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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賢 先秦政治思想典籍導讀

社會科學統計方法

政治系

黃紀

更新日期：105年1月5日

狀態

論語今註今譯

綜圖指參

新譯墨子讀本

綜圖指參

老子釋義

綜圖指參

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

綜圖指參

老子研究

綜圖指參

老子校正

綜圖指參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4th ed.

綜圖指參

A mathematical primer for social statistics

綜圖指參

量化硏究與統計分析 : SPSS(PASW)資料分析範例

綜圖指參

R軟體 : 應用統計方法

綜圖指參

Basic math for social scientists : concepts

綜圖指參

Essential mathematics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綜圖指參

SPSS與研究方法 = Statistical prodcuts and services
solution

綜圖指參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綜圖指參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綜圖指參

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

綜圖指參

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

綜圖指參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綜圖指參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Generalized Causal Inferenc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經驗政治理論與方法 Science
Natural experi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 a designbased approach

綜圖指參
綜圖指參
綜圖指參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綜圖指參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綜圖指參

The SA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綜圖指參

Counterfactuals and Causal Inferenc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Research(2nd edition)/

綜圖指參

Field Experiments: Desig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綜圖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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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propensity scores in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綜圖指參
社會科學統計方法實習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

綜圖指參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綜圖指參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綜圖指參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綜圖指參

The organizational state : social choice in national
policy domains

綜圖指參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綜圖指參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綜圖指參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綜圖指參
Century.
Fortunes of feminism :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綜圖指參
to neoliberal crisis
政治系

郭承天 比較政治理論與方法

Feminism and Politics

綜圖指參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綜圖指參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綜圖指參

Mad money : 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

綜圖指參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綜圖指參

Liberal Nationalism

綜圖指參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綜圖指參
Spread of Nationalism
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 a Red and
綜圖指參
Green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系

民族系

蔡中民

張慧端

政治經濟學

文化資產保存

生態政治學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2nd ed.

綜圖指參

Rising China and Asian Democratization: Socialization
to “Global Culture” in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綜圖指參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er : markets as institutions

綜圖指參

文化與發展：批判性導論

綜圖指參

文化全球化

綜圖指參

文化遺產：鑑定、保存與管理

綜圖指參

溼地.石化.島嶼想像

綜圖指參

生物多樣性的早餐 : 破壞雨林的政治生態學

綜圖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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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審議與民主行政
公行系

杜文苓

質性研究

財政系

經濟系

羅光達

毛維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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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

經濟名著選讀

狀態

大地,非石油 : 氣候危機時代下的環境正義

綜圖指參

永續之殤 : 從高雄氣爆解析環境正義與轉型怠惰

綜圖指參

審議民主指南 : 廿一世紀公民參與的有效策略

綜圖指參

社會科學質的研究

綜圖指參

以身為度.如是我做 : 田野工作的教與學

綜圖指參

好硏究怎麼做 : 從理論.方法.證據構思硏究問題

綜圖指參

意外多重奏 : STS如何重組真相

綜圖指參

we

綜圖指參

Basic Business Statistic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13th Edition,
Basic Business Statistic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12th Edition

綜圖指參
綜圖指參

應用統計學，第四版修訂版

綜圖指參

Small is beautiful :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綜圖指參

More heat than light :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nomics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綜圖指參
綜圖指參

Thinking, fast and slow

綜圖指參

This time is different :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綜圖指參

〈印度的民族問題〉，《世界民族概論》，第五篇第一
李健，〈印度分裂與印巴糾紛（上）〉，《中華戰略學
刊》，81-春（1992年3月），頁126-156
李健，〈印度分裂與印巴糾紛（下）〉，《中華戰略學
刊》，81-秋（1992年9月），頁46-70
姜書益，〈由喀什米爾紛爭透視印、巴衝突今昔〉，《歷
史月刊》128（民87年10月），頁58-67。
姜書益，〈喀什米爾問題與印度--巴基斯坦關係〉，《外
交部通訊》，22:9（民88年6月），頁48-53。
黃鴻釗，〈紛爭不息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歷史月刊》
175（民91年8月），頁45-51。
陳文賢，〈美國反恐行動下的印度與巴基斯坦關係〉，
《國際事務季刊》2（民91年春），頁102-121。
〈斯里蘭卡僧泰民族衝突的由來和前景〉，《世界民族概
論》，第五篇第二章。
張旭，〈斯里蘭卡民族問題的起因和前景〉，《歷史月
刊》200（民93年9月），頁90-97。

