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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興起，台灣高等教育也面臨轉型，在追求台灣國際競爭力與影響力

的旅途中，所有大學都是生命共同體，面臨同樣的挑戰與難題，必須運用全體的智慧共體時艱，

共創未來。追求知識的路不應是單打獨鬥，而須合作共進，如同涓涓細流，匯成江海；台灣的學

術成就有賴於各大學的合作貢獻，共同發揮學術影響力，落實大學的社會責任。

本校為台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知識結構最為完備的高等學府，自建校以來，致力傳承人文社

會科學優良傳統，打造國際一流人文社會學術殿堂，更以培養具有人文法治素養、淑世利他情懷

以及文化融合力、視野國際化的新世紀領導人為重要使命。政大發展方向對於國內人文社會領域

絕對具有指標與帶領作用。

奠基於政大既有的領域優勢，商學管理、傳播、文學外語、國際關係、選舉研究等皆為國內

頂尖的研究領域，甚或馳名亞洲、斐聲國際。除了持續發揮既有優勢，隨著新科技的發展，政大

也思考如何融合理工與科技，結合人文社科研究與文理思維，開創具備政大人文特色的跨領域新

興領域。因此，近幾年政大發展了以認知神經科學為新元素之人文社會學、結合科技與人文思考

的數位人文學、智慧資本研究、服務創新等，皆為具備文理思維的前瞻領域。

《2015 年度政大研發年報》記錄了教研同仁的研究軌跡，更將研究成果和心得透過影像和文

字的紀錄化為永久的傳承。這份年報不只是過去成果的展現，更有濃厚的「薪傳」意味。學術研

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因此我們希望藉由教研同仁研究經驗的傳承，發揮志業薪傳的精

神，讓未來的研究者可以站在我們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遠。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藉由這份年報展現政大研究社群智慧的累積。學術研究應與社群相互

激盪，發揮集體智慧。因此，過去一年裡，我們相當鼓勵教研同仁籌組研究團隊等，積極與社群

互動。在教研同仁的努力下，我們也看見豐碩的成果；教研同仁不僅參與研究團隊，與社會密切

互動，也以台灣知識份子為己任，參與國際學術社群，發揮台灣的國際影響力。這樣的智慧累積

正是使政大未來能更上一層樓的優勢與關鍵。

知識的累積就像金字塔，需要一沙一土的縝密堆疊，過往的足跡我們都記錄在《2015 年度政

大研發年報》，透過這樣的紀錄，我們更能清晰看見政大所描繪的研發能量與知識成果。藉此，

我們期許能與國際重要社群交流與合作，提升政大研究能量，更在國際舞台展現深厚軟實力。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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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by the President
　　With the emerging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based economies,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is also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Al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challenges 
in their quest to improve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We should employ all 
our wisdom to overcome these hurdles to create a better tomorrow. The path of knowledge should not be 
walked alone, instead we should pool our efforts and work together with our faculty. In this light, Taiwan's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sh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cooperation among universities, to fulfill our 
collective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and exert our academic influence on our communit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ha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ields of any university in Taiwan. Since NCCU was first established, the university has dedicated 
itself to creating a legacy of the best traditions i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triving to 
become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this area, and working to realize NCCU's mission 
of cultiv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with global vision who possess a solid grounding in the 
humanities, a strong commitment to the rule of law, concern for others, and the ability to draw on the best 
elements of other cultures. The development path that NCCU follows leads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as a whole.

　　NCCU seeks to build on its existing strengths, which include excellence in the field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s,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lection studies, and 
others. In all of these areas, NCCU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within Taiwan, and also 
enjoys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Asia region and the wider global community. While developing these 
strengths, NCCU has also been responding to the rapid pace of change in technology by exploring ways 
to integr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reby further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and developing new field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at would embody NCCU's traditional strengt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this 
en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NCCU has focu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neuroscience 
into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n digital humanities that combine technology with liberal arts, 
on intellectual capital research, and on service innovation.

　　The 2015 NCCU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nual serves as an academic record of our faculties 
and researchers, presen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ast year through words and images. Additionally, it 
also represents a heritage for the University, so that future academics may gaze even farther beyond by 
standing upon these shoulders.

　　Additionally, this Annual shines with the accumulated wisdom of NCCU's research communities. 
As mentioned above, academic work should be a collaborative endeavor that employs all involved talent 
and inspirations. For this reason, our faculty and researchers have been encourag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other academic communiti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Such 
meaningful involvement in both our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ies consequently 
represent Taiwan's intellectual influence on a global stage. The wisdom accumulated through such 
endeavors is precisely the key advantage that will allow NCCU to further prosper in the future.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is akin to constructing a pyramid, requiring brick upon brick to be 
meticulously layered. The 2015 NCCU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nual bears witness to our work and 
sheds light on NCCU's research capacity. It is our hope that this Annual will facilitate NCCU's further 
collaboration with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ies, improve NCCU's academic capacity, 
and further display NCCU's soft power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President, Edward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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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政大研發年報》的出版匯集了政大豐沛的研究能量，是全校研究成果的精華結

晶。這份努力得來不易，要感謝所有教研同仁日以繼夜對於研究的熱忱和努力，也要感謝全校行

政人員在背後的支持與協助。因此，這份年報不僅要表達對於所有教研同仁的肯定，更要展現政

大的研究實力。

擔任研發長一年多來，感受到本校各單位豐沛的研究能量，不斷透過研究計畫、研討會、專

書期刊出版、社會實踐與服務，將艱深的學術研究轉化為平易近人的知識服務。在以人文社會科

學見長的政大中，我們很難用鉅額的計畫經費和研究收益來展現研究實力，政大所孕育的研究成

果是透過政策和制度建議對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透過專書和期刊出版將知識普及。這樣的努

力不易在追求各項量化指標的評鑑中凸顯，但卻實質地改變了社會；這就是政大的研究實力。

本處的業務自 2014 年 11 月中旬起除了原有的學術推廣、產學合作與學術評鑑以外，增加了

研創中心規劃管理及創立方與育成的業務，於 2015 年 2 月起又增加了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的業

務，擔負本校提升、補助與獎勵研究及推動產學合作的任務。本處所籌設的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

員會於 2015 年通過查核正式運作，不只提供本校計畫的倫理審查也接受外校的審查申請。研究

暨創新育成總中心於 2015 年 3 月正式運作以來，進駐的校級研究中心、數位人文團隊與創新育

成團隊，為政大打造了創新創業實踐的平台，並且營造了拔尖研究與產學合作的生態。

本處自 2015 年 10 月起發行研發處電子報，謝謝各教研單位提供相關資料，也希冀透過研發

年報的出刊，讓政大教研同仁的努力被社會看見。因此，我們收錄了各學院、校級研究中心以及

校內重要的研發成果，也見證政大不斷向跨領域研究邁進；除了本校向來見長的人文社會科學持

續豐收外，政大也藉由文理領域的碰撞，激發更多創新領域。

最後，十分感謝校內外各單位的協助，讓研發年報順利出刊。政大擁有豐富的研究能量，若

能持續發揮研究績效，開創學術新範疇、強化國際視野及研究的整合性，將更能發揮學術影響的

效果。在不久的將來，期盼政大能為台灣的國際學術地位，做出更大的貢獻。

國立政治大學研發長 劉幼琍

研發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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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by Dean Yu-li Liu
　　The 2015 NCCU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nual showcases the abundant academic capacity 
of the University's faculty through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We must thank our hard-working, 
enthusiastic and dedicated faculty, researchers and staff for this compilation, which underpins the 
University's strength in research.

　　I assumed the position of Dean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ver a year ago. Ever 
since then, I have never ceased to be impressed by the abundant academic capacity from all across the 
University. Through research projects, conferences, books and journal publication and social services, the 
University has transformed sophisticated academic knowledge into approachable practices and services. 
NCCU specializ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which our research competence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in terms of project budgets and returns on research, but our research and studies have had a great 
impact on society throughpolicy recommendation. Also, our books and journal publications have made 
knowledge accessible to people. These endeavors may not stand out immediately in common evaluations 
that utilize quantified indexes, but our influence has indeed improved society substantively. This reflects 
the University's competence in research.

　　Starting from mid-November 2014, apart from its existing role in encouraging academic activities, 
publishing academic papers, applying for research funding, inviting well-known scholars from Taiwan 
and overseas, in promo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the university sector, and in academic 
assessment, the NCC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as also give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new NCCU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ncubation Center and for 
incubation and start-up related matters. In addition, from February 2015 onwards the Office has been 
serving as the university's administrative offi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responsible for directing NCCU's efforts to promote, fund and reward research in relation to the 
Project and for the promotion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The Office's Human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passed assessment and formally began operations in 2015, providing ethical 
reviews for NCCU's research projects and also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or review from external bodies. 
The NCCU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ncubation Center formally commenced operation in March 2015; 
the university-level research centers,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teams and innovation/incubation teams 
that have located themselves in the Center are creating an impressive platform for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t NCCU, and are building an exemplary ecosystem for cutting-edge research and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We are hopeful that society as a whole would notice the University's efforts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Annual. For this reason, it includes all notable studies by all colleges, research centers and 
other entities within the University. Additionally, this Annual also bears witness to NCCU's progres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which we attempt to inspire creative works by encouraging exchanges 
betwee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applied science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all the colleges and research center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Annual. NCCU's research capacity, if utilized with efficiency, would achieve 
even greater heights with new academic possibilities,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vision, and 
implement more integrative projects. With these strengths, we are hopeful that the University will be able 
to further elevate Taiwan'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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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與中國研究 - 現代中國的形塑與區域安全」計畫主持人 王振寰副校長

借鏡歷史 

中大研剖析兩岸關係千絲萬縷
政大以社會人文科學聞名，不僅為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肯定，更是該計畫中唯一以社會科學聞名

的大學，也在台灣社會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尤其兩岸關係與中國研究領域，政大更是

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在該領域有拔尖卓越的表現。其中，又以副校長王振寰於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主任任內提出的「兩岸關係與中國研究」計畫，更加確立政大為台灣中國大陸研究的學術重鎮地

位。

政大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是國際探討中國議題的重要單位，除研究成績斐然外，與國際連結亦相當

深刻。2015 年 1 月，政大更代理頂大策略聯盟辦理第二屆「加州柏克萊分校亞洲博士論文寫作

工作坊」，建立跨科際、跨區域的連結目標。此外，亦舉辦多場國際研討會，包括「兩岸鄉村社

區營造與發展研討會」、「兩岸經濟發展與區域貿易整合研討會」等，皆邀請各國中國研究專家、

學者參與。

談到兩岸關係研究有趣的地方，王振寰表示兩岸關係發展能從「歷史」觀點出發，「從歷史找脈

絡」。他舉北宋遷徙南宋為例，不僅僅是政權上的移轉，也造成生活區域的遷徙，這樣的轉變經

常導致人民在「認同感」產生矛盾與問題，這歷史發展模式與近代兩岸關係極為相似，因此在進

行兩岸關係研究時，經常能從歷史得到啟發。

長期進行兩岸關係研究，王振寰不僅產出多篇論文，也出版多本著作，其研究也與時俱進，近年

來研究不只談中國經濟發展及中國當今社會現象，更著手研究中國「新能源政策」，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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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世界最大碳排放國的中國如何透過政策管控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對環境的汙染，進而減

