ISBN 9789864371532 2018年11月 NTD 700

老北大的故事
大學新語

ISBN 9789864371549 2018年12月 NTD 700

ISBN 9789864371600 2019年3月 NTD 700

讀書的風景

ISBN 9789864371631 2019年4月 NTD 700

遨遊美國法
楊崇森／著

全書共60萬言分為三冊，是英美法中文著作中寫得最有趣、最
深入的作品，摒除令人難於親近的艱澀原則，尤其注重實際運
作與背後原理的廣度與深度。正文與附錄行文平易近人，側重與
我國法作比較，迥異於傳統英美法書籍的艱澀拗口，可供研究
教學之用，亦適合社會大眾閱讀。
遨遊美國法I

遨遊美國法II

ISBN 9789860410495 NTD 500

遨遊美國法III

ISBN 9789860438758 NTD 500
ISBN 9789860438765 NTD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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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酒の基：SSI國際唎酒師官方教材
日置晴之、長田卓／著
ISBN 9789864371808

林妤潔、林曉婷、張惠婷／譯

2020年7月

NTD 1,200

本書為亞太國際清酒學院吳裕隆院長及SSI酒匠楊凱程老師共
同監修。內容由「日本酒之基礎知識」及「日本酒之銷售」所
構成，網羅日本酒提供、品飲等30年之精髓摘要。日本SSI

Editor’s
Selection

（SAKE SERVICE INSTITUTE）之最新版繁體中文官方教材，
考取唎酒師證照之必讀聖典。
日置晴之

NPO法人FBO副理事長、SSI INTERNATIONAL會長、株式會社酒類總研社長，於日本酒
之認知造詣深厚，其筆下作品至今成功培養出上萬名優秀唎酒師。

臺灣首廟天壇藏珍⸺繡藝百品
黃翠梅／編著

ISBN 9789572988824

NTD 1,000

臺南是臺灣開發最早的文化古都，寺廟則是臺灣民間最具代表性的文
化寶藏。臺灣首廟天壇（昔稱天公壇）始建於清咸豐四年，相傳廟址
所在的「鷲嶺」即是開臺聖王鄭成功設壇祭天之所，因此首廟天壇的
歷史不僅反映明鄭時期以來臺灣府城開發和玉皇信仰凝聚的過程，也
承載了府城人民數百年來的敬天思想及宗教活動內容。
臺南市是臺灣刺繡工藝的重鎮，自清末以來繡藝名聲即十分響亮。
首 廟 天 壇 所 藏 各 時 期 繡 品 總 數 計 四 百 餘 件， 製 作 年 代 涵 蓋
1920 年代至今， 是目前已知臺灣寺廟收藏繡品數量最多、紀年分布範
圍最完整者。本書收錄的內容不僅是天壇發展沿革、科儀內涵和廟務
組織的視覺化紀錄，也是近百年來臺南和臺灣宗教繡品發展史的重要
見證。
黃翠梅

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藝術史博士，現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副校長，以及藝術史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藝術與考古、古代玉器及青銅器、古物類文化資產調查、傳統工藝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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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Selection

數學專書

數學：讀、想

ISBN 9789864371822

程守慶／著
2020年11月 NTD 480

本書由中學數學的重要領域平面幾何出發，進入到一般民眾
較不熟悉的拓樸空間，這趟讀想之旅沿途包含等周問題、圓
內接／圓外切n邊形的極值問題、幾何中的等差數列、斐波
那契數列、集合的等勢、度量空間、點集拓樸等主題，作者
循序漸進且深入淺出地論述，除了儘可能讓更多人可以一窺
數學的真味、體驗數學將問題抽象化的迷人之處，對於以數
學為專業的高中教師也是相當值得一買的讀物，更是引領年
輕心智進一步在浩瀚的數學世界裡探索翱翔的良好教材。

初等數學

ISBN 9789864371914

程守慶／著
2021年08月 NTD 540

本書從整數的四則運算開始，依序介紹因數與倍數、分數、小數、
負數與不等式等主題，接著進入到幾何世界，探討基本的多邊形、
畢氏定理、圓、體積與容積等主題，最後運用前面所學到的數學知
識和技巧，討論一些生活上碰到的應用問題，像是植樹問題、雞兔
同籠問題等。並且引進抽象符號來表示任意的數字，希望讓小學
生感受到用抽象符號推導出對所有情況皆成立的論證樂趣。是小
學生研習數學的良好教材。