專書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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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澤、張世強，〈論濕婆信仰復興運動與種姓制度對於
當代斯里蘭卡泰米爾民族運動發展之影響〉，《問題與研
究》，46:3（民96年7-9月），頁31-84。
張世澤、張世強，〈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與民粹民主對於
斯里蘭卡族群衝突激化的影響〉，《問題與研究》，45:2
（民95年3-4月），頁61-109。
張育銓，〈語言在斯里蘭卡內戰與族群衝突中的定位〉，
《育達科大學報》，24（民99年9月），頁167-178。
〈海外華族的形成與發展〉，《世界民族概論》（北京：
中央民族學院，1993），第五篇第五章。
陳鴻瑜，〈印尼排華史略〉，《歷史月刊》77（民83年6
月），頁99-104。
楊聰榮，〈從社會經濟觀點剖析經濟危機與印尼排華情
緒〉，《東南亞經貿投資研究》13（民90年9月），頁1Kim Shee Poon. “The May 1998 Anti-Chinese Riots in
Indonesi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laise?”《語文與
國際研究》1（民93年6月），頁177-190。
夏誠華，〈替罪羔羊：一九六０年前後印尼華人的處境〉
，《玄奘人文學報》6（民95年2月），頁149-169。
黃昆章，〈論印尼同化華人運動〉，《僑協雜誌》60（民
87年4月），頁12-21。
黃昆章，〈華人在印尼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及其成功因素〉
，《亞洲研究》8（民83年5月），頁51-67。
黃昆章，〈論印度尼西亞近期排華運動〉，《亞洲研究》
12（民84年2月），頁99-105。
黃昆章，〈蘇哈托下臺後印尼華人社會的變化及其前景〉
，《僑協雜誌》72（民90年6月），頁8-14。
Jahja H. Junus著、鍾凌峰譯，〈伊斯蘭與印尼華人的同
化--存亡繼絕之道〉，《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13（民90
年4月），頁61-65。
陳鴻瑜，〈東帝汶事件的回顧及前途展望〉，《歷史月
刊》128（民87年10月），頁41-49
莫大華，〈東帝汶獨立運動的緣起與困境〉，《問題與研
究》36:2（民86年2月），頁70-86。
唐玉禮，〈民族自決與獨立－已東帝汶獨立運動為例〉，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9卷1期（民99年6月），頁
童貴珊，〈重整中的新島國--東帝汶〉，《經典雜誌》116
（民97年3月），頁64-91。
郭正中，〈從東帝汶和亞齊的獨立運動看印尼政治民主化
的隱憂〉，《歷史教育》8（民90年12月），頁211PauloGorjao著，許瑞文譯，〈聯合國駐東帝汶過渡政府
的貢獻與教訓〉，《海華與東南亞研究》3:1（民92年1
月），頁36-62。
Brown Colin. “Indonesia East Timor and Australia.”
《澳洲研究》4（民93），頁37-73。
何宛倩，〈古代猶太人族群意識建構之探討--以《舊約聖
經》為例〉，《東吳歷史學報》10（民92年12月），頁
李景文 、張倩紅，〈論猶太民族的群體意識〉，《思與
言》，35卷4期（民86年12月），頁10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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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裕生，〈以色列及世界其他各地猶太人的民族認同意
識〉，楊灝城、朱克柔主編，《民族衝突和宗教爭端》（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191-218。
李昭容，〈十六、十七世紀西歐猶太人地位的轉變--以宗
教改革與重商主義為主的探討〉，《中正歷史學刊》3（民
89年6月），頁273-303。
杜子信，〈錫安主義的形成、演變及猶太人的復國〉，
《興大歷史學報》25（民101年6月），頁107-147。
「吉普賽人問題」，《世界民族概論》，第五篇第廿五
「永遠的異鄉客：吉普賽人」，《國家地理雜誌》（2001
年4月號），頁100-129。
Jonathan Fox and Betty Brown, “The Roma in the
Postcommunist Era,” Ted Robert Gurr, ed., Peoples
Versus States: Minorities at Risk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0), pp. 143-150.
Veronika Lukács, “Me, My Future and the School:
Gypsy Pupils' Perception of Formal Education in
Hungary.”《 臺灣國際研究季刊》4:1 (2008), pp. 127〈以色列的猶太移民政策〉，《世界民族概論》，第五篇
第四章。
劉雅玲，〈巴勒斯坦建國之路的滄桑歷程〉，《歷史月
刊》152（民89年9月），頁74-85。
朱張碧珠，〈九０年代以巴關係之分析〉，《政治科學論
叢》11（民88年12月），頁127-143。
謝福助，〈以、巴和平的問題與展望〉，《問題與研究》
，33卷10期（民83年10月），頁74-90。
吳釗燮，〈以色列佔領區之巴勒斯坦人抗爭對中東和平之
影響〉，《問題與研究》，33卷4期（1994年4月），頁
王鳳，〈巴勒斯坦與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權益〉，《民族衝
突和宗教爭端》，頁248-270。
趙雲俠，〈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歷史聯繫〉，《民族衝突
和宗教爭端》，頁271-295。
王志文，〈中東和平路徑圖所涉及之相關國際法議題〉，
《華岡法粹》32（民93年12月），頁1-36。
王志文，〈從國際法析論以色列復國與中東形勢之演變〉
，《華岡法粹》30（民92年12月），頁1-47。
謝國斌，〈以色列的族群政治〉，《臺灣國際研究季刊》
8:1（民101年春），頁103-131。
龍應台，《看世紀末向你走來》，頁281-319。
〈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問題〉，《世界民族概論》，第五篇
第三章。
朱克柔，〈庫爾德民族運動與庫爾德問題〉，《民族衝突
和宗教爭端》，頁83-127。
何思理﹐〈歷盡苦難的庫德族〉﹐《歷史月刊》40期（
1991年5月）﹐頁100-103。
莊尚武﹐〈庫德族與國際政治〉﹐《歷史月刊》90期（
1995年7月）﹐頁67-73。
唐玉禮〈分離權力與差異權力：以1920-1992的伊拉克庫
德族為例〉，《亞東學報》29期（2009年6月），頁285政大圖書館104學年度第1學期教授指定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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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問題