少因環境污染等永續發展議題而發生的社會抗爭事件，達到安定社會的目標。

王振寰進一步指出，為有效減少社會抗爭事件以達到社會安定，中國深知「社區總體營造」是重

要的一環，因此對於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相當有興趣，像是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

科學院等等學術機關，積極與政大進行合作，不只從社會學角度出發，也學習台灣過往的經驗，

再以「社會創新」的方向發展。

「兩岸關係千絲萬縷」，難以用三言兩語簡單解釋清楚，因此王振寰善於利用「系統性批判思

維」，即「critical thinking」進行研究，不單著眼於單一事件的點，因為相信事件間會互相造成

影響，更會將許多類似事件連結一起，進而交織成一張廣大的網，並從大網中看見事件的根本問

題，再加以解決。

與研究台灣政策不同，王振寰表示做中國研究時最大的困難在於「獲取資料」，雖然中國當局定

期會公布統計數據、新聞稿等資料，但若想進一步得到中國官員的「政策思維」，則往往必須透

過各種管道，始得獲取第一手資料。

他也比較兩岸於政策制定上的差異，中國因民意壓力相對較少，政策規劃較長遠且具前瞻性；反

之，台灣因豐富多元的民意及民主政治過程，往往使得政策趨於短利，不易發展較長遠的規劃。

另外，也因為台灣政策制訂往往需經歷一段漫長的政治過程，而發展過程中的變化不可預期，政

策性研究不見得能被當政者看見、接受並採納，道出心中的無奈。

不過，即便政策性研究不見得能被看見，政大的社會研究對社會的影響力仍較其他尖端科技大，

才使政大能夠脫穎而出，獲得頂尖大學計畫補助。擔任政大邁向頂尖大學的重要推手，王振寰謙

虛表示這不只是他的個人努力，而是政大畢業及在校學生的優秀表現值得被看見。政大素來以人

文社會科學著稱，培育出無數優秀學子，不只在政府機關，在各所屬領域皆有著傑出表現，形成

一股強而有力的社會影響力，對社會貢獻良多，這正是政大最大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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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研中心所出版的《選舉研究》期刊，為台灣選舉政治研究的重要刊物。

深入選民心理 
選舉研究開拓政治更多可能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 1988 年正式成立，走過 27 個年頭，台灣的民主政治也快速的前進著。

政治與生活密不可分，「選舉」更是民主政治實踐的重要環節，身為「政治」大學，我們有這樣

一群人在「研究選舉」，默默地為台灣的政治發展研究更多的可能性，建構美好的理想藍圖。

選研中心主任蔡佳泓表示，選舉研究的焦點著重在「選民行為」和「選舉制度」。從研究選舉制

度來看，選研中心 2015 年執行了「選舉體系比較研究跨國計畫」，並舉辦了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來自美國、德國、英國、日本、土耳其等 20 個國家代表參與。活動為期三天，共發表七篇

論文，皆環繞「在不同脈絡下，政治態度的情感與認知成分研究」主題。

回到國內部分，蔡佳泓說，因應新的選舉制度產生，選研也舉辦「選舉制度研討會」，研究台灣

當前的政治制度，讓大家共同思考台灣政治更好的方向。另外，在研究選民行為方面，選研也舉

辦「中國、香港及澳門的民調現況研討會」，希望透過民調了解該國的政治環境，傾聽一般民眾

對政府的想法。

蔡佳泓進一步表示，研究民意調查讓中國政治的課題更加寬廣，不只侷限在討論中國政黨內部的

人事更換，而是拉到人民的角度去看中國的政治體制。蔡佳泓說，目前台灣的政治環境也限於政

黨競爭的泥淖，選舉研究希望開拓更多政治的可能，透過研究選民行為看見背後的社會結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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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好奇的是，選研中心何以支撐如此龐大的目標與實踐理念？「我們的制度化可以說是絕無僅

有」蔡佳泓自信地說。相較於其他大專院校，政大選研中心從空間、硬體到助理團隊都有相當的

規模，除了研究領域，選研更與教學結合，中心許多老師都有在系所開課，像是統計及美國政治

的相關課程。走出熟悉的研究室，選研中心在教室與學生互動、在社會與民眾連結。

此外，選研自 2011 年起與中研院政治所合辦「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提供一流師資以英文

授課，培育亞太地區更多的實證研究人才，豐富的課程安排吸引許多學生報名，其中還有在國外

留學的學生特地回台參加。

除了定期舉辦研討會和研習營，選研在學術理論的努力也不容忽視。其中，即將在今年出版

的 英 文 專 書《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and Executive-Centric Theory: Taiwan, Japan and 
Beyond》，探討台灣、日本、泰國、俄羅斯、紐西蘭等國家的選舉制度變遷，內容完整涵蓋政黨

競爭、競選過程、各國實例，是第一本有系統地探討選舉制度與憲政制度關係的專書。

而理論最終的目的是「實踐」。政大選研中心從研究選民行為出發，到政策制度探討，最後是希

望達到「改變」。選研中心從「人」去看見社會問題，蔡佳泓相信，經過時間沉澱，這些成果都

會慢慢發酵為某種力量，持續推進台灣政治往更好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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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創造力中心劉吉軒主任（左）與吳靜吉教授（右）。

深耕偏鄉社區 

創新計畫打造有溫度的社區特色發展

隨著世界經濟蓬勃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在地小人稠的台灣，唯有「創新」才得以生存與發

展，因此，「創新設計」儼然成為台灣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 

有鑑於此，政大除強調創新外，也結合其「人文科學」之特色，發展「以人為本」之創新計畫，

包含心腦學領域、文創領域、傳播領域與商學領域，為一跨領域組成的研究計畫，由吳靜吉教授

擔任計畫總主持人，並由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作為計畫提案及執行單位，至今已累積相當成

果。

除了持續執行相關創新計畫，政大創新研究也持續與國際連結，進行跨國跨校活動。2015年 3月，

創新與創造力中心合作舉辦第二屆亞洲青年創業工作坊，即移師新加坡管理大學，參與大學包括

香港科技大學、韓國蔚山科技大學等。

秉持著以人為本的信念，創新研究根據不同時空加以轉變，以創新與創造力為主要發展方向，漸

漸將計畫內容向多處延伸發展，至今，更將其創新創造的理念應用於「地方社區」，以發展地方

創造力。會有如此的轉變，吳靜吉表示，當初看見地方活力強，創意佳，卻因為缺少大學作為夥

伴關係的機會，無法有效整合資源，因此希望透過創新為地方解決問題。

其中，又以中心所承接的經濟部「區域智慧資本 3年計畫」為宜蘭縣發展智慧資本治理創新計畫，

及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主任劉吉軒教授所主持的「鹿樂─偏鄉教育群眾募資平台」計畫最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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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談及與經濟部區域智慧資本計畫，吳靜吉表示宜蘭縣雖在城市治理上已做得很好，卻欠缺具有學

理的資源整合，因此政大首先為宜蘭縣進行智慧資本盤點，並建議宜蘭縣發展觀光、環保及文創

三方面產業，使宜蘭成為具有特色的創意城鄉。期望可透過宜蘭的改變，影響台灣其他縣市，透

過創新找到各自的特色文化。

以宜蘭縣為例，結合著名的三星蔥產業及社區總體營造，提出「可食風景」概念，並結合觀光產

業及文創發展設置「計程車創新學院」，教導計程車司機成為導遊，帶領遊客看見宜蘭之美等創

新方式，使宜蘭的在地特色更為鮮明。

然而，在為宜蘭進行區域智慧資本計畫的同時，政大團隊深刻體悟到「城鄉差距」的嚴重性，認

為「偏鄉教育」需要大學關懷介入，進而著手發展「鹿樂─偏鄉教育群眾募資平台」計畫。

許多偏鄉學校是為社區的靈魂角色，但卻因學生人數下降而面臨廢校的命運。因此，在考慮社區

發展及學校發展後，鹿樂平台透過「教學換宿」的創新方法，以具有溫度的方式呈現偏鄉環境特

色，為偏鄉學校募集所需要的社會人力資源，也為有能力的人找到適合的角落。

鹿樂平台雖上線不久，成功的案件卻不在少數。像是馬祖中小學較欠缺科技方面師資，恰好資科

系教授廖文宏正在進行科技部推廣 3D 列印的計畫，便帶著 3D 列印機及虛擬實境儀至馬祖，讓

當地學童體驗最新科技。

另外還有位於苗栗山區的南河國小為提升孩子對英文的興趣，提起「誰來下午茶？」課程，邀請

高達 10 位擅長英語或擁有旅居國外經驗人士，透過料理、遊戲等生動活潑的方式，讓孩子習慣

英語，並且運用於生活中。其中，這項課程計畫也吸引一位長年於海外讀書的台灣女生飛回台灣，

分享他的求學及旅行經驗，替南河國小的同學開拓更廣闊的視野。

「得到的回應遠遠超過預期」，劉吉軒表示，台灣的資源非常豐沛，但往往欠缺連結，因此希望

鹿樂平台能夠扮演「提供已知需求、引導未知資源」連結的角色，讓偏鄉學童的需求被看見，也

讓社會上更多人進行自我實踐，創造「共好共善」的社會環境。

不只滿足於現狀，劉吉軒未來計畫在每個課程結束後進行追蹤、建議及經驗分享，希望能夠做到

「從頭到尾完整的紀錄」，進而引發各種不同的故事。並且，希望建立起一套系統，再將此經驗

進行國際交流，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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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計畫研究團隊」召集人 陳樹衡特聘教授

數位人文團隊 
搭建數位科技與人文社科的橋樑

在數位發展愈發快速的時代，以人文學科為主的政大也沒有慢下腳步，結合自身優勢與當今趨

勢，成立「數位人文計畫研究團隊」，橫跨社科、傳播、人文、心理、資科、商學、國關各領域，

從人文出發，打造跨領域溝通交流的平台，也讓學術與社會碰撞出全新的火花。 

「其實『數位人文』這個名字不夠精準。」接任計畫主持人職位一年半以來，陳樹衡說，數位人

文後面應該要再加上「社會科學」。如同現在計畫裡來自各領域的團隊，不單純結合數位與人文，

而是充滿變動、包容面廣泛，且與社會脈絡結合的研究計畫。

數位人文計畫團隊統整各跨領域實驗室，包括「數位足跡探索實驗室」、「數位民主治理實驗

室」、「資料科學跨領域實驗室」、「態度與決策巨量資料實驗室」、「數位資料稜鏡實驗室」、

「計算行為社會科學實驗室」、「歷史與思想數位人文實驗室」、「未來力實驗室」、「語言與

認知實驗室」、「創新行動金融商務行動科技實驗室」，以及 2015 年剛加入的「亞太時空資訊

實驗室」。

從社會角度出發，數位人文計畫目標打造「對話」平台，觀察當今社會現象，提出前瞻思考，並

藉此與社會產生對話，探討舊理論、研究新概念，應用數位科技概念，建立視野的基礎。

2015 年，在團隊規劃下，邀請了三位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分別是關於歷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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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人文科技結合的座談。另外，工作坊則以「方法與觀點」為主題，邀請計畫下的各團隊分享

各自研究主要使用的數位新工具與方法，藉此促進成員間在方法、工具上的交流與砥礪，也提出

數位人文研究的觀點，進一步凝聚激盪出跨領域結合的可能性，也同時為「數位人文專書寫作計

畫」鋪路。

以「巨量資料」為核心，呈現計算社會科學主題的專書《Big Data in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已經在 2015 年年底向全球第一大出版社 Springer 申請，預計於 2017 年二月