程守慶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多複變數函數論，曾
與美國聖母大學數學系蕭美琪教授合著多複變數函數論方面的專書
Equations in Several Complex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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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學專書

政治批評、哲學與文化⸺墨子刻先生中文論文集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著
ISBN 9789864371891

NTD 900

黃克武／編

本書由墨子刻先生1980到1990年代所發表的二十多篇中文文章集結而
成，多數文章參與了解嚴前後臺灣社會對「民主化」的辯論。本書所

Editor’s
Selection

觸及的議題，包括民主是什麼、如何推動民主轉型、如何避免烏托邦
式的政治評論等。在本書中，墨先生對歷史的討論始終與他對現實的
關懷聯繫在一起，其從先秦思想「固有的預設」，一直討論到近代中
國知識分子思想中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以及美國漢學界的得失。

十九世紀前的日韓關係與相互認識
羅麗馨／著

ISBN 9789864371785

NTD 1,100

本書討論七至十九世紀日韓兩國間的政經往來和相互認識問題，並從
中瞭解日韓兩國對立的歷史淵源、日本蔑視韓國的意識、韓國對日本
的文化優越感，以及中國對日韓關係的影響。中韓宗藩關係，可說是
日韓外交立場不同的重要原因。本書從另一視野理解十九世紀以前的
東亞國際關係，並拓展了東北亞史研究的議題。

譯介的話語：20世紀中國文學在越南
阮秋賢／著

ISBN 9789864371754

NTD 560

本書透過越南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譯介發展，探討越南讀者對中國
文學的接受情況。主要分成四個部分展開論述，首先對越南語境中
的「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進行界定，集中概括20世紀中國文學在
越南以外國文學身分的形成和發展，其後再以徐枕亞、魯迅、莫言
為例，討論20世紀中國文學在越南的三個譯介時期的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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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Selection

溝通與協作：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
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出版委員會／編
ISBN 9789864371778

NTD 1,200

本論文集共計論文23篇，多篇論題即含有禮俗相關詞語，
以及針對禮樂教化之相關研究，故以「溝通與時代」為主
軸，由宗教人的溝通、醫療身體與政治身體、國家：協作
的整體性及中央與地方、禮法與社會溝通、溝通與時代、
工業革命以來的東西方溝通等六個分項構成。願在過去二
十年的基礎上，繼續凝聚本系共識，以「溝通與協作」之
精神，開展本系新教育之路。

重建斯文：儒學與當今世界

彭國翔／著

ISBN 9789864371594

NTD 700

本書彙集作者對儒學與當今世界的若干思考，從較為宏觀的文化
角度反省儒學的精神價值與時代課題，提出中國如要真正屹立於
世界文明之林、再創歷史輝煌，當務之急在於重建中華文明的價
值系統。此之價值系統係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同時吸收古
今中外一切人類文明之「人文與理性」、「公平與正義」的優秀
成分。

時間．歷史．敘事
李紀祥／著

ISBN 9789868891685

NTD 480

「我」讀書為何？何以治史？讀書治史可以予人何種人生？人間又
何以須有此一問？……本書中的另一種聲音，便是「重讀中文」的
期盼。無論是知識分子、學者，還是新士大夫、讀書人，在古今相
映書寫中譜出的一代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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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專書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李亦園／著

ISBN 9789866286063

NTD 420

人類學是研究人類相似性與相異性的科學。本書以20篇文章向讀
者介紹人類學的一些基本觀念，以及說明人類學的研究如何可以

Editor’s
Selection

貢獻於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宗教現象、經濟發展與生態維持、文化
發展、青年文化、科學發展以及家庭變遷等等各方面，是極易入
門的通俗人類學讀本，歷久而彌新。