民族系

藍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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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玉禮、白中琫， 〈庫德族民族主義運動與民族認同之探
悉（19世紀末－1947）〉，《淡江人文社會學刊》46期（
2011年6月），頁73-106。
盧倩儀， 〈影響土耳其政府與境內庫德族關係之國際因
素〉，《問題與研究》49:2（2010年6月），頁39-64。
Frank Viviano，〈伊拉克庫德族〉﹐《National
Geographic》6:1（民95年1月）﹐頁2-27。
Ted Robert Gurr、Barbara Harff著，鄭又平等譯，《國
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台北：韋伯文化，1999），頁
40-60、134-144、163-169。
Ciment James. The Kurds: State and Minority in Turkey
Iraq and Ira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6.
Roman Szporluk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4) chapters 3 10-11.
Eden Naby “The Emerging Central Asia: Ethnic and
Religious Factions” in Mohiaddin Mesbahi ed.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after the Soviet Uni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4) pp. 34李玉珍，〈前蘇聯中亞各共和國的發展走向〉，《問題與
研究》，31卷9期（1992年9月），頁67-76。
〈中亞五國的滄桑與新焦點〉專輯，《歷史月刊》122期（
1998年3月），頁25-57。
周耿生，〈民族自決於中亞五國之實際〉，《馬偕護理專
科學校學報》，1（民90年5月），頁77-96。
周耿生，〈俄羅斯殖民文化對中亞的影響－以哈薩克為
例〉，傅仁坤主編，《中亞：政治、經濟、文化》（桃
園：清雲技術學院歐亞研究中心，2002），頁69-93。
周耿生，〈吉爾吉斯革命後的美俄中三邊關係〉，《人文
資源研究學報》，1（民100年11月），頁117-136。
金榮勇，〈中亞政治民主化困境的文化因素〉，《中亞學
報》5（民100年12月），頁1-10。
Michael Ignatieff, “Croatia and Serbia,” Blood and
Belonging, chapter1.
湯紹成，〈南斯拉夫的分裂與民族問題〉，《問題與研
究》，33卷4期（1994年4月），頁97-107。
洪茂雄，〈南斯拉夫之分裂和未來動向〉，《問題與研
究》，31卷1期（1992年1月），頁1-13。 洪茂雄，〈後
共產主義時期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的政經情勢〉，《中山
人文社會科學期刊》，7卷1期（1999年9月），頁49杜子信，〈南斯拉夫內戰之探討〉， 《俄情雜誌》，6卷2
期（民86年4月），頁50-73。
任遠，〈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歷史仇怨〉，《歷史月刊》
89期（民84年6月），頁102-113。
安東‧伯布勒著，彭恆忠譯，〈南斯拉夫軍隊與國家分裂〉
，《國防譯粹月刊》，21卷7期（民83年7月），頁21歐陽承新，〈南斯拉夫民族衝突與歷史背景與當代發展〉
，洪茂雄，〈前南斯拉夫分裂後的巴爾幹政局〉，蘇武，
〈從南斯拉夫歷史恩怨談科索沃危機〉，《歷史月刊》136
期（民88年5月），頁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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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豪人，〈在日朝鮮人的民族認同〉，台灣歷史學會編輯
委員會，《民族問題論文集》（台北：稻鄉，2000），頁
127-151。
洪聖哲，〈在日朝鮮人について〉，《文大日研學報》2
（民86年12月），頁53-59。
Yasunori Fukuoka "Koreans in Japan: Past and Present"
Saitama University Review Vol.31 No.1.
Michael Ignatieff “Germany” Blood and Belonging :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4) chapter 2. [320.54 I24]
Ted Robert Gurr、Barbara Harff著，鄭又平等譯，《國
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台北：韋伯文化，1999），頁
92-100、144-151、178-181。
雅隆．史沃雷、尼克．泰勒著，杜默譯，《新納粹風暴：
猶太記者深入德國追蹤報導》，台北：智庫，1995。
洪茂雄、楊傳裕，〈論德國新納粹主義：發展與衝擊〉，
《東亞季刊》，24卷3期（1993年1月），頁36-53。
吳東野，〈德國東部「右傾極端主義」崛起之探討〉，
《問題與研究》，31卷7期（1992年7月），頁65-73。
湯紹成，〈德國極右派勢力的發展〉，《問題與研究》，
37卷12期（民87年12月），頁79-88+107。
許仟，〈由社會心理分析德國新納粹興起之原因〉，《淡
江學報》33（民83年3月），頁615-623。
黃惠鈴，〈德國極右主義未來發展之評估〉，《俄情雜
誌》，5卷6期（民85年12月），頁24-37。
龍應台，《看世紀末向你走來》，頁154-280。
「西班牙的民族和地方自治共和體」，《世界民族概論》
，第五篇第十三章。
卓忠宏，「西班牙巴斯克分離主義之研究」，淡江大學歐
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林秀蘭，「從西班牙新憲法看其少數民族的自治問題」，
臺北：私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民76年5月。
邱稔壤，「西班牙阿斯納爾政府對巴斯克政黨支持恐怖主
義的立場」，《問題與研究》42卷5期（ 2003年9、10
月），頁 115-138。
邱稔壤，「西班牙巴斯克恐怖主義之發展與限制」，《問
題與研究》42卷4期（ 2003年7、8月），頁 47-73。
施正鋒，「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義的興起：對於一些解釋
變數的檢視」，《法政學報》第3期（ 1995年1月），頁
141-166。（英文）