出版。陳樹衡表示，專書出版不只是數位人文計畫與社會對話的「實體」成果，也是未來政大發

展數位人文領域研究的白皮書，提出更完整的基礎藍圖與未來想像。

因應時代潮流的變動，新科技不斷產生，創造新的經濟型態，社會也跟著變動，但影響並非總是

只有好的一面。陳樹衡以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的「老大哥」為例說明，過去

小說討論的隱私和國家安全問題，在現實社會都可能發生，而數位人文計畫做為跨領域對話的平

台，以「促進良善社會」為核心方向，隨著數位、資訊科學的發展，結合各領域的專長，討論社

會各層面的問題，跳脫傳統學術領域的框架，提供新的思維方式，持續關注並且努力促進更好的

社會。

對於政大本身和台灣社會而言，數位人文計畫無疑是個重要工程。陳樹衡說，希冀透過計畫推動，

引起更多跨領域學者的關注，實現「世界大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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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

 █ 全國第一

教育部為鼓勵各大學社會科學相關學院拓展人文社會領域之研究，發揮其潛在優勢，徵求「補助

再造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計畫」。本校共 3 計畫獲得補助，通過件數為全國第一，表現十分亮眼。

三計畫分別為傳播學院教授陳文玲執行之「政大共振學院」、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楊婉瑩執行之

「打造影子政府─政策影響與社會行動學院計畫」（以下簡稱打造影子政府計畫）及傳播學院院

長林元輝執行之「以設計素養為核心的學院改造：傳播設計與思考」。

 █ 同喻共學 跨學院整合「政大共振學院」

「政大共振學院」以「共振」( resonance ) 作為概念，創造師生共學的同喻文化，並運用現有書

院制度與政大創新創業平台資源，以培養具有溝通與團隊精神、跨領域能力、創新實踐及終身自

學的師生為目標，設計三大行動方案，創造人文社會教育新視界。

共振學院以 X 書院設計工作坊為核心課程，並從住宿學習、師生共學與虛擬平台討論的角度出

發，設計 design-café@X 書院、盲旅計畫及問題圖書館三大方案。design-café@X 書院及問題圖

書館借鏡 TED 演講模式及數位科技平台，在真實與虛擬的空間中創造知識共享、共學及共創的

環境；盲旅計畫則走入田野偏鄉，藉由走出舒適圈的旅行，使師生在未知的旅程中檢視自我並反

思生命歷程。

政大共振學院開創不同於以往的學習模式，以共同生活、共同學習作為新型態的教學方法並結合

多媒體與科技，提升師生的知識涵養與生命經驗，闢造人文社會科學教學新途徑。

 █ 打破藩籬 社科院「打造影子政府－－政策影響與社會行動學院計畫」

「打造影子政府計畫」為社科院所推動之跨領域整合計畫。本計畫整合院內各科系的長處，致力

於結合理論與實務，將社科院改造成為「影子政府」學院，從政策影響及社會行動兩個軸心出發，

扭轉專業知識及實務運作缺乏連結的社會科學高教困境。

本計畫第一個軸心以社會議題為導向，規劃開放性論壇「政策實驗室」討論社會議題以提出政策

白皮書。第二個軸心從社會行動力出發，培養一群能將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新興社會創新工程師，

從社創工坊、專案競賽與社企實習三個層面著手，讓理論走出校園，走入社會。本計畫以個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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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作為教學模式，打造新的教學現況。希望能形成公共治理與社會實踐共榮的教研環境，將社會

納入教學現場，使理論與實務充分實踐。

「打造影子政府─政策影響與社會行動學院計畫」對現行高教教學困境提出解決的方案，打破原

有科系之間的藩籬及理論與實務間的鴻溝，建立起整合性的教學環境，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與實作

能力，進而提升社會科學教育整體競爭力。

 █ 數位合流新時代 傳院打造「以設計素養為核心的學院改造：傳播設計與思考」

「以設計素養為核心的學院改造：傳播設計與思考」是傳播學院思考數位時代來臨之下所研擬的

新型態教學模式。數位媒體的「模組化、自動化、變異、轉碼」特性，改變傳統媒體單一媒材的

表現形式，使得傳統類比教學、分科專業的傳播學院必須走向數位媒體、合科教學的新型態道路。

傳播學院以設計素養為計畫核心，配合學院重整及課程改造計畫，從研究、開課及未來學生互動

等三個角度落實計畫內容。在研究方面，計畫開設傳播與數位媒介實驗中心，整合以單一媒材分

類的各實驗室；在課程方面，將開設新型態實驗課程，把設計素養的理念融入教學當中；最後提

出與未來學生之間的連結計畫，藉由說明會、暑期課程等方式，幫助對傳播學門有興趣的年輕學

子了解未來趨勢。

本計畫配合數位媒體新時代，整合系所資源、研發創新課程，並從根基培養潛在學生，在既有的

合流教學中求新求變，打造靈活多元的學習環境。

政大 3 計畫打破高教窠臼，重探人文社會領域知識形貌及發展趨勢，擘劃人文社會領域教學新藍

圖，引導學生了解人文社會相關學科知識對社會影響力及連結性，強化學以致用之能力。打破慣

性思考，探究人社知識形貌及發展趨勢，重塑人社學院未來發展之可能性，具體形成可運作之制

度或機制。最後以活化知識應用及教研資源，提升社會問題解決之能力，使人文社會科學之價值

與意義得以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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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 團隊從美國前總統柯林頓 ( 左 2) 手中奪下 2015 年霍特獎冠軍。照片提供：商學院。

研究新芽： 

2015 霍特獎揭曉 政大團隊獲全球冠軍
【校訊記者羅皓恩報導】全球最大的學生個案競賽霍特獎 (Hult Prize) 臺北時間 9 月 27 日在紐約

舉辦 2015 年最終決賽，歷經兩輪區域競賽和網路外卡賽，由政大 IMBA 學生組成的團隊 IMPCT
勇奪全球冠軍，獲得百萬美金創業基金。

這支隊伍的四位成員分別是來自薩爾瓦多的艾安禮 (Andres Escobar)、加拿大的史泰磊 (Taylor 
Scobbie)、宏都拉斯的潘方砥 (Juan Diego Prudot) 和臺灣的陳安穠，他們從 2014 年底就開始注意

到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市 (San Salvador) 貧民教育缺乏，因而提出將在當地興建學前學校構

想，目標透過結合各項資源，提升當地教育水準。

獲獎回到台灣後，陳安穠宣布團隊將從新竹五峰鄉的茅圃部落開始，透過 IMPCT 建立的教育投

資平台吸引贊助，建立以發揚族語保母、提供優質幼兒教育為重心的 Playcare 中心。儘管已經擁

有薩爾瓦多成功經驗，陳安穠表示，兩國情勢不同，對成員而言，臺灣還是全新的環境，承諾未

來無論法規或執行面上的困難，都會積極克服。

她進一步許願，IMPCT 目標 2016 年能在中南美洲和臺灣建立 100 所 Playcares，資金來源除了霍

特獎的一百萬美元獎金，還將透過獨創的「網路教育投資平台」募款，也希望獲得更多世界和臺

灣企業能以建立志工團隊、協助興建等各種形式共襄盛舉。

IMPCT於 2014年十二月參加首度在臺灣舉辦的區域種子賽，以臺灣第一名之姿進軍杜拜區域賽，

儘管沒能一舉以區域冠軍進軍全球賽，但隨即在網路競賽中，靠著強大募款能力和社會媒體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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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網路競賽冠軍，進入全球六強賽，和牛津大學、多倫多大學等各地優秀團隊一較高下。

艾安禮表示，自己來自薩爾瓦多，當地貧民區生活艱困，特別孩童欠缺教育資源，很高興能把握

霍特獎競賽機會，爭取百萬美金獎金作為基金，為 0-6 歲孩童興建學校並尋覓合適師資，深耕當

地教育。

潘方砥則說，為了這項計畫競賽，團隊不但花很多時間討論研究，更實際進入當地，除了希望一

舉獲勝並落實構想，還期待能從中建立可行模式，將來除了薩爾瓦多，還能持續協助拉丁美洲或

非洲其他需要教育的區域。

IMBA 團隊經過層層關卡，獲得 2015 年霍特獎首獎百萬美金。照片提供：IMBA。

陳安穠提到，團隊在薩爾瓦多首都附近的 Antiguo Cuscatlan 市 La Cuchilla 社區，創建首間學齡

前教育中心，證實計畫並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有效解決貧困兒童教育成功實例。短期內也會在

尼加拉瓜成立類似機構，也計畫能回到臺灣，協助原住民及偏遠山區解決貧困幼兒教育問題。

她指出，團隊所提出的運作模式，主要先找到需要興學的社區，再將地點、現況、財務計畫等資

料放在教育投資平台上，吸引民眾參與投資，甚至成為學校合夥人，再藉由實際運作產生盈餘，

讓學校能永續經營下去。透過平台互動式交流，雙贏回饋更能激發大眾的善心善舉，進而投資更

多學校，讓教育也能在貧民窟地區普及。

霍特獎 (Hult Prize) 成立於 2009 年，由柯林頓基金會附屬機構柯林頓全球計畫（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發起、霍特國際商學院校友阿什卡 (Ahmad Ashkar) 創辦，至今已吸引來自全球 600 所
大專院校、35,000 位學生參與。

2015 年霍特獎競賽主題的主題是「幼兒早期教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共吸引全球

超過兩萬支隊伍參與。全球決賽在 2006 年諾貝爾獎和平獎得主、穆罕默 ‧尤努斯 (Muhammad 
Yunus)、前澳大利亞總理茱莉亞 ‧古拉德 (Julia Grillard)、蘇丹裔英國企業家莫 ‧伊布拉欣 (Mo 
WIbrahim) 以及 One Laptop per Child (OLPC) 主席查理斯 ‧肯恩 (Charles Kane) 評審後，由前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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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柯林頓 (Bill Clinton) 親自宣布競賽結果。

柯林頓表示，IMPCT 團隊看到了貧民窟兒童們面臨的惡劣教育環境，發想出「教育投資平台」

的概念，讓位於世界各地的投資人只要有心，都可以透過平台發揮影響力投資，這筆經費將持續

投注於改善貧民地區兒童的教育品質，並利用社區互助的方式永續經營下去，正是 IMPCT 團隊

得獎的原因。

第一時間掌握 IMPCT 團隊獲獎訊息，政大校長周行一表示，去年團隊在政大區域種子賽時，就

已經很開心看到自己教過的學生隊伍出線，並當場允諾將支持部分經費，鼓勵同學們在所有老師

和企業顧問協助下好好預備。現在看到團隊不但一路過關斬將，甚至一舉拿到全球冠軍，心情十

分亢奮。

除了祝福同學們後續各項興學計畫順利，周行一也強調政大將持續推動創業教育，並提供更多資

源，鼓勵更多政大同學都能勇於提出夢想，進而以實際行動造福社會、影響世界。

政大商學院副院長暨 IMBA 執行長陳春龍也很欣慰，這四位同學在漫長參賽過程中，雖然一度落

敗失去晉級資格，然而同學們越挫越勇，回到臺灣重新出發，終於成為首支奪下霍特獎冠軍的臺

灣隊伍。政大 IMBA 自成立以來致力培育國際化的人才，如今看到同學們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