說文化，談宗教⸺人類學的觀點
李亦園／著

ISBN 9789866286056

NTD 320

人類學的研究範圍從人類的習性及演化，到古代文化的起源、現
代文化行為與語言等無一不包括在內。因此人類學兼顧生物性與
文化性的學問傾向，及結合生物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研究
方式，使人類學家擁有更豐富的本錢去探討人類的處境。本書在
人類學研究的脈絡下，解說文化及宗教研究的寬廣視野，使個人
瞭解自己與別人的文化與信仰，並更具文化的涵養，成為具備全
人類觀點的現代人。

信仰與文化
李亦園／著

ISBN 9789866286032

NTD 420

宗教信仰自古以來就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平時扮演著維繫社
會和諧的力量，在戰時發揮凝聚社會成員向心力的作用，因而
宗教與社會文化的發展並進，甚至相互滲透、彼此影響。本書
嘗試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宗教信仰的本質，透過直觀明確的通
俗描述展示宗教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其論述為人類學界之重要
文本，雖出版多年至今仍擲地有聲。

/ 18

編輯精選

Editor’s Selection

淇武蘭遺址考古學研究論文集
陳有貝／著

ISBN 9789864371815

NTD 420

21世紀初，在一項宜蘭縣的河川整治工程中發現了淇武蘭遺址，經過兩
次專業考古發掘研究，現在已可知道這個遺址就是一千多年前噶瑪蘭
人的祖先所留下。今日在遺址現場所見大致僅是一條河川，很難想像
數百年前這裡是北臺灣最熱鬧的「市鎮」，還好當時生活中的種種都
一件件埋入了地下、河中，讓我們還有機會重新認識這段文化歷史。

武陵縱歌：人類學田野筆記

田阡／著

ISBN 9789864371136

NTD 500

通過田野現場的教學與指導，學員們抒寫了集體田野的篇章，分
享田野生活的點點滴滴，共同領略田野的文化震撼，記錄世界與
人生的多彩筆記。集體田野是田野調查一種新的訓練嘗試，青年
學子在集體的深耕中感悟文化魅力，這種嘗試與創新也承載著學
術夢想、社會關懷與生活對話。

祖靈與上帝：花蓮太魯閣人的宗教變遷與
復振運動
邱韻芳／著

ISBN 9789868961500

NTD 380

透過本書有關utux與gaya的探討，企圖描繪出花蓮太魯閣人傳統
信仰受到基督教影響之前與之後的大致面貌，並藉由改宗的歷程
討論「祖靈」與「上帝」對於不同時期與部落之族人的意義。最
後從太魯閣人的復振運動中，探討由當代族群菁英所建構的「傳
統」祭儀，從展演逐步轉化為族群認同表徵與儀式背後的動力，
及其帶來的後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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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專

書

東學西漸：北美東亞圖書館1868‒2008
周欣平／主編

ISBN 9789864371662

NTD 2,900

本書為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0年
的力作Collecting Asia: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Editor’s
Selection

1868–2008的繁體中文版，由包括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斯塔東亞圖
書館周欣平館長在內的專家學者，歷經數年精心研究編寫而成。
它以時間為線索，勾勒了北美地區最大的25所東亞圖書館中日韓
文獻的建立、發展及特色，追蹤了不同典籍的來龍去脈，以及蘊
藏的歷史文化、社會背景及學術脈絡。

誠與恆的體現⸺王振鵠教授與臺灣圖書館
顧力仁／著

ISBN 9789864371617

NTD 580

王振鵠教授獻身臺灣圖書館達半世紀，影響十分深遠。本書分
別從「教學與教育理念」、「研究與學術思想」、「圖書館行
政與管理哲學」、「圖書館與事業提升」、「書目管理與國家
書目」、「專業組織與圖書館合作交流」，以及「當代師友關
係情誼」等角度，縷述王振鵠教授的專業成就與待人接物，具
備個人傳記與臺灣圖書館事業史的性能。

圖書資訊服務機構管理
張慧銖／主編

張慧銖、林呈潢、邱子恒等／著

ISBN 9789864371730

����年��月

NTD 600

本書從現代管理思想的演進談起，分別探討規劃、組織、人力
資源管理、領導與溝通、控制、預算管理、法規政策、倫理等
議題，最後論述21世紀圖書館管理所面臨的問題。作者對於圖
書資訊服務機構的管理議題兼具理論與實務經驗，對於想要瞭
解與深化圖書資訊服務機構管理議題的讀者而言，本書具備相
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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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織
張慧銖／主編

