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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Expert Briefings？
Emerald 與 Oxford Analytica 攜手合作，透過 emerald.com/insight 提供 Expert Briefings。
汲取獨立業界領導人和學者對政治、社會與經濟事件的公正分析，Expert Briefings 嚴謹探討
全球、區域與國家層級新興趨勢與發展的意涵與影響。

Expert Briefings 如何幫助我？

緊跟時事

您隨時信手拈來，都有最新的現實
世界範例可用在實際教學中，向學

生說明理論與概念。

節省時間

我們的分析從多種來源中擷取精華，
挑選出最主要的事實，並連同必要
的脈絡資訊一起呈現，因此能夠立

即於課堂中使用。

備受信賴的客觀內容

Expert Briefings 團隊會審查所有內
容，揪出並剔除偏見的技術已發展

超過 40 年。

Expert Briefings 如何幫助學生？

開發核心技能

Expert Briefings 從學術界與政治界
決策者的見解中提取精華。運用這些

見解，可讓學生練習以未來在職涯
中將採用的方式來使用與表達資訊。

啟發明日的決策者

我們的內容資訊為全世界的政府和
企業服務，而您的學生也可取用相
同的分析內容，汲取在地乃至於全

世界頭條的事件分析。

從大一新生到研究生都可上手

Expert Briefings 以簡單的英文撰
寫，風格力求易讀，讓各層級的學生

和非英語系人士都能輕易使用。



教學觀念
Expert Briefings 可為教學帶來新的視角。以下為目前全世界的學生使用我們內容的方式：

我們的 Expert Briefings 每月精選電子郵件，除了分析文章還包含教
學的訣竅與點子，供您用於教導學生。請到以下網址註冊：

tk.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monthly-pick

•  課堂討論 - 提供學生一則較短的Expert Briefings 

(約 200 字)，請學生在課堂開頭先朗讀出來，拋
出討論的重點，讓學生運用自己正在研究的理論
和概念作解讀。

•  全球商業策略 - 指定一個國家給個別學生或小
組。請學生想像自己代表一家公司，要在該國成
立辦公室。在一整個月裡，學生都能利用 Expert 

Briefings 在課堂中評估與回報商機與威脅。

•  政治風險分析 –指派需要密切觀察的在地或全球
議題給學生。請學生想像自己要為政府或企業中
的決策者提出建議。從發展中的現況中，他們應
吸取哪些資訊來做出政策決策？

•  個案研究課程 – 如果您會和學生一起研讀個案研
究，可要求學生利用 Expert Briefings 補足個案研
究所處時空的額外脈絡，或請他們置換到現代，
為個案研究賦予新的意義。

•  更新課程教材 - 較長的Expert Briefings (約 
1,200 字) 可成為理想的補充性讀物，讓學生接
觸最新時事，這是圖書及期刊文章辦不到的事。
這些內容也非常適合讓您用於更新授課投影片和
筆記，讓您的素材反映出不斷變動的世界。



方法學。 

Expert Briefings 如何生成？
要從大量複雜紛亂，甚至有時仍不明確的資訊中發展出清晰的遠見卓識，首先要從混亂的雜
音中區分出訊號，然後讓這些訊號接受嚴謹的分析。

經由分析得出的見解，就成為當今的政府、決策者和商業專家進行決策
時的資訊來源。

口耳相傳

官方來源 社群媒體 Podcast與
報紙

法律與法規
資料

新聞媒體學術研究 廣播電台資料庫

雜音中的訊號

嚴謹分析

判斷

可據以行動的見解

為分析附加價值

由資深顧問掌握與驗證分析涵蓋內容

領域
權威

由超過 1500 名學者、決策者、法規制定
者和產業專家提出對象明確的見解

全球 

專家網絡

由地區性及領域專家確保可據以行動、
及時且量身訂製的分析內容

內部團隊

降低音量

認識分析師
來自全球專家網絡超過 1500 名的投稿人雖然都維持匿名，但您可以在我們的網站認識分析師及領域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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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信賴、嚴謹且準確
在定性分析中，偏見是最基本的錯誤之一。社會科學研究顯示，我們經常在歸納結論時，弄錯需要優
先考量的事實證據。這或許是因為我們都想要重新確認過去的發現，或想利用最唾手可得的證據，或
太急於串聯不相關的資料。

同儕審查  
分析內容皆經由內部與外部專家的評論，藉此
揪出偏見，提供嚴謹、具挑戰性的論點，卻也

坦然接受新觀點。

跨學科 
全球許多經濟議題都跨越地區和主題；在經過不
同領域的專家分析之後，任何領域中的固有盲點

都會浮上檯面。

匿名
投稿人皆為匿名，因此所報導的事件事實不受限制。

獨立
Oxford Analytica 為獨立組織， 

所以不受黨派或意識形態主張所限。

Oxford Anlytica  
的專家如何避免偏見？



觸及全球議題的核心

在地議題，全球衝擊

俄羅斯／獨立國協
西方世界與俄羅斯的摩擦
俄羅斯面臨的緩慢經濟成長
烏克蘭的紛擾衝突
總統普丁的風險規避
亞塞拜然軍事獲利改變了權力平衡
深植烏茲別克的經濟改革
哈薩克的決策者似乎已準備好實施經濟
改革

北美
美國 2020 年大選
美國關稅問題
美國與伊朗緊張關係
美國與北韓關係
加拿大少數派政府
加拿大政治歧見
美俄關係

拉丁美洲
墨西哥的政治轉型承諾
阿根廷選後的不確定性
巴西的改革停滯與當地
COVID-19 確診案例居高不下
玻利維亞的政治緊繃情勢
委內瑞拉的政治緊張高漲
古巴眼前的嚴峻政經挑戰
烏拉圭的經濟趨緩
智利難以實現機會與改革的承
諾，抗議可能再起
牙買加的經濟情勢