角，商學院全體都與有榮焉。

IMPCT 團隊在薩爾瓦多首間 Playcares 幼兒園前合影。 圖／ IMPCT 提供

薩爾瓦多艾安禮、台灣陳安穠、宏都拉斯 

潘方砥、和加拿大史泰勒組成 IMPCT 跨國團隊。  

圖／ IMPCT 提供

投資也可以「作愛心」 ， 

4政大生建平台改善貧民窟教育。 

圖／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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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組織圖

研究與發展

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肩負本校學術研究推動與擴展的重要任務，依任務性質本處轄下

有學術推展組、企畫組、學術評鑑組，並於 2015 年度建置研究倫理中心，及擔負規劃管理研究

暨創新育成總中心。歷年來，本處持續拓展研發業務，挹注行政資源以協助教研人員精進研究，

並整合研究資源，發展本校特色研究。 

2015 年度，研發處以更具系統化的任務分組推動本校研究發展業務，依研究發展進程重新建構

從「研究推展」、「研究成果推廣」至「回饋與評鑑」的業務流程。

「研究推展」業務以研究進程初期之資源整合與爭取為主，本處學術推展組為重要推手，統籌運

用各方資源，協助教研人員爭取研究計畫，建置學術補助平台，建立優質學術環境。「研究成果

推廣」為進程中期，協助教研同仁持續發揮研究成果綜效，由企畫組主責，包括研究倫理推廣、

產學合作洽談、重大整合型計畫推廣、智慧財產權和技術移轉策略等。研究進程後期以「回饋與

評鑑」為核心，由學術評鑑組為重要業務推手，透過研究成果的發表與回饋，建構本校研究重心，

並建立相關評鑑獎勵準則，維持學術高水準。

本處的業務自 2014 年 11 月中旬起除了原有的學術推展組、企畫組與學術評鑑組外，增加了「研

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以下簡稱研創中心）規劃管理及創立方、育成業務，於 2015 年 2 月起

又增加了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的業務，擔負本校提升、補助與獎勵研究及推動產學合作的任務。

整體組織擴大，業務也成多元成長。

2015 年的重頭戲於 3 月時本校正式啟用研創中心，由本處負責規劃管理。研創中心不僅是代表

政大研究重鎮的綠建築，整合創新、教學、研究及育成等能量，透過匯集校級研究中心和重點研

究團隊，以及創新育成中心與創立方的進駐，激發更多跨領域群聚連結，搭起新興研究與育成之

間的橋樑，更將研究成果轉化產值為社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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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顧 2015 年度，研發處的重點成果包括：

• 統籌推動大型計畫，鼓勵爭取外部建教合作資源，提升社會影響力

• 鼓勵多元學術產出，盤整學術補助措施，建立優質學術環境

• 推動多元評量，提升專任教師教研與服務水準，促進專業成長

• 本校「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通過查核正式運作

• 「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法規制度建置與經營管理

• 推動標竿企業產學合作，擴大社會影響力

• 運用智財專利策略，推廣學術研究產能

• 配合精實課程修改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

• 規劃教育部國際卓越特色大學計畫申請作業

 █ 展望 2016 年度，在本校同仁的支持下，研發處將精益求精 :

• 強化學術研究補助及獎勵措施，鼓勵多元學術產出，建立優質學術研究環境

• 積極協助教研人員爭取產官學大型研究計畫，提高研究產出，凸顯政大社會貢獻

• 研究成果及產學合作推廣行銷，主動創造公開發表平台

• 重新定義產學合作範疇，擴大政大社會影響力範疇

• 積極搭建產學合作橋樑，加速研究成果具體化

• 持續推動研究倫理機制，提升研究素養

• 發展 2017 年研究中心評鑑指標，強化中心建立自我改善機制

• 規劃申請教育部國際卓越特色大學計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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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優質學術環境 

建立學術補助機制及資訊化平台

為整合、善用資源，建置優質學術環境，厚植研究基磐，以利提升學術研究能量，研發處持續推

動完善之補助機制，協助全校師生取得校內外研究資源，提升師生學術研究專業競爭力以提升總

體學術研究能量，建構政大邁向一流大學卓越研究的基礎。 

研發處為鼓勵全校師生及研究人員積極投入學術研究工作，增加研究能量提升研究水準，特訂定

學術研究補助辦法，協助研究者取得研究所需之各項資源，以利各項學術研究活動之進行，以建

立各項學術研究補助制度與措施，分別為國際研究（補助師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師生外文

著作編修投稿翻譯、邀請國際傑出教學研究人才）、研究團隊（新進教師及研究人員申請科技部

補助、組織研究團隊、舉辦學術研討會）、學術著作（出版學術期刊、出版專書）、鼓勵大學部

學生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等。且各項學術補助全面資訊系統化，線上申請、核定及管理，簡

化申請業務並提高管理績效。

藉由加強研究支援之具體策略及高效率的行政團隊，強化既有研究特色與強項，鼓勵新興領域研

究，以彰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價值，引領學術社群之認同，進而樹立政大在人文社科研究之領

航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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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教師經驗分享：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及執行秘訣論壇」前排左四 : 廣告系張卿卿講座教授，

左五 : 劉幼琍研發長，左六 : 政治系湯京平特聘教授。照片提供 : 研發處

舉辦論壇 

分享申請學術研究計畫經驗
研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研發處瞭解研究經驗及人才薪傳的重要性，透過資深研究人員

的經驗傳承與分享，讓新進學者和學生可提升研究視野，因此每年研發處舉辦數場研發論壇，透

過知識分享，建立薪傳制度。

 █ 申請科技部計畫  資深教師分享申請要領

為使更多教研同仁瞭解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及執行秘訣，研發處於 2015 年 11 月 26 日特邀廣告系

張卿卿講座教授與政治系湯京平特聘教授二位傑出研究教師參與「資深教師經驗分享：專題研究

計畫申請及執行秘訣論壇」，分享優質研究計畫的秘訣，並提醒研究計畫的本身要具整體性及「新

意」，同時更要瞭解審查標準，凸顯研究價值，鼓勵教研人員踴躍提出 2016 年科技部計畫年底

大批申請，一起邁向頂尖研究之路。

湯京平教授說，寫研究企畫前一定要去看之前的審查表，才能知道企畫寫出來的是否符合需求。

另政府因為需要公共財貨，因而補助研究計畫，建議應該要把審查員當作學術財貨的消費者或學

術企業的投資者，如何說服審查員自己提供的東西值得投資，顯得十分重要。

張卿卿教授強調要完成優質的研究企畫，企畫一定要具整體性，撰寫時要具備完整的文獻回顧、

詳細的執行方法、整合的架構以及計畫書的新意等四大要素。其中文獻回顧除了盡量詳細外，要

與研究的問題清楚連結。另外，執行方法方面寫得越詳細越好，並且要能具體執行。如果是系列

研究，一定要說清楚研究之間的相關性。至於計畫題材的新意，張卿卿表示，研究可以環繞自己

的專長，但盡量不要跟之前做過的研究太過接近。湯京平也補充，如果大家都做同樣的研究時，

要盡量不要再從事同性質的研究。

至於近來很受關注的「跨領域研究」，張卿卿表示，跨領域研究確實是當今科技部補助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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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員在審視跨領域的研究計畫時，也會分派不同專業領域的審查員審核；湯京平則建議，從事

跨領域研究時，多朝一些尚未連結的領域方向鑽研，未來的發展性會比較高。

 █ 研發處與圖書館鼓勵爭取科技部計畫補助

為充實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設備，協助建立特色研究圖書典藏，科技部每年公開徵求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研發處於 2015 年 10 月 1 日舉辦計畫申請經驗分享講座

論壇，鼓勵各院系教師爭取科技部計畫經費，善用外部資源以擴充館藏，累積學術資本，以結合

研究議題與當前趨勢為目標，全方位購買學術專書，以提升政大學術影響力。

蔡明月說，透過這項計畫，可以逐漸補齊各學門重要資源、累積稀有資料的學術資本，這些資源

不僅校內師生受惠，同時能增加國內學術研究資源，進一步促進社會大眾跟著獲益。

計畫推動者、哲學系副教授林遠澤提醒有意申請這項計畫的教師，提出計畫時應著重於特定研究

重點，最重要必須強調典藏價值，以增加廣度並展現國際水準。

圖圖書館長蔡明月 ( 右 )、副研發長蔡子傑 ( 中 )、哲學系副教授林遠澤 
都鼓勵教師們踴躍申請科技部圖書補助計畫。攝影：謝明璇。

 █ 研發處鼓勵申請歐盟科研架構計畫

科技部為鼓勵國內研發團隊積極參與歐盟展望 2020 計畫，以提升臺灣學術研究能量、擴展國際

學術視野及知名度，繼 FP6 與 FP7 計畫後，2014 年歐盟開啟新科研架構：展望 2020，研發處為

提升政大研究能量及鼓勵生參與國際合作研究，於 2015 年 6 月 9 日邀請國家實驗研究院歐盟科

研架構國家聯絡據點─台灣辦公室講師劉彥蘭，說明科技部徵求歐盟展望 2020 計畫內容，建議

參與者告知合作夥伴研究補助情形，將可大幅提高合作方加入研究團隊的意願，互利互惠，以提

升政大研發能量，擴展國際學術視野，建立國際學術人脈。

劉彥蘭表示，展望 2020 主要有三大支柱：傑出科學（Excellent Science）、產業拔尖（Industrial 
Leadership）、社會挑戰（Societal Challenges），並分為個人型及團隊型計畫。他特別鼓勵政大

師生參與社會挑戰支柱，整合「科技、社會、人文科學」專業，特別適合以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

為主的政大。

不過劉彥蘭提醒，這個支柱子項目計畫都屬於團隊型計畫，如果教研人員有意參與團隊型計畫，

必須留意團隊中所有研究學者的國籍應同時包括「至少三個歐盟成員國或鄰近國」及「第三方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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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意參與者須「快找歐盟夥伴」。如果通過，除了歐盟之外，科技部亦會核給適當補助。

國研院劉彥蘭博士（左）說明歐盟展望 2020 計畫。圖右為劉幼琍研發長。照片提供：研發處

 █ 辦理論壇，提升學生國際視野及增強學生研究競爭力

為培養優秀研究人才，科技部每年開放大二以上學生提出研究專題計畫，提供補助金和獎項。研

發處盡可能以各種管道通知大學部學生 ( 公文、校園新聞、全校群組信等 )，並舉辦大專生計畫

徵求說明會，每年均邀請獲科技部大專學生計畫創作獎獲獎人經驗分享，幫助更多同學認識這項

計畫，並掌握申請及執行秘訣。

科技部為培養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人才，提供「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

文獎勵」，為協助有意申請的全職博士生掌握申請及執行要領，研發處每年均邀請獲科技部人文

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勵得獎人經驗分享，協助博士生順利通過科技部補

助。

另為提升國際移動力，提升學生國際視野增強學生研究競爭力，研發處訂有外文編修及師生出席

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以鼓勵學生以外文投稿外文期刊並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研發處邀請曾經成功申請博士論文補助師生分享經驗。攝影：許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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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協助爭取大型專案計畫 

創造學術新價值

政大向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軸，引領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現政大的知

