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東華大學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
姓名
最高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許學仁

英文名稱 Hsu Hsueh-Jen

現職/起迄：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1984-2007/2007-2010
專長：
1.文字學（古文字學）

2.訓詁學

3.楚辭與楚文化

4.語文領域課程教學與評量 5. 出土文獻與民間文學
6. 中國文獻學
聯絡Email：hsu.snowman@gmail.com

■研究（2003.8～2008.7）

注意事項：
（一） 請詳列個人申請截止日前五年內（此段期間曾懷孕及生產者，得延長至七年內（2001.8～2008.7）
，但須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發表之學術性著作，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並
請依各類著作之重要性自行排列先後順序。
（二） 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務必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序，通訊作者請加註*。）
、出
版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
、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
（三） 若期刊屬於SCI、EI、SSCI 或 A&HCI 等時，請註明。

一、期刊論文：
A、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
許學仁，2006年9月，
〈楚地出土文獻與《楚辭》研究之“ 宏觀” “ 微觀” 考察〉，《先秦兩
漢學術學報》第六期，輔仁大學中文系，頁 89-106。
許學仁，2009年4月〈出土文獻中的孔門弟子形象瑣記〉，國際儒學聯合會編《國際儒學研究》
第十七輯，頁416-436，北京‧ 九州出版社。（ISBN978-7-5108-0263-8）
許學仁，2010年3月〈“ 存古” 與“ 合時” ─ 兩漢至唐代之正字運動管窺〉， 《傳統中國研
究集刊》第七輯，頁153-169，2010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978-7-208-09142-9）
許學仁，2010年3月20日〈楚系簡帛文字字典編纂實務管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人文處《國科會中文學門小學類92-97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頁1-10。
許學仁，2011年12月〈從「說白到字」看漢字結構分析與別裁〉，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
文文學系《東華漢學》第14期‧ 頁193-216。
許學仁，2013年8月〈臺灣國語辭典的數位化現況與未來〉（中韓文雙語版），韓國‧檀國大學
校東洋學研究院《東洋學》第五十四輯‧ 別冊，頁24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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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仁，2013 年7 月〈異體字整理的幾個面向〉，財團法人景伊文化藝術基金會《紀念林景
伊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77-100。
二、專書及專書論文：
許學仁，2004年9月，〈信陽長台關《竹書》的性質定位與內涵開展〉，《許錟輝教授七秩祝
壽論文集》（光碟版），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頁1-17。
許學仁，2006 年12 月，〈出土文獻中先秦儒家德目考辨拾掇二則〉，上海中國社會科學院編
《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頁288-293。
許學仁，2007 年5 月，〈由古文字談六書之假借─ 以甲骨卜辭文書為例〉，中國文字學會主
編《文字論叢》第三輯，文史哲出版社，頁53-78。
許學仁，2009 年10 月，〈讀高仲華先生〈古文字與古語言〉書後〉，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高明教授百歲冥誕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09 年10月，頁323334）。
許學仁，2010 年12 月，〈時習禮樂的子游〉，中華民國孔孟學會審訂《孔子弟子言行傳》
（下冊），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12 月，頁27-48。
許學仁，2011 年04 月，〈楚系簡帛文字字典編纂實務管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國科會中文學門小學類92-97 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頁321-330。
許學仁，2011年12月〈從「說白到字」看漢字結構分析與別裁〉，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
文文學系《東華漢學》第14期‧ 頁193-216。
許學仁，2013年8月〈臺灣國語辭典的數位化現況與未來〉（中韓文雙語版），韓國‧檀國大學
校東洋學研究院《東洋學》第五十四輯‧ 別冊，頁247-286。
許學仁，2013 年7 月〈異體字整理的幾個面向〉，財團法人景伊文化藝術基金會《紀念林景
伊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77-100。
三、研討會論文：
許學仁，2003 年11 月，〈化「有限」為「無垠」─ 本國語文教學時數不足的困境與突破〉，
《【九年一貫課程本國語文學習領域理念與實務的對話】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許學仁，2005 年11 月26-27 日，〈楚地出土文獻與《楚辭》研究之“ 宏觀” “ 微觀”考
察〉，輔仁大學中文系主辦《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上下求索─《楚辭》的文學藝