亞太地區
中美緊張關係
印度總理莫迪的國家主義式政策
日本財經風險壓力
泰國的軍事統治
民主運動人士開始在香港劃分陣營並且敵對中國
巴基斯坦的 IMF 貸款
越南的貪腐困境
澳洲政府贏得連任然遭遇氣候變遷等難題
緬甸的和平進程
北韓、核武與國際制裁
澳洲將緊拉與、歐洲、太平洋地區和華盛頓的的關係
印尼總統可能發現其權威遭議會挑戰
馬來西亞對外交政策的檢視
孟加拉遷移難民到島嶼的計畫充滿爭議
紐西蘭計畫擴大外交與貿易連結
斯里蘭卡的宗教衝突

中東與非洲
南非的結構改革面臨反對
伊朗軍事活動
埃及和土耳其能創造出可行的關係嗎？
敘利亞的國際參與
利比亞的雙政府
以色列選舉的不穩定性
奈及利亞脆弱的復原狀態
衣索比亞的全面改革行動
卡達及阿拉伯的利益變遷可能有助於促成
波斯灣和平
土耳其必須盡快達成經濟改革的承諾
黎巴嫩經濟危機可能對軍事中立帶來威脅
約旦將悄悄重新定位人權議題
蘇丹的民主轉型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緊繃關係
葉門軍事活動升級
奈及利亞的種族與宗教分裂問題
伊拉克持續的危險情勢
肯亞 2022 大選
突尼西亞的經濟改革

歐洲
英國及脫歐影響
英國的遲緩成長
希臘及其踉踉蹌蹌的經濟
德國權力困境
波蘭聯合政府內部的分歧
西班牙的不穩政局
COVID-19 危機下，歐洲懷疑主義可能在義大利
興起
匈牙利與布達佩斯的「基督教自由主義」
羅馬尼亞商業因貪腐的政治階級而遭遇挫敗
歐盟監視下，保加利亞仍無力對抗貪腐與組織犯罪

近期區域性新聞實例：

氣候變遷 COVID-19 疫情 網路安全 即將到來的選舉

全球經濟 全球治理 人力資本 恐怖主義



挖掘 
Expert 
Briefings 
內容

訂閱

每日出版，針對全球當下發生的事件提供即時分析。

可存取 2022和 2021 年發行的每期最新  
Daily Briefing，以及 2015 到 2020 年間出版的六年份

典藏內容。

購買

六年份典藏內容，超過 29,000 份簡報，提供事件時間軸
及事件對世界各大困境挑戰帶來的影響。

一次付款即可享有 2015 到 2020年間出版內容的永久存
取權。

瀏覽免費精選內容
我們整理了過去兩個月的數份Expert Briefings簡報，並提供免費存取。

您也可以註冊收取 Expert Briefings 每月精選電子郵件，讓最新的免費精選簡報直接寄
到您的信箱，內含可運用在教學中的訣竅和提案。

tk.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monthly-pick

訂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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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年來，積極支持新思維一直是 Emerald 的核心。我們的核
心精神是滴水涓流地幫助改變現況，讓在學術界或實際從事產業
界工作的人們可以一起在積極改變現實世界做出積極的改變。

我們的出版物與出版服務幫助研究人員，以有意義與及時的方式
闡述其故事，提供創新的工具與服務以建立有影響力的研究。

聯絡我們關於Emerald Publishing

新內容／選輯：
黃婷鈺 Thelmal Huang thuang@emerald.com

後勤支援：
support@emerald.com

前往網站：
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

歡迎加入我們，發揮 真正的影響力。

圖書管理員工具包
存取與驗證資訊、使用者指南、圖書館推廣素材、使用報告指南與探索資源。

tk.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librarian-toolkit

探索與瀏覽
影響力卓著的豐富
社會科學研究內容
emerald.com/insight

選擇途徑
•  按照期刊、書籍、案例研究和 Expert Briefings 瀏覽
•  將特定字詞輸入快速及進階搜尋功能
•  限制搜尋結果，只顯示開放存取或您有權檢視的

內容

輕鬆導覽
•  可預期的瀏覽方式與簡潔的介面
•  可排序搜尋結果並套用類型、日期、主題和國家

等內容篩選條件
•  內容預覽及結構化摘要有助於您決定是否要閱讀

或繼續搜尋

探索新途徑
•  相關內容建議可提供新觀點的啟發
•  選取「關鍵字」有助於研究多重學科的主題
•  所有內容皆可並排顯示一目瞭然

打造專屬瀏覽歷程
•  在任何裝置上皆可提供遠端多使用者存取
•  以 HTML、PDF、EPUB 格式檢視，並直接從平台

下載引文
•  透過使用者個人檔案，您可以設定內容提醒，並

將搜尋儲存到稍後詳閱

方便探索與存取
•  支援各式所有主流驗證登入方法，包括 IP、 

EZproxy、經由 Shibboleth/OpenAthens 的同盟存
取、Referring參照 URL，以及 Google CASA等。 
可根據組織要求提供所需存取次數如有需要, 亦可提
供OAN (Organization Access Number) , 方便讀者院
外連線使用

•  SeamlessAccess 強化了我們服務內容，可支援所
有參與組織的同盟存取方便讀者無縫整合查詢

•  包括 ALMA、EBSCO EDS、Primo、Summon、 
WorldCAT 在內，在所有主流探索系統皆提供索引功能

• KBART 和 MARC 記錄開放下載
•  Emerald Insight 致力遵守 W3C AA 和 US 

Section 508 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