識能量，從政策、制度、思想、文化等人文社會科學的特質改變社會，發展產學合作的新價值。

為強化產學合作，研發處積極協助爭取大型專案，配合國家政策發展方向，以專案方式推動籌組

研究團隊申請大型計畫，並協助大型專案計畫成立專案辦公室，整合人文學術社群，形塑研究主

軸及亮點，發展特色領域。

為鼓勵執行整合性與跨領域研究以建立學術特色，發揮產學合作新價值等具體項目的執行，以高

度專業、熱忱與耐心，持續在基層為全校師生服務。2015 年度積極推動大型計畫：

一、文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 - 轉注藝遊」，此計畫希望透過對臺

灣文創產業發展現況的分析，觀照人文人才與產業市場的供需失衡問題。從對文字、圖像、

器物、肢體等各種「藝術」語言的轉相譯注，落實「藝術與在地實踐」、「藝術與性靈涵養」

的社會關懷。

二、外語學院「政大共振學院」計畫係以「共振」( resonance ) 作為概念，創造師生共學的同喻

文化，並運用現有書院制度與政大創新創業平台資源，以培養具有溝通與團隊精神、跨領

域能力、創新實踐、及終身自學的師生為目標。

三、社科院「打造影子政府－政策影響與社會行動學院計畫」整合社科院內各科系的長處，致

力於結合理論與實務，將社科院改造成為「影子政府」學院，從政策影響及社會行動兩個

軸心出發，扭轉專業知識及實務運作缺乏連結的社會科學高教現況。

四、傳播學院「以設計素養為核心的學院改造：傳播設計與思考」計畫是傳播學院思考數位時

代來臨之下所研擬的新形態教學模式。數位媒體的「模組化、自動化、變異、轉碼」特性，

改變傳統媒體單一媒材的表現形式，使得傳統類比教學、分科專業的傳播學院必須走向數

位媒體、合科教學的新形態道路。

五、社會實踐辦公室－「南風四重奏」計畫將焦點置於東南亞教學研究與台灣新住民社群。希

望在未來三年內，整合政大在東南亞教學與研究能量，結合創新創業平台的育成資源，透

過資通訊技術的導入，成為學生團隊創新創業培力的基礎建設。

六、「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透過這項計畫，可以逐漸補齊各學門重

要資源、累積稀有資料的學術資本，以結合研究議題與當前趨勢為目標，全方位購買學術

專書，以提升政大學術影響力。共有五主題：宗教與科學 ( 宗教、科學、與後現代性 )、世

界民族誌、漢字思維與語言、國家任務變遷下的行政法學、東亞及東南亞的政經研究。

七、歐語系執行歐盟執委會「莫內計畫 ( Jean Monnet Projects )」，此計畫以各種創新方法，像

舉辦歐盟影展或讓歐盟學生可以和本地學生共同參與的活動等，來推動、推廣與歐盟相關

的學習課程。另「莫內教學模組計畫（EU Jean Monnet Module）」，開設歐洲整合課程，

使更多學生可以認識歐盟，掌握歐盟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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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調委員與師生共同探討研究倫理在當今研究進行過程中的必要性。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通過查核正式運作

為維護研究永續發展，保障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以及因應科技部政策，政大三年前開始籌組研

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並於 2015 年 1 月 6 日通過教育部查核，正式開始受理研究計畫之倫理審查，

審查委員考量重點在尊重受試者尊嚴、主體性、隱私權和自決權的前提下，協助檢視研究過程中

可能發生在受試者身上的風險高低，以及受試者選取時的正當性等，分為：免除審查、簡易審查

及一般審查，2015 年受理校內外師生之申請案件共 60 件。

第一屆審委會由校內外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共 14 位組成，召集人為心理系顏乃欣教授，副

召集人為法律系劉宏恩副教授，校外委員包括受試者保護協會理事長郭英調醫師，行政辦公室主

任為研發處企畫組組長教育系王素芸助理教授兼任，審查委員及行政人員需接受每年至少六小時

之專業訓練，由於團隊陣容堅強，更於 2015 年 12 月底再次通過新設審委會之查核，繼續榮獲四

年效期。

雖然人體試驗之研究倫理已行之多年，然而政大以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為主，為使師生對審查範圍

與運作方式有更清楚瞭解，行政辦公室透過工作坊加強推廣宣導，2015 年共計辦理 6 場次教育

訓練。行政辦公室目前位於行政大樓 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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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師長、捐助人共同慶賀創新創業平台啟動。攝影 : 許恩嘉

鼓勵創意實踐 

政大成立創新創業平台

為提供師生發揮創新創意空間， 加速提升校內研究能量，位於山上校區的研創中心於 2015 年 3
月正式啟用，並於 11 月 30 日宣布推出「創新創業平台」，引入更多企業及校友資源、提供創意

空間，並開設更多輔導課程、同時提供「創意實踐獎助金」，幫助同學們勇於作夢並著手追尋，

從中培養創業家精神，每學期提供 3 個團隊，每團隊 30 萬至 50 萬元獎助金。

校長周行一表示，一般提到「創業」，可能直接聯想要創辦公司，但政大更著重培養同學們的「創

業家精神」，也就是具備開創性的思想、觀念、個性和意志。近年來看到愈來愈多同學願意嘗試、

甚至自組社團帶動創業風氣，激勵學校決心整合各種既定內、外部資源和機制，搭建「創新創業

平台」，協助更多同學能踏入創新創業領域、進而真正落實執行。

研發長劉幼琍強調，研創中心主要包含「研究、教學、創立方及育成」四大元素，不僅集合校級

研究中心，也提倡鼓勵創新教學，包括互動式講堂、玩物工坊就是研創中心為創新教學提出的設

計空間。

副研發長兼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蔡瑞煌表示，「研創中心只是政大的第一步，不是最後一步。」研

創中心重視提供學生創新思考空間，希望促進研究團隊與學生近距離互動，體現「創業要有具創

意的想法及實務價值」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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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階段創新創業之路全程支援

「創新創業平台」分為三大階段，從前育成、育成到後育成，提供創新創業之路全程支援。其中

前育成主要指的是在學階段，將由跨院教師分別支援開設更多門創新創業通識課程。在企業、校

友和熱心人士的贊助支持下，政大還推出「創意實踐獎助金」，支持同學們以實際行動實踐創意。

至於育成和後育成階段，則以現有「創立方」和「育成中心」為基礎，輔導團隊進駐，享受以政

大師資團隊、業界諮詢團隊為後盾的各項輔導服務，讓創意夢想能更真實成功進入市場。

政大欲建立兩岸三地高等學府中，特別針對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學生的創新創業平台。此平台整

合政大的教育資源和校友資源，提升在大台北區域之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學生的創業氛圍，培養

其創業家精神，促成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之產學合作，並培育團隊實際創業與社會連結。

為落實實踐場域的功能，創新創業平台為進駐成員舉辦各式活動：研習交流會、政大 EMBA 學

長姊校友交流會、創新創業經驗分享活動以及 Pitch Demo。政大整合並善用校友資源來促成這些

活動，以深化育成，提升育成效能。

圖 : 研發處蔡瑞煌副研發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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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騰副總裁、周行一校長授證台達電教練師團隊，喜賀完成產學訓練。攝影：王瀚陽。

標竿企業產學合作 

台達電進駐研創中心

台達電在研創中心 2015 年 3 月啟用後進駐，並於 2015 年 5 月 14 日揭牌「標竿企業產學合作實

驗室」正式成立，當天發表產學合作成果，展現政大人文軟實力。

「人文及文化創新」預期將成為未來產業主流，周行一校長期望結合政大的「人文」、台達電的

「科技」，以研創中心為「基地」，打造創新教學及研究的平台。

台達電副總裁蔡榮騰則強調，台達電不只以科技著名，近年來也運用科技結合人文，積極與各界

合作，普及「智慧校園」即是近期一大目標。與政大產學合作，就希望運用政大的人文素養及教

育系資源，共同致力推廣智慧校園計畫。

目前已培育出一群擁有磨課師背景的政大研究生成為智慧校園教練師，這些教練師已分別至政大

實小、政大附中、麗山國中推廣智慧校園，分享教學中如何將科技融入，以及增加師生多向互動，

協助教師設計活潑有趣且適合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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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整合 

建立政大特色學群—數位人文團隊介紹

身處數位化時代，以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為重點發展的政大，也成立「政大數位人文研究團隊」，

利用自身優勢結合當今趨勢。數位人文已逐漸成為政大的亮點，數位人文研究團隊也已進駐研創

中心，成為政大特色研究，以期推動數位科技與人社研究之結合，並促進文化創意研究與多元發

展。

數位人文計畫研究團隊成立於 2014 年初，團隊成員包括「數位足跡探索實驗室」、「數位民主

治理實驗室」、「資料科學跨領域實驗室」、「態度與決策巨量資料實驗室」、「數位資料稜鏡

實驗室」、「計算行為社會科學實驗室」、「歷史與思想數位人文實驗室」、「未來力實驗室」、

「語言與認知實驗室」、「創新行動金融商務行動科技實驗室」。並於 2015 年度加入了「亞太

時空資訊研究室」。研究團隊橫跨社科、傳播、人文、心理、資科、商學、國關各領域，期以新

落成之研創中心為基地，打造具有政大特色的數位人文前沿研究。

在 2015 年度的計畫中，團隊主要的工作目標在於推動團隊各實驗室之互動，並進一步凝聚研究

目標，以及促成跨團隊的交流合作。為此，團隊於 2015 年的計畫中規劃了三個主要的工作項目：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舉辦數位人文工作坊、強化數位人文資訊平台。數位人文團隊持續於國內外

重要期刊、研討會發表論文，掌握政大作為數位人文研究的關鍵位置，也在這仍處於發展狀態的

跨領域中獲取關鍵的話語權。因此，政大數位人文團隊雖較台大晚起步，但仍有著整合數位、人

文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優勢。

2015 年的「邁頂十年成果展」中，數位人文團隊以「促進良善社會（good society）」為核心定

位數位人文發展之方向；隨著數位、資訊科學的發展，「科技」確實改變了我們的知識地景，但

是如何運用科技發展促成、打造更良善、更好的社會，才是數位人文研究作為新興跨領域學科的

重要使命。 

在 2015 年度，團隊成員合作撰寫「數位人文專書」，通過國際重要出版社或 Springer 審查出版，

作為未來政大發展數位人文領域研究的白皮書。



40

厚

實

基

磐

驊陞科技董事長陳宏欽 ( 左 )、研發長劉幼琍 ( 中 ) 和資管系副教授郁方共同完簽約。 
攝影：戴怡如。

運用智財專利策略 

推廣學術研究產能
學術研究的軟體與企業現有的實體商品結合，將會是未來產學合作模式趨勢，資訊管理學系副

教授郁方與驊陞科技於 2015 年 8 月 4 日簽訂技術授權合約，進行「智慧綠能光合齋行動應用與

控制系統之可行性研究與實作」計畫，這是具照明功能的室內植物箱，如搭配計畫中行動裝置的

APP，讓植物箱感測環境的變化，自動調節光線、溫度、濕度，有助於植物的生長。

郁方帶領的學生團隊，在資管系畢業專題競賽獲得冠軍，當時就受到評審驊陞科技董事長陳宏欽

的青睞，如今得以順利進行產學合作，令人欣喜。

計畫執行期間兩年，總經費約 127 萬，待產品商業化後，其衍生利益金將回饋於學校教研費用。

希冀此計畫拋磚引玉，讓政大的研究成果在發揮創意之餘，逐步邁向商品化，使產學合作更加密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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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各部會多項大型、整合計畫 