Editor’s Selection

張慧銖、陳淑燕、邱子恒等／著

ISBN 9789864371310

NTD 400

「資訊組織」是圖書館的核心專業，完備圖書館資訊組織工作，即是將資
訊清晰地描述、分析與聚合。各篇作者長期於國內圖資領域耕耘在研究
與教學方面，皆卓然有成。本書內容跳脫圖書館的傳統模式與思維，擁有
圖資領域最新的學術發展概況與相關研究成果，提供圖書資訊學領域教
師、學生以及圖書館館員在教學和學習上的參考用書。

主題分析
張慧銖／主編

張慧銖、邱子恒、藍文欽等／著

ISBN 9789864371204

NTD 520

「主題分析」是圖書館的核心專業。本書各篇作者長期於國內圖
資領域耕耘，在研究與教學方面皆卓然有成。在解構如何分析及
聚合主題的同時，更可具體呈現人類知識的發展。內容跳脫圖書
館的傳統模式與思維，擁有圖資領域最新的學術發展概況與相關
研究成果，是提供圖書資訊學領域教師、學生及圖書館館員在教
學和學習上的參考用書。

館藏發展與管理
張慧銖／主編

王梅玲、范豪英、林呈潢等／著

ISBN 9789864371198

NTD 500

館藏發展與管理的探討，可以協助讀者解讀館藏的精義，同時能實踐圖
書館的任務與使命。本書依館藏的生命週期提出館藏發展與管理要件，
內容涵蓋館藏規劃、館藏發展與館藏管理三個階段，以及九大功能。本
書對於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及學生在教導與學習館藏發展與管理議題時
應相當有幫助，亦能提供圖書館員執行相關工作之參考。

/ 21

編輯精選

醫學專書

Editor’s
Selection

惲子愉中醫系列
惲子愉／著

《臨證特殊案件之經過及治驗》為臨床醫案討論的著作，收錄惲子愉教授行醫數十年
來一些特殊案例及其治療過程，純就事實症象及西醫的檢驗報告來作推論，分析病理
機轉，然後處方用藥。《傷寒論之現代基礎理論及臨床應用》突破了傳統陰陽五行的
思維，改以現代物理化學的科學理論，加上現代醫學的基礎研究如病理生理學、血液
動力學、神經生物學、生物化學等，來解釋《傷寒論》條文的各種病理及治療機轉，
跳脫傳統辯證論治的框架。《溫病涵義及其處方述要》以現代醫學理論，包含生理病
理學、血液動力學、感染學等來解釋《溫病條辨》中所描述的病人徵象、症狀、病理
機轉及處方用藥的原則與效果。《金匱要略新論》以科學的論述方式帶領讀者深入瞭
解症象的產生其背後不同的生理、病理機轉，進而靈活的運用其中的方劑，在臨床上
達到極佳的療效。
臨證特殊案件之經過及治驗

ISBN 9789864371846 2020年12月 NTD 500

傷寒論之現代基礎理論及臨床應用
溫病涵義及其處方述要
金匱要略新論

/ 22

ISBN 9789864371839 2020年12月 NTD 550

ISBN 9789864371853 2021年3月 NTD 450

ISBN 9789864371884 2021年3月 NTD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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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Selection

Doctor Without Borders—
Portrait of Carlo Urbani
Lucia Bellaspiga／著
ISBN 9789866286728

Tian Ruei Juang (莊天瑞)／譯

NTD 320

Carlo Urbani was an infective disease specialist with a beaming career. He
has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as a national president of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Ironically, Urbani as the very first doctor discovering
SARS was killed by the mysterious virus in a remote hospital of the Far
East. This book documents Urbani’s remarkable life stories by including
manuscripts, interviews, and letters, in an attempt to honor his memories
in every way possible.