Marianne Heiberg, The Making of the Basque N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管麗莉，「文化衝突與魁北克離合的抉擇」，《歷史月
刊》，第128期（1998年10月），頁50-57。
管麗莉，「加拿大魁北克分離運動述要」，《人文及社會
學科教學通訊》，9卷1期，頁83-105。
余建華，「多元文化的民族衝突與矛盾--加拿大魁北克問
題」，《歷史月刊》，民89年8月。
何東浩，「加拿大魁北克分離主義的演變」，《問題與研
究》，33卷9期，1994年9月，頁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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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浩、劉俊斐，「分離意識之因果探討－加拿大魁北克
民族問題個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國際人文年刊》，民83年6月。
林岩哲，「加拿大政局與魁北克新政府」，《問題與研
究》，33卷12期，1994年12月，頁25-33。
林岩哲，「一九九五年魁北克主權公民投票」，《美歐月
刊》10:12（民84年12月），頁61-72。
高朗，「魁北克問題與加拿大憲法改革」，《美歐月刊》
10:6（民84年6月），頁59-68。
奧田和彥，呂志堅譯，「魁北克和加拿大聯邦的未來」，
《加拿大研究》，民87年3月。
李鐵生，「民族自決與民主的困境:加拿大魁北克分離運
動」，《美歐季刊》，民86年6月。
朱諶，「加拿大魁北克民族獨統之爭」，《人文及社會學
科教學通訊》4:1（民82年6月），頁100-110。
朱諶，「加拿大魁北克民族運動」，收入邵宗海編，《族
群問題與族群關係》（臺北：幼獅文化，1995），頁143「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世界民族概論》，第五篇
第十六章。
張顯超、辛翠玲，「加拿大魁北克省（Québec）1995年
獨立公投研究」，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補助計畫成果
報告，2004年12月。
楊肅獻，「悲情國度：北愛爾蘭問題探源」，《歷史月
刊》，第84期(1995年1月)，頁92-105。
黃偉峰，「北愛爾蘭政教衝突及其和解路徑」，《歷史月
刊》，第128期(1998年10月)，頁34-40。
劉秋香，「北愛衝突起源及其和平進程的展望」，《歷史
月刊》，第198期(2004年7月)，頁52-64。
紀舜傑，「愛爾蘭的國家認同」，《臺灣國際研究季刊》
4;4 (2008年冬)，頁71-91。
施正鋒，「北愛爾蘭的和平」，《臺灣國際研究季刊》4;4
(2008年冬)，頁117-143。
張家瑞，「北愛爾蘭問題：衝突與和解」，碩士論文，國
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研究所，民87。
鍾文博，「北愛爾蘭和平協定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民89。
林繼彥，「北愛爾蘭族群衝突研究 : 根源、本質」，碩士論
文，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民91。
「英國的北愛爾蘭問題」，《世界民族概論》，第五篇第
十二章。
趙錦元，「英國的北愛爾蘭問題的前景」，《歐洲民族主
義發展新趨向》，第七章。
吳學燕，「北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問題」，《族群問題與
族群關係》，頁131-142。
Douglas Hyde作，沈富源譯，「愛爾蘭抵制英國化之必
要」，《中外文學》23:10（民84年3月），頁8-16。
「南非的種族隔離制」，《世界民族概論》，第五篇第六
王鳳生、顧長永，《種族衝突中南非的政經變局》，台
北：五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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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福助，「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之演變與展望」，《問題與
研究》33:3（民83年3月），頁81-101。
王鳳生，「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之政治經濟分析」，《問題
與研究》31:8（民81年8月），頁61-72。
顧長永，「南非白人的政治衝突」，《問題與研究》31:9
（民81年9月），頁46-53。
顧長永，「協商式政體：南非政治改革之路」，《問題與
研究》31:2（民81年2月），頁60-70。
顧長永，「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始末」，《中山社會科
學》6:3（民80年9月），頁140-152。
楊逢泰，「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族群關係」，《族群問
題與族群關係》，頁267-278。
魏千峰，「南非新憲法下之人權保障」，《思與言》，民
89年12月。
張臺麟，「一九九四年盧安達種族互殘的緣由與影響」，
《問題與研究》，民89年9月。
鄒念祖，「聯合國與盧安達人權：滅絕種族及其他罪行之
懲治」，《問題與研究》，民87年11月。
葉心慧，「千丘之國．百日之屠：盧安達的鎮靜與驛動」
，《經典》，民95年6月，頁54-77。
Michael Dravis, “Burundi in the 1990s: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Communal War,” Ted Robert
Gurr, ed., Peoples Versus States: Minorities at Risk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0), pp. 188-194.
Gerard Prunier, “Rwanda's Struggle to Recover from
Genocide,”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99.
Michael Brow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Ethnic Relations," Michael Brown and Šumit Ganguly,
eds.,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7), pp. 51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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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篇章