為政策重要推手

政大教師研究成果豐碩，致力於各部會多項大型整合型研究計畫，有效激發學校之研究能量，拓

展政大學術研究之廣度，貢獻產業及台灣社會發展，提高社會影響力，為政策重要推手。 

單位 計畫名稱 主持人 執行單位

科技部

2012年至 2016年「選舉與民主

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黃紀 選舉研究中心

心智科學大型研究設備共同使用服務

計畫：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
顏乃欣

心智、大腦與

學習研究中心

3D 列印於中小學教育的創新應

用與關鍵軟體技術開發
李蔡彥 理學院

社會事件 S 檔案 杜文苓 社會科學學院

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 (VI、V) 張卿卿 傳播學院

大學社會實踐的制度創新：政大與烏來的樂酷

發展─大學夥伴關係與整合式社區治理的實踐
湯京平 社會科學學院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

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 2013-2017
關秉寅 社會科學學院

創新行動金融商務科技之跨領域整合研究 諶家蘭 商學院

穿戴式互動展演創新應用與技術研究 蔡子傑 理學院

科技政策社群建置與研究 - 以創業、

產業創新與服務創新為主軸 (I)
吳豐祥 商學院

土地正義視野下國土規劃的挑戰與變

革 : 土地利用與城鄉發展的策略研究
顏愛靜 社會科學學院

國發會

2015年度電子治理委外服務計畫案 黃東益 社會科學學院

我國族群發展政策之研究 林修澈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社會發展計畫審議及評估制度之調

整規劃研究 - 社會福利類別
陳信木 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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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畫名稱 主持人 執行單位

教育部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周行一 全校各單位

「北區大學外文中心」計畫第四期 張上冠 外國語文學院

教育部新媒體平臺計畫 許瓊文 傳播學院

尋求歷史座標點 周惠民 人文中心

2015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

應用能力培育計畫 - 轉注藝遊

周行一 
（曾守正）

文學院

文化部 未來劇場虛實互動多媒體展演 黃心健 傳播學院

外交部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業務委辦案 楊昊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原民會

原住民族部落彙編與檢索 林修澈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2015年原教界雙月刊勞務採購案 林修澈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經濟部 區域智慧資本三年計畫 劉吉軒
創新與創造力

研究中心

法務部
國際經貿爭端解決機制之研究 - 以建

構我國成為亞太仲裁中心為主
楊培侃 商學院

財政部

菸品走私對我國菸品稅捐收入影響之推估 羅光達 社會科學學院

網路交易課徵所得稅之研究 黃智聰 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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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大型產學合作 

研究成果多元發展

政大教研人員除致力於發展研究計畫，藉由科技部、教育部、經濟部等公部門諸多資源形塑政策，

發揮社會影響力外，也致力於與產業界接軌，實踐產學的合作互惠。2015 年度政大教研人員與

國內外各大企業、財團法人等合作，包括統一企業、台灣證券交易所、台北金融大樓（101）、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台達電文教基金會、溫世仁文教基金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中鋼、

亞太電信、中華電信、信義房屋等，研究成果豐碩。 

 █ 推動服務科學溫世仁基金會進駐政大研創中心

致力推動臺灣的「服務科學」，溫世仁文教基金會、政大共同成立「政大─溫世仁基金會服務科

學辦公室」，並進駐研創中心，期待透過進一步產學合作，共創服務價值，培育服務人才，使服

務科學發揚光大。基金會執行長何能裕也期待這次合作能產生拋磚引玉之效，吸引更多企業共同

努力，從這個實驗室開始創造臺灣另一波經濟奇蹟。

溫世仁計畫總主持人、資管系教授楊建民解釋，這項產學合作計畫將透過「計畫徵求」方式推動，

依據配給預算、合作單位分為專題計畫、整合計畫、主題計畫三類，只要計畫主題與「服務管理、

服務行銷、服務認證」三要素相關，通過後都可得到基金會分配預算並執行。

透過服務科學辦公室的成立，政大與溫世仁基金會期待加速服務創新、產業價值提升以及新服務

人才培育等領域，不僅有助於提升服務業產出，更能應用於任何新興產業。

 █ 用數位改變學習  政大與台達電建立智慧生活區域教育中心  

著力於智慧生活與數位教育，台達電與政大建置「智慧

生活區域教育中心」，並於研創中心成立標竿實驗室。

台達電副總裁蔡榮騰表示，這次與政大產學合作，希望

運用政大的人文素養及教育系資源，加上台達電的科

技，共同致力推廣智慧校園計畫。

此次產學合作運用台達電的智慧教學科技，結合政大自

幼稚園到博士的整體教育環境，透過教育學院、商學院、

理學院教師及台達電工程師帶領，培育六名政大學生成

為數位教育的教練師。六位教練師肩負推廣智慧校園的

任務，自區域教育中心啟動以來，已協助政大實小、政

大附中及麗山國中建置數位教學實驗室，透過靈活、數

位化的教具與教案，改變學生學習方式。除了培育教練

師，台達電與政大亦成立 iCampus 教育平台，提供實驗

場域的學生和教師課後交流的環境。

教練師於實驗場域的推廣成果和紀錄，將回饋予台達

電，並協助修正各項數位資源與平台，透過第一手的使

用者回饋，縮短台達電產品的開發與運用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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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進行全國調查  傳院與台達電合作探討氣候變遷溝通策略

面對越來越急遽的環境風險，傳播學院在新聞系教授徐美苓的帶領下，成立頂大「全球暖化的風

險溝通與公眾實踐」團隊，並結合台達電資源，進行「2015 台灣氣候變遷全國民眾調查計畫」，

作為未來氣候變遷有效溝通策略的依據。

台達電向來致力於綠能推廣以及環境教育，並曾進行全球暖化等語音調查，此次透過傳院的傳播

與溝通專業，更能有效了解台灣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調查結果也將回饋台達電，作為延續

綠能研發與推廣的基礎。

此次調查計畫持續追蹤台灣民眾對於暖化意識、減碳行為、氣候變遷政策的支持與影響因素，並

與最具系統性的幽魯氣候變遷傳播計畫（YPCCC）結果比較，除作為未來政策的參考依據外，

亦能提昇台達電、政大甚至台灣在國際氣候變遷議題的參與和能見度。

 █ 探索新興宗教  唯心聖教委託政大研究

攝影：陳昭雄

期待以學術力量帶動唯心聖教暨易經學術與新宗教研究，唯心聖教宗主混元禪師親自拜訪政大，

雙方簽署學術研究計畫，透過「唯心聖教學術發展專案」合作，進而在國際間栽培研究人才。

「財團法人唯心聖教功德基金會」原名「中國人間淨土功德會」，1997 年由混元禪師正式成立

以來，推動易經、風水研究，更開辦易經大學，還定期舉辦中華民族聯合祭祖活動。近年還申請

諾貝爾和平獎，曾獲提名並入圍。

根據簽約內容，雙方將合作辦理「唯心聖教教師研究提升計畫」，同時委託政大教師提出「唯心

聖教」主題研究提升計畫、設置「唯心聖教國內外學術交流研究基金」、辦理「唯心聖教相關學

術會議與活動」，並協助編寫出版「唯心聖教暨易經學術與新宗教研究專書」編寫出版。

這項計畫為期五年，由唯心聖教提供研究助理及每年 150 萬研究經費。

 █ 攜手中華電信  資管系用大數據分析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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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匯流時代來臨，大數據分析也成為企業營運與行銷的重要工具。有鑑於此，研發處協助中華

電信與資訊管理學系進行產學合作。面對台灣電信老字號龍頭的中華電信，資管系講座教授李有

仁與副教授姜國輝領導研究團隊運用中華電信龐大的數據累積，以大數據資料分析技術應用於輿

情及電信大數據之整合分析。

這項計畫將運用大數據分析，瞭解並分析各類型產業的產業鏈建立，產出可應用於商用服務的資

訊型服務與顧問型專案，應用模式包括客群分析、展店選址、精準行銷以及精準市調。

除了中華電信既有的大量數據分析，此計畫也透過輿論收集分析，建立蒐集模式，從大量的輿情

中過濾所需的資訊，結合輿情及電信業者大數據資料，產生更有綜效價值的資訊。

 █ 巷弄 PAPAGO  政大與研勤用數位戲說臺灣街坊人情味（位）

由國內車用電子大廠研勤科技與國家發展研究所、資策會共同合作研發的手機應用程式「巷弄

PAPAGO!」正式上架，供民眾免費下載使用，邀請大家跟著 50 位各領域的在地達人，踏遍台灣

5000 個巷弄景點，認識台灣百街人情位（味）。

國發所所長童振源發揮政大文史特色與數位文創的強項，運用數位調查，並結合未來事件交易所

機制，邀請全國民眾決選出「台灣六都 100 觀光景點」。透過政大的文史調查與數位文化創意，

研勤科技打造出新一代的鄉鎮特色導覽服務。

「巷弄 PAPAGO!」APP 為遊客規劃跨縣市的深度巷弄之旅，有別於一般旅遊書上提供的景點，

提供近 140 條經過規劃的旅遊路線，透過生活文史、語言廣播、表演藝術及媒體界等各領域的在

地的達人，輕鬆道出台灣的故事。

 █ 從企業看台灣  發展統一企業與政大推廣台灣企業發展史

為了解台灣企業發展過程，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企業史研究團隊獲統一企業委託，執行「『轉型與

傳承：台灣企業發展史』計畫案」，從企業史角度探討台灣不同產業的企業個案。

企業史研究團隊是台灣唯一專注在「台灣企業史」的學術團隊，此計畫結合了社科院、商學院、

文學院的長才，發揮跨科際的腦力激盪，分析台灣重要產業與企業的發展歷程，掌握企業轉型及

傳承、成功與失敗的主因。在台灣面臨產業轉型與升級的現今，研究成果有高度參考價值。

此項計畫將率先著重在食品業及紡織業，並出版「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史」、「台灣紡織產業發展

史」，第二階段將著重在電子產業。除出版中文書籍外，也將洽談英文或簡體中文版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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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聚焦神經疾病研究  神科所廖文霖獲國際獎助 IFCR 肯定

長期埋首神經發育疾病研究，神經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廖文霖去年底榮獲國際基金會組織 IFCR 
 (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CDKL5 Research ) 研究獎助，為政大第一人。

廖文霖為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碩、博士，畢業後前往美國賓州大學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從
事兩年博士後研究， 2009 年 8 月進入政大任職。她回顧，當時政大還沒有小鼠飼育的實驗設備，

初期先以備課、教書為重心，隔年 1 月獲得國科會研究經費後，才開始整建實驗室並引進 10 隻
基因轉殖小鼠，正式展開研究。

廖文霖目前研究重心主要環繞以模式小鼠研究神經發育疾病的致病機轉，現階段聚焦在「瑞特氏

症」( Rett Syndrome, RTT ) 與自閉症候群 (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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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NCC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mportant tasks of 
promoting and expanding academic research at NCCU. Reflect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ORD supervises 
an Academic Development Section, Planning Section,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Section. In 2015, ORD 
also established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took o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NCCU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ncubation Center. Over the years, ORD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its 
R&D-related functions, focusing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on helping NCCU's faculty member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research, and coordinating research resources to help NCCU develop its 
research capabilities in areas where the university is particularly strong.