慢性腎臟病及其合併症：治療與照護手冊
陳靖博、張家築、張浤榮等／主編
ISBN 9789864371389

NTD 520

臺灣有許多罹患慢性腎臟病的病人，病因錯綜複雜，但是也累積了
許多腎臟病的防治與治療的寶貴經驗。本書集結《腎臟與透析》歷
來的文章，內容著重於慢性腎臟病及其併發症的治療及照護，期許
本書的發行能讓廣大的華人世界從事腎臟病照護的醫療人員有所助
益與啟發。

Asian Aspects of Periodontology and Implantology
Shing-Zeng Dung (董醒任)／主編
ISBN 9789869013833

NTD 1,500

To determine the most suitable periodontal and dental implant therapies for
the Asian, this book explore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diversity in body
constitu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rough providing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reviews and the analyses of clinical cases, this book presents the
most reliable results conducted by experts and specialist teams in various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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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專書

Editor’s
Selection

邱振中系列專書
邱振中／著

本系列針對書法基本性質作為深入研究的基礎，並將與書法有關的各種具體問題加以討
論，把書法的性質、魅力和當代進展介紹給讀者，揭示了書法從未被人窺知的面相，反
映出作者對藝術現象敏銳的觸覺和處理各種理論問題的才能，並顯示書法理論在整個人
文學科中可能具有的意義。除了書法理論之外，也建立了一種以才能的全面發展為主旨
的書法訓練體系。

書法的形態與闡釋
書法

ISBN 9789865663599 2015年3月 NTD 480

ISBN 9789864370276 2016年8月 NTD 480

神居何所：從書法史到書法研究方法論

ISBN 9789864371303 2018年11月 NTD 680

中國書法：167個練習⸺書法技法的分析與訓練 ISBN 9789864371563
狀態—IV：邱振中詩集

2018年12月 NTD 680

ISBN 9789864371761 2020年3月 NTD 360

邱振中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書法與繪畫比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美術館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

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致力於書法理論、詩歌與藝術創作。在北京、日內瓦、奈良、香港等地
舉辦個人作品展覽，書法與繪畫作品參加國內外多種重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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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劇場風險管理初探
陳尚盈／著

ISBN 9789864371860

NTD 800

劇場是呈現極致藝術的所在，它的高度專業導向也伴隨高度風險，因此
好的風險管理策略是表演藝術中心與劇院營運亟需關切的一環。本書整
理國內外文獻與各種新聞事件，以風險管理的五步驟分析臺灣中大型劇
場可能面臨的風險類型與面向、發生頻率、可能面臨的損失，以及審視劇
場之現行規劃等。本書亦整理臺灣中大型劇場現有的規章制度，提供劇
場工作者思考在現有體制與未規範的體制外，可能的風險因應策略及規
避風險的方法，期望藉此提升臺灣文化產業對風險管理的認識。

博物館管理新視界
陳尚盈、黃郁菁／主編
ISBN 9789865663568

NTD 440

本書試圖從博物館管理的角度，彙整近十年來博物館在管理上面臨
的新興議題與傳統業務。討論議題如：博物館群如何與都市再生互
利共生、如何成為環境教育的推手、如何藉由展示保存與展現其社
會價值、如何建立身心障者的友善博物館、如何透過數位化讓參訪
經驗由被動變成主動等。希冀在充滿挑戰的二十一世紀，能為有志
從事博物館事業的青年學子，開起更多的想像與新視界。

漫長的聖誕晚餐

索爾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著
ISBN 9789865663513

NTD 280

林尚義／譯、導讀

懷爾德的劇本耐人尋味，以日常瑣事記錄人生片段，不受限時空文化背
景，成為各國熱愛的腳本。林尚義教授以多年的劇場經驗，瞭解閱讀
獨幕劇可能會遭遇的演出困境，特別翻譯並加註《漫長的聖誕晚餐》，
細心點出演員走位、化妝指導等，並加上全文導讀，讓讀者跨越文化與
語言的藩籬，也讓劇場人更能體會文字下的潛臺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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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