電子資源

專書篇章

世界民族概論

綜圖指參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

綜圖指參

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化外之民 : 猶太人的宿命與掙扎(13001750)

綜圖指參

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

綜圖指參

新納粹風暴 : 猶太記者深入德國追蹤報導

綜圖指參

種族衝突中南非的政經變局

綜圖指參

"Robert Gardner in Tahiti, or the rejection of realism"

教師自備

"The Yonomami films of Asch and Chagon"

教師自備

“Myths, Racism and Opportunism: Film and TV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an”

教師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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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民族學

狀態

Challenging Documentation-Realism: Three early
Experiments by Jean Rouch”

教師自備

〈語言文學學科包圍中的影視人類學〉

教師自備

〈影視人類學及其影片性質述論〉

教師自備

“Which Films Are the Ethnographic Films”

教師自備

“Put Down the Camera and Pick Up the Shovel: An
Interview with John Marshall"

教師自備

“The Camera People”

教師自備

“The Camera People”The Challenge of Observation
教師自備
and the Nature of Photography"
“Jean Rouch Talks About His Films to John Marshall
教師自備
and John Adams”
“Ethnography and Ethnographic Film: From Flaherty
教師自備
to Asch and After”
公行系

施能傑

行政組織

社工所

呂寶靜

社會工作管理

政治系

林超琦

日本政府與政治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Public Organizations

綜圖指參

追求卓越 : 人群服務組織管理

綜圖指參

社會工作管理 (第三版)

綜圖指參

日本政府與政治

綜圖指參

日本政治制度

綜圖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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