Starting from the 2015 academic year, ORD has adopted a more systematic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rela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t NCCU, putting in place an operational 
flow for the R&D process that starts from research promotion, then moves 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to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The main emphasis in the “research promotion” task is on coordinating and securing resources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research.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Section plays the role of a key driver here, 
exercising overall direc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helping faculty members to secure approval for 
their research proposals, while also establishing academic support platforms and working to develop 
a high-quality academic and research environment. The intermediate stage of the R&D process is 
“dissemin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in which the Office helps researchers to achieve maximum synergy 
from their research results. The Planning Section plays the leading role in this stage, undertaking 
research ethics promotion, arranging negotiations for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supervis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rge-scale coordinated projects, and formul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strategies, etc.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final stage of the R&D process is “evaluation,” 
where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Section plays a leading role, using the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evaluation received as a result, to develop core areas of research for NCCU, and also putting in place 
the relevant evaluation and recognition criteria, with the aim of maintaining high academic standards. 

In mid-November 2014, the new NCCU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ncubation Center was added to 
ORD's existing Academic Development Section, Planning Section,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Section, to 
undertak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asks and other works relating to innovation and start-up incubation. 
Starting from February 2015, ORD has also been serving a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for NCC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responsible for directing NCCU's efforts 
to promote, fund and reward research in relation to the Project and for the promotion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With this expansion 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NCC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Office's work has also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Looking back over the 2015 academic year,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NCC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 The Office coordin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large-scale projects, encouraging efforts 
to secure external funding through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and working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that NCCU is able to exert on society as a whole.

• The Office provided encouragement for diversified academic output, took inventory of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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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organized the university's academic support measures, and worked to establish a high-quality 
academic environment.

• The Office promote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working to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 provided by NCCU's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and to further their 
professional growth.

• NCCU'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passed assessment and formally commenced operations.

•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operation of the NCCU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ncubation Center 
were put in place, along with the procedures for the Center's management.

• The Office promoted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with leading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the 
aim of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that NCCU is able to exert in society.

• The Office util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outputs from the research undertaken by NCCU.

• The Office suppor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CCU's Curriculum Restructuring Plan by making 
revisions to the basic instructor evaluation criteria.

• The Office undertook planning work for NCCU's applic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Looking ahead to 2016, the NCC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with th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of all NCCU staff:

• The Offic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provision of support and incentives for academic 
research, working to encourage diversified academic output, and to establish a high-quality 
academic research environment.

• The Office will provide active support to help teaching and research faculty secure participation 
in large-scale research projects involv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the 
university sector, with the aim of strengthening NCCU's research output and highlighting the 
contribution that NCCU makes to society.

• The Office will be working to promote and market NCCU's research results and industry-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achievements, by proactively creating platforms through which these can 
be publicized.

• The Office will be redefining the scope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so as to expand the 
areas in which NCCU is able to influence society.

• The Office will be working proactively to build bridges for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so 
as to speed up the pace at which NCCU's research results are commercialized.

• The Offic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ethics mechanisms, so as 
enhanc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research.

• The Office will develop the research center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2017, and will help NCCU's 
research centers to set up their own mechanisms for self-improvement.

• The Office will undertake planning work for NCCU's applic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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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viding an ideal academic environment, establishing mechanisms for academic 
grants a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resources

In order to provide encouragement for NCCU's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academic research, strengthen their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research, the NCC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as formulated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rovision of Subsidies for Academic Research, with the aim of helping researchers secure access to 
the resources they need to carry out their research,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various field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earch subsidy systems and measures. Funding 
support falls under three broad categori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helping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ld overseas, helping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to have papers translated and edited for publi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arranging visits by lead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 research teams (helping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to apply for grants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team recruitment, and the holding of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works (including academic journals and books, as well 
as help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apply for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fund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for all of these types of funding support has been fully digitized; 
applications, approvals and management are all completed online. This has streamline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making for greater efficiency.

 █ Establishing forums to exchange expertise in applying for research projects

Undertaking academic research involve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to view the world. The 
NCC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handing down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know-how to new generations; by arranging for experienced, senior researchers to transmit 
and share their experience, younger academics and students can have their research horizons broadened. 
To this end, every year the Office organizes seve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ums, which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haring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researchers:

• Senior faculty members share key points of advice regarding applications for MOST projects 

• The Office of R&D encourages faculty members to apply for MOST grants

• The Office of R&D encourages applications to the EU's Framework Programme

• Improving students'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research competency through forums 

• Actively assisting in competitive applications for large-scale projects, creating new academic 
value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CCU's research activities,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both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subjects, and comply with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ree years ago NCCU began prepar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The Board passed assessment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January 6, 2015, and formally commenced 
its work of performing ethical review on research project proposals. The Board's members focus on 
evaluating the level of risk borne by test subjects during the research project,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test subjects are chosen, etc., while striving to uphold test subjects' dignity, 
autonomy, privacy and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Research project proposals fall into one of three 
categories: exempt from review, expedited review, and full review. In 2015, the Board handled a tot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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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applications for ethical review from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both at NCCU and elsewhere).

The first-term Board members comprised 14 experts and disinterested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Professor Nai-Shing Yen (of NCCU'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erved as the Board's Convenor, 
with Professor En-Hung Liu (of the College of Law) serving as Deputy Convenor. The external Board 
members included Dr. Benjamin Ing-TiauKuo (Chairman of the Human Subject Protection Association in 
Taiw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rofessor Su-Yun Wang (who is also Head of the Planning Section at 
the NCC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ok on the role of Director of the Board's Secretariat. 
Both Board members and administrative are required to undergo at least six hours of specialist training 
each year.

While the ethical review of clinical trials already has a long history, given that NCCU is more oriented 
towards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 was decided that the Board's Secretariat would organize 
workshops to help give NCCU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a clearer idea of the scope covered by 
ethical review and how it is carried out. In 2015, a total of six such training sessions were held.

 █ Encouraging the Realization of Creativity: NCCU establishes platfor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stablished to give NCCU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more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the NCCU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ncubation Center (located in the hills at the back of the 
NCCU main campus) formally opened in March 2015. On November 30, 2015, the Center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a new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latform, which is intended to help NCCU make more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available from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from alumni for the provision of a space 
for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start-up. The Center will be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guidance programs, 
and “Innovation Realization Gran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encourage NCCU students to pursue their 
dreams, and in doing so cultivate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Every semester, three project teams will 
receive grants of between NT$300,000 and NT$500,000.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latform works through a three-stage process – pre-incubation, 
incubation, and post-incubation –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support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getting 
a new business start-up off the ground. The pre-incubation stage mainly relat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as part of students' 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 taught 
by instructors from across different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Thanks to funding support from business 
enterprises, alumni and other generous members of the public, NCCU has also been able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Innovation Realization Grants” to help NCCU students put their innovative ideas into practice. 

As regards the incubation and post-incubation stage, the existing NCCU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Hub Co-working Space and Innovation Incubator Center are being used as the foundation for incubation 
guidance. The project teams undergoing incubation benefit from the guidance services offered by NCCU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as well as by consultants with extensive industry experience, helping them 
to realize their innovation dreams and successfully bring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market.



51

R
esearch and D

evelopm
ent

 █ Cooperation with Benchmark Corporations: Delta Electronics at the RIIC 

Delta Electronics moved into the RIIC once it became operational in March, and launched the Laboratory 
for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on May 14, 2015. The event also showcased previous cooperative 
results, demonstrating NCCU's soft power.

 █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o help NCCU Develop New Area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 the Digital Humanities Team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was established in early 2014, and consists of the “Digital Footprint 
Exploration Lab,” the “Digital Lab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e “Digital Lab for Data Prism,” 
the “Computational,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Social Science Lab,” the “Digital Lab for History and 
Thoughts,” the “Lab for Future Shapers,” the “Lab for Language and Cognition,” and the “Innovative 
and Mobile Financial Service Technologies, Modelings and Applications.” In 2015, they were joined 
by the Asia-Pacific Spatio Temporal Institute. Topics covered include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 
humanities, psychology, computer science,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ered on the newly 
completed research center, the University aims to establish humanities frontier research unique to NCCU.

As part of the program for the 2015 academic year, it was agreed that team members would collaborate 
on the compilation of a new book on digital humanities.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book will be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a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and that it will serve as the “white paper” 
underpinning NCC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in the future.

 █ Utiliz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to Promote Research Capacity 

On August 4, 2015, Dr. Fang Y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CCU's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signed a technology licensing agreement with Wieson Technologies for the research 
project of Intelligent Green IOT Device a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This project develops a mobile 
application to work with growth boxes with a lighting feature, so the boxes could detect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adjust light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ccordingly to improve plant growth.

The duration of the project is two years, with a total budget of 1.27 million NTD. Once the product is 
commercialized, the resulting profit will help fund the University's teaching and research.

 █ Carrying out the Government's Large-scale Integrative Projects, increasing presence 
in Policymaking

NCCU's faculty members are dedicated to the large-scale integrative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which also invigorate the University's research capacity and expand its academic 
breadth. The results of such projects have benefitted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aiwan's society in general, 
and serve to increase the University's presence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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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moting large scal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Academia, diversifying the 
applications of research results

The University's faculty members are dedicated to connecting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while pursuing 
additional influence. In 2015, faculty members collaborated with Uni-President, Taiwan Stock Exchange, 
Taipei 101, Taiwan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 Delta Electronics, Sayling Wen Foundation,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China Steel, Asia Pacific Telecom, Chunghua 
Telecom, Sinyi Real Estate, and other groups. Som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achievement are listed below:

• Promoting the science of service: the Sayling Wen Foundation at the RIIC

• Digital tools create new ways to Learn: NCCU's Collaboration with Delta Electronics on a 
Regional Education Center for “Smart Living” 

• Nationwide Survey: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collaboration with Delta Electronics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 NCCU Exploring Emerging Religions: the Wei Xin Religion has Commissioned NCCU to 
Conduct Research

• MIS Department Collaborates with Chunghwa Telecom on Analyzing the Industry Chain with 
Big Data 

• Strolling in the Alleys: NCCU and PAPAGO! Showcasing the hospitality of Taiwan's 
neighborhoods with Digital Stories

• The Private Sector's View on Taiwan's Development: NCCU and Uni-President's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f Taiwan's Corporate History 

• Promoting large scal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Academia, diversifying the applications 
of research results





 █ 簡介

文學院成立於 1958 年，歷經整併，現有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三學系、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宗教研究所、台灣史研究所及台灣文學研究所等四獨立所，一個學位學程及兩個在職專班。

此外，文學院成立教師跨領域的七個研究組織，包括現象學研究中心、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身

體與文明研究中心、人權史研究中心、東亞文學研究中心、雷震研究中心及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