學專書

不只說Hello：國際力與跨文化學習
張媁雯／著

ISBN 9789864371921

2021年8月

NTD 550

面對全球化，臺灣亟需走向國際，許多組織與教育單位希望發
展人員的國際能力及跨文化素養。本書作者以國際人才發展為

Editor’s
Selection

主軸，並從多年跨文化學習相關的研究與教學中，萃取重要內
容，說明培育國際能力所應具備的核心理論與概念、實務案例
演練，以及跨文化學習方案之規劃。

培育未來人才：T型人才工作坊
康仕仲、劉佩玲／主編

ISBN 9789864371327

NTD 520

真實世界裡的問題往往複雜又充滿不確定，常讓傳統學校教育培
育出的單一專長「I型人才」一籌莫展。因此，兼具專業與跨域
視野的「T型人才」也就應運而生：T的垂直筆劃象徵對專精領域
的深入，水平筆劃則代表對於其他領域的廣泛涉獵與整合能力。

台灣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行為研究回顧
人力資源管理學報編委會／主編

ISBN 9789869080804

NTD 480

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行為（OB/HR）是臺灣一般管理領域中的熱
門研究議題，近年來研究內容範疇十分豐富廣泛，研究方法也
日趨嚴謹。本書自《人力資源管理學報》精選8篇專刊期望協助
臺灣研究者得以深化研究領域的知識，並能作為銜接理論與實
務之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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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專書

數位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高震峰／著

ISBN 9789864371556

NTD 720

數位科技改變了人類的視覺環境，也為當代藝術教育帶來契機，本書
即是藝術教育界對數位時代的回應。聚焦於數位視覺文化藝術教育之
理論與實務，探討兩大面向：數位視覺文化時代下，藝術教育對個體之
藝術思維與主體意識的學習意義及價值，以及當代數位科技於藝術教
學場域的應用策略與實務機制。

匍匐在高教改革的路上
賀德芬／著

ISBN 9789864371457

NTD 420

本書為賀德芬教授參與臺灣高教改革之全紀錄，作者推動及參與臺灣
高教改革多年，堪為臺灣高教之見證者。內容對臺大教授聯誼會、大
學教育改革促進會、臺大鏡社等有詳細記載，並對私立大學理想與現
實之差距與弊端加以探討、點出了當前大學教育的狀況與問題，並進
一步探討各項重要議題，例如教授治校、軍訓教育等。

現代教育與心理統計學
吳柏林、謝名娟／著

ISBN 9789866286223

NTD 600

本書擺脫傳統統計學給人的艱澀難懂印象，除傳統統計理論與方法外，
適度加入：統計軟體繪圖、人工智慧、無母數統計檢定，測驗統計等新的
統計觀念與方法，是專為教育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生或研究人員所設
計的統計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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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精選

語言與教學專

書

對外華語文化教學實證研究⸺
以跨文化溝通與第二文化習得為導向
朱我芯／著

ISBN 9789577528940

NTD 650

本書為作者五年來耕耘對外華語文教學領域的成果，以跨文化溝通

Editor’s
Selection

與第二文化習得為目標、實證研究為特色，體現視訊、多媒體、教
室等三種學習場域的華語文化教學方法，利於教師精準利用各種學
習場域的優勢特點，發展以文化應用能力為導向的專門文化課程教
學，使學生同時習得華語與文化，並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

語言與國族的文化辯證：法語的案例
陳健宏／著

ISBN 9789866286155

NTD 400

本書遵循外在語言學的方法，透過文化研究的視野，由語言傳播發
展歷史的角度審視法國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及所隱含之國際政治
權力的運作架構，並針對主流與非主流之陳述反映當時與當地的體
系價值。在今日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下，跨越國家、語系的疆界，在
發言主體之內、發言主體之間形成複雜萬端的認知辯證。

空中阿拉伯語
利傳田／著

《空中阿拉伯語》系列專書，搭配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有聲教學：realner.ner.gov.tw，是阿拉伯語的入門
寶典。配合電台的重複播音教學，方便讀者能對照讀
本聽講，增強學習效果。空中阿拉伯語的各個講次特
別著重標準阿拉伯語文的講授，學習者能在最短的時
間內學到各種正式場合、商務活動、報章、雜誌、廣
播電視所使用的通用阿拉伯語。
第1冊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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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冊

ISBN 9789868518223 2009年5月 NTD 417
ISBN 9789866286025 2010年1月 NTD 458
ISBN 9789868430785 2009年4月 NTD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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