術與文化觀照論文集》，頁251-262（1-14）。（正式刊載《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六期，輔
仁大學中文系，頁89-106。）
許學仁，2006 年05 月，〈漢字思維與漢字教學〉，【第二屆漢字文化節學術研討會─ 正體字
與簡體字的全方位對話】論文集，台北市台北市文化局。（正式刊載《第二屆漢字文化節學術
研討會─ 正體字與簡體字的全方位對話論文集》，台北市台北市文化局。）
許學仁，2006年10月28日〈戰國文字研究面向的回顧與前瞻〉，《文字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中華書道學會，頁陸1-46。
許學仁，2007 年10 月〈漢字教學的理據與策略〉，中國北京‧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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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暨與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第八屆國際漢字研討會論文集》，頁159-171。（將正式
刊載《中國文字學報》第三輯，北京‧ 商務印書館）
許學仁，2008 年10 月4-5 日〈讀高仲華先生〈古文字與古語言〉書後〉，國立政治大學中文
系【高明教授百歲冥誕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頁1-10。（已正式刊《高明教授百歲冥誕紀念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09 年10 月，頁325-336）。
許學仁，2008 年10 月30 日〈從「拆白道字」看現代漢字結構分析的困境與權宜〉，《漢字
運用與國(華)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頁457-469。
許學仁，2009 年4 月〈出土文獻中的孔門弟子形象瑣記〉，《2009“ 海峽兩岸儒學交流研討
會” 論文集》，國際儒學聯合會‧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頁174-186。
許學仁，2009 年7 月，〈古漢字標準數位編碼區塊芻議〉，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北京師範大
學辭書研究與編纂中心【《康熙字典》暨詞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光碟版），頁1-10。
許學仁，2009 年12 月，〈識字與構詞─ 漢語教學的選擇與實踐〉，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應用外語學系‧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主辦《2009 年華語文與華文化教育國際學術論文集》，
頁231-241。
許學仁，2009 年12 月21 日，〈漢字文化圈字形溝通芻議〉，﹝ 韓國﹞ 國際漢字振興協議會
主辦《第九屆國際漢字文化學術大會發表論文集》，頁134-143。
許學仁，2009 年4 月〈出土文獻中的孔門弟子形象瑣記〉，國際儒學聯合會編《國際儒學研
究》第十七輯，頁416-436，北京‧ 九州出版社。（ISBN978-7-5108-0263-8）
許學仁，2010 年3 月〈“ 存古” 與“ 合時” ─ 兩漢至唐代之正字運動管窺〉， 《傳統中國
研究集刊》第七輯，頁153-169，2010 年3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978-7-208-091429）
許學仁，2010 年3 月20 日〈楚系簡帛文字字典編纂實務管窺〉，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
人文處《國科會中文學門小學類92-97 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頁1-10，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許學仁，2010 年6 月〈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定心固氣》疏義〉，《2010 年海峽兩岸儒學交
流研討會論文集》，頁235-245，中華孔孟學會編印，世界華文出版社。（ISBN978-9578505-46-9）
許學仁，2010 年10 月〈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語境」問題〉，安養大學台灣研究所．
銘傳大學首爾台灣教育中心主辦《第二屆台灣研究所‧ 台灣教育中心學術大會－中國語文學研
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頁7-17，安養大學台灣研究所。
許學仁，2010 年11 月〈漢字教學的理據與策略〉，《中國文字學報》第三輯，頁264-280，
北京‧ 商務印書館。
許學仁，2011 年5 月〈異體字整理的幾個面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景伊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紀念林景伊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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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仁，2012 年5 月〈《上海博物（八）館藏戰國楚竹書》中子游史料集佚─ 〈魯司寇寄言
游於逡楚〉篇斠理〉，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
《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1。
許學仁，2012 年10 月〈齊楚金文及戰國齊陶中「○ 【弌┼ 日】」、「○ 【弍┼ 日】 」獻
疑〉，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第十九屆年會論文集》。
許學仁，2013年2月〈臺灣國語辭典的數位化現況與未來〉（中韓文雙語版），韓國‧檀國大學
校東洋學研究院主辦《“ 東亞漢字辭典之數位化現況和未來” 辭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頁1-24。
許學仁，2014年8月〈漢字形體研究斷鏈管窺〉，澳門漢字學會主辦《兩岸四地漢字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2。
四、三年內之研究計畫（2005.8～2008.7）：
起迄年月

研究計畫名稱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

計畫經費

補助單位

許學仁

100,000

教育部顧問室

許學仁

535,000

國科會人文處

許學仁

837,000

國科會人文處

許學仁

859,000

國科會人文

許學仁

749,000

國科會人文處

許學仁

611,000

國科會人文處

許學仁

520,000

國科會人文處

人文社會科學史料典籍研
94/08-95/07

讀計畫：古代文獻與出土
文物史料典籍詮釋研讀計
劃
整合型研究計畫：楚系簡

94/08/01-

帛文字字典基礎工程研究

95/07/31

計畫（一）（NSC942411-H-026-007）
整合型研究計畫：楚系簡

95/08/0196/07/31

帛文字字典基礎工程研究
計畫（二）
（ NSC95-2411-H-026004）
整合型研究計畫：楚系簡

96/08/01-

帛文字字典基礎工程研究

97/07/31

計畫（三）（NSC962411-H-259-019）
整合型研究計畫：楚系簡

97/08/01-

帛文字字典編纂工程研究

98/07/31

計畫（一）（NSC972410-H-259-051）
整合型研究計畫：楚系簡

98/08/01-

帛文字字典編纂工程研究

99/07/31

計畫（二）（NSC 982410-H-259-051）

99/08/01-

整合型研究計畫：楚系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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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31

帛文字字典編纂工程研究
計畫（三）（NSC 99 2410-H-259-078）

98/01-98/12
102/08/01103/07/31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音讀修訂工作

李鍌/許學仁

3, 400,000

教育部國語會

許學仁

461,000

國科會人文處

先秦兩漢兵學出土文獻研
究NSC 102-2410-H-259
-034 -

■教學（2005.8～2008.7）
三年內開授課程
學年度

課程名稱(必/選)

學分數

選修人數

2/2

38

中國古文字學（簡帛文字選讀）

2

10

中國古文字學（甲骨文字選讀）

2

訓詁學

97

2

中國文獻學讀書指導
語文課程教學與評量（碩）
中國文字學專題研究（碩）
古文字學專題研究（碩）
國音及說話

3

6

3

6

2

6

2/2

中國古文字學（甲骨文字選讀）

2

讀書指導

2

語文領域教學評量研究（碩）

3

15

中國文字學專題研究（碩）

3

11

國音及說話

2

訓詁學

95

21

38

訓詁學

96

3

2/2

中國古文字學（甲骨文字選讀）

2

讀書指導

2

出土文獻與民間文學研究（博/碩）

3

3

國語文課程教學評量專題研究（博）

3

1

實用應用文

2

5

三年內指導研究生狀況
學年度

碩士班(人)

博士班(人)

97

2

1

96

2

1

95

5

1

畢業人數
碩士

博士

1

■服務（2005.8～2008.7）
專業學術服務工作項目
年月
96/08/0198/07/31
96/08/0198/07/31
97/08/0198/07/31
98/08/0199/07/31
99/08/01100/07/31
100/08/01101/07/31
101/08/01102/07/31
102/08/01103/07/31
103/08/01104/07/31
98/08/0199/07/31
99/08/01100/07/31

校內/校外
教育部
教育部

項目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小組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
組）國語文學習領域委員
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指引之國語文科能力專案小組委員兼東區輔
導小組召集人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九十七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國國語文學習領域顧問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九十八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國國語文學習領域顧問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九十九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國國語文學習領域顧問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一○ ○ 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國國語文學習領域顧問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一○ 一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國國語文學習領域顧問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一○ 二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國國語文學習領域顧問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一○ 三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國國語文學習領域顧問

教育部
教育部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 課程與教學輔導組─ 語文學習
領域國語文組輔導群常務委員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 課程與教學輔導組─ 語文學習
領域國語文組輔導群常務委員

98/07-99/05

教育部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

99/06-100/12

教育部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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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3-104/03

教育部

102/2-104/1

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部本國語文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總編輯

■教學與研究獎勵（2005.8～2008.7）
學年度

校內/校外

項目

97
96
95
獲頒第二十四屆中興文藝獎漢學

90
以上資料屬實。填表人簽名：

研發獎獎章
（電子檔免填）
，填表日期：201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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