研究中心。

文學院以提升人文學科之教學與研究為宗旨，除專業教學外，肩負文史以及人文通識教育課程之

教學。為加強學術研究與發揚人文精神，文學院增設圖書資訊與檔案、宗教、台灣史、台灣文學

等研究所，從事專業及本土文化之研究。文學院並與世界一流學府交流，現有超過 51 間大學院

系所與文學院及所屬系所簽有學術合作協議，教師交流與學生交換，亦提供各類課程，供外籍學

生研習中華語言及文化。

 █ 研究計畫與成果

2015 年文學院執行科技部計畫共 50 件，包括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

題：漢字思維與語言」、「補助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宗教與科學」、「觀

念 ‧ 話語 ‧ 行動：數位視野下中國∕台灣

多元現代性研究」、「開放性數位工具平台

發展 - 以台灣自由人權系列文本為例之社群參

與及數位人文研究」、「心靈、因果、與責任：

以台灣為基地建構具東亞學術主體性的全球

網絡」。此外亦執行 10 件非科技部計畫，包

括「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先期計畫辦

公室」、「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

辦公室」、「解嚴前 / 後政治案件受難者口述

歷史訪談計畫採購案」等，另有「2015 年度

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 -
轉注藝遊」計畫經費達 500 萬以上。

一、文學院中文系系主任曾守正教授執行之

「2015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

用能力培育計畫─轉注藝遊」為教育部

通過之跨領域合作計畫，旨在提升人文

暨社會科學領域學院之社會實踐力。此

計畫以「創新課程，重淬能力」為執行

主軸，設計 3 階層共 8 門跨域課程，期

望以跨域授課，結合「社會參與」、「場

域實習」、「與非營利組織合作」等特

色，彰顯計畫「從實作中學習」的初衷，

協助學生開拓個人的職涯，為臺灣文創

產業投入更多活潑的觸媒。

二、佛教哲學屬於跨文化及語種的研究，

因此哲學系林鎮國教授積極尋找國際

頂尖學者合作，集結 14 位跨國學者

研究成果，完成英文著作「A Distant 
Mirror: Articulating Indic Ideas in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 六、七世紀印度佛教思想在中國的發

展 )。這本專書歷時約 6 年準備，由德

國漢堡大學 (Universität Hamburg) 出版，

透過英文專書的出版，提升本校國際的

能見度。目前除了實體書外，也有電子

書版本，並登上全球最大人文線上圖書

網 H-Net 提供學者線上瀏覽。

三、「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

（1830-1930）」由本校中文系鄭文惠教

授、金觀濤講座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劉

青峰教授共同研究開發，收錄自 1830 年
至 1930 年間中國近現代報刊、雜誌、

傳教士和西方著作中譯本及各種文集，

並提出了使用數據庫進行觀念史研究的

方法，利用數據庫的數據挖掘和重要關

鍵詞意義的統計分析，揭示中國近現代

觀念如何在西方衝擊下起源和形成之過

程，使用本數據庫資源發表的數位人文

研究成果業已達上百篇。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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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數據庫更連結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與

統計系學者，形成了跨學科、跨領域的

「政治大學數位人文研究團隊」，並會通

「數據挖掘」、「文字探勘」與「觀念史」

研究法，開啟數位人文學之發展。

文學院為培養本地學生具備以英文介紹

中華文化之能力，配合頂大計畫：文學院

特色發展計畫，規劃「中華文化英語課

程」系列，邀請院內與院外專任教師開設

與主題相關之系列英語課程，歷年開設課

程，共計 23 門。

 █ 學術期刊出版 

文學院所屬系所出版的四本學報躋身國內一

流期刊 THCI Core 之列，編審、來稿與審查

陣容亦擴及國外知名學術單位。四本學報分

別為：

期刊 期刊說明

《政大中文學報》

《政大中文學報》前身為《中華學苑》期刊，1968年 1月 1日，

政大中文所為響應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發行《中華學苑》，

歷 35年，共 56期。後為因應學術研究風潮與新的出版方式，

2004年 6月改版發行，是為《政大中文學報》創刊號。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於 1983年創刊，由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出版，為園地公開之專門學術年刊。自 2004 年起，

改為半年刊，於每年 5月及 11月出版，刊載歷史方面之學術

論文、研究討論、書評等各類文稿。

《臺灣文學學報》

創刊於 2000 年，第 1-6 期由本校中國文學系出版，第七期開

始由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編印出版，並改為半年刊，每年 6
月及 12月出刊。本刊收錄台灣文學的學術研究論文，目前已

出版至第 27期 (2015年 12月 )。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創刊於 1994年，由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出版。自第 8期（2002
年 6月）起變更版面，並更改為半年刊，刊載哲學方面之學

術論述、學術討論、學理應用、書評書介等各類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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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內外學術合作

文學院與各系所已與中國、日本、韓國、澳

洲、美國、歐洲等超過 51 個以上的國外學術

單位締結合約、進行洽談或深度交流，2015
年萊比錫大學柯若樸教授來訪，進行學術交

流，另德國特里爾大學蘇費翔教授來訪討論

2016 年國際會議相關事宜，並與美國長島大

學進行課程合作，學生彼此間進行交流。2015
年 3 月 15 日至 25 日台文所師生赴日本橫濱國

立大學交流參訪並參與「台湾文学における

日本表象相互性について」研討會發表論文。　 

「在地與易地─第十一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由左至右依序為：李炫政、小川利康、洪昔杓、

金惠俊、張釗貽、朴宰雨、陳國球、山口守、吳佩珍、陳

芳明

2015 年 11 月 13、14 日於政大舉辦「在地與

易地─第十一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此研討會是海外中國現代文學

專家學者每年度的重要聚會，由亞洲多國（包

重要學術活動

台史所於 2015年 3月 14、15日舉辦「2015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宗教所於 2015年 6月 8-11日舉辦「普渡大學跨文化與宗教研究國際研討會」，並於 9月 6日舉

辦「東亞視域下的華嚴思想國際研討會」，及 11月 13、14日舉辦「第三屆中國基督教之本土與

全球發展學術研討會」。

歷史系、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與英國華威克大學與 2015年 8月 19-20日共同舉辦「中國與十七

世紀以來的人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於 2015年 11月 6-9日與珠海學院及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合

辦「第十六屆兩岸四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括韓國、日本、台灣、新加坡、香港、中國等）

組成的跨國中文文學研究的學術網絡共同籌

畫，輪流由不同國家的學術研究單位籌辦，

以中文文學研究為主體，以跨國研究為方向，

研究東亞文學的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國際

學術活動，迄今已舉辦十屆。

2015 年由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透過八

場密集學術發表及討論，激起國內外學者許

多火花，學者針對台灣、中國、日本、韓國、

香港在地性及跨域性的各種文學現象提出了

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討了不同作家、文本或

主題在不同地區、國家或不同媒介文化之間

的傳播及權力關係。

 █ 重要學術活動

文學院在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挹注下，大力拓

展國際事務之參與。各系所競相舉辦大型國

際性研討會，出版會議論文集。在師生協力

之下，政治大學文學院不僅成為兩岸以及國

際漢學研究重鎮，亦深耕台灣文化，促進新

一代年輕學子與青年研究者的社會實踐。奠

基於文學院長期以來培養的人脈與學術實力，

加上頂尖大學計畫 5 年來的推波助瀾，文學

院教師之學術影響力及於中國、日本與歐美；

國際知名學者接連赴文學院客座及演講，校外

及社會知名人士皆前往文學院共襄盛舉；文學

院研究生踴躍參與重要國際學術會議，與國

際研究者交流對話，上述成果於發揚文學院、

乃至本校之社會、國際聲譽皆有相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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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學術活動

哲學系於 2015年舉辦 / 協辦五場研討會：(1)5月 23日舉辦「103學年度校際研究生哲學論文發

表會」(2)10月 2日舉辦「詮釋與實踐：張鼎國教授逝世五週年學術紀念研討會」(3)11月 21、22
日舉辦「第八屆南北五校博士生哲學論壇」(4)12月 5、6日舉辦「第十一屆兩岸三地四校南北哲

學論壇」(5)12月 18、19日舉辦「第七屆印度學學術研討會 : 傳承與提振」。此外，又邀請二十

餘位國內外學者專家到校進行專題演講。

台史所於 2015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1日舉辦「2015 台灣二林蔗農事件 90 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

討會暨系列活動」。

中文系於 2015年 11月 23至 27日舉辦「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田浩教授」，田浩教授蒞台期間

共進行三場專題演講。12月 1日舉辦專題演講：從台灣看「民國文學」，主講者為中央大學中

文系主任王力堅教授。

華文所於 2015年 10月舉辦「第五屆漢語國際教育海峽兩岸研究生論壇」，本次論壇由本學程

與山東大學、四川師範大學的師長、同學們進行漢語語言及華語教學相關議題的切磋與交流。

華文所於 2015年舉辦 19場華語文教學實務系列工作坊，透過資深華語教師學術及教學經驗分

享，分享學術新知並提供學生一個對話及經驗傳承的機會。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於 2015年 1月 9日與本校圖書館共同舉辦 「雲端行動環境下圖書館

自動化發展與前瞻研討會」，本次研討會計有圖資界資深學者、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圖書館從

業人員及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校友、圖書館員等百餘人與會交流。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於 2015年 1月 27日至 31日舉辦「泰國學術參訪活動」，安排師生參

訪泰國文化的二大重鎮：泰國國家圖書館與泰國國家檔案館，以及 TCDC 泰國創意設計中心與

兒童知識與文化之家 -TK Park 泰國知識園，觀摩泰國政府精心推動文化創意以及啟發兒童創意

與學習力之成果。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於 2015年 5月 15日舉辦「檔案應用實務交流工作坊」，邀請福建省

檔案學會雷乃明理事長等十餘位貴賓及國內檔案實務機構相關人員與會，會中對於檔案應用之

實務工作進行熱烈討論及意見交流。

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於 2015年 5月 16日舉辦「翻轉數位學習：MOOCs 與行動學習工

作坊」，邀請 4位大師與會演講分享，最後以論壇的方式進行熱烈交流討論。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於 2015年 12月 19日舉辦「博士班學術研究能量提升工作坊」，邀請

在研究表現上極為傑出之重量級講座來講授英文期刊論文寫作養成方法、國際期刊投稿訣竅經

驗、期刊審查流程與投稿注意事項及資料分析技術與方法，紮實豐富的課程內容，與會師生皆

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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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參照按正史記載的《三國志》，也許可作

為釐清矛盾的一種方式。政治系助理教授張

其賢也提供另一種看法，認為「忠」與「孝」

不必然是相斥關係，也許只是優先次序上有

所不同的差別而已。

對於不同角度提出的見解，文學院長林啟屏

肯定，「在不同文化脈絡的觀察下，也許才

更能看清我們平日習以為常的價值體系。」

在他看來，「忠孝是否難兩全，最終必須要

回到人的本質，探討人際關係中的角色。」

文學院長林啟屏肯定不同文化脈絡觀察討論的價值。  

攝影：馮庭萱。

聆聽各方意見，田浩開心回應，自己發表研

究的核心目的就是站在外國學者的立場，期

盼提出新的切入角度，提供國內學者們參考，

他也期待日後能持續和學術同好們切磋，聽

取多方意見，更精進學術專業。

紀念曾在政大執教 23 年的王夢鷗教授，中文

系自 2005年起創辦「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

至今已邁入了第十年，林啟屏表示，王夢鷗

的優秀學術成就經海內外一致認可，連續舉

辦十年講座，不僅向王教授致敬，更揭示政

大中文系在國際學術的地位象徵。

王夢鷗教授 ( 右 )  照片：文學院提供

 █ 【焦點報導】忠孝是否難兩全？ 
美國學者田浩對話儒學觀念 

【校訊記者馮庭萱報導】中文系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至舉行「2015 王夢鷗教授學

術講座」，由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國際語言文化學院教授田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 主講《三國演義》的

忠孝觀，橫跨不同文化脈絡看中國古典，與

本地學者從不同觀點對話。

美國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畢業，主

修歷史與東亞語言，並曾在 2009 年到臺大擔

任客座教授，田浩對於臺灣擁有特別親切的

好感。他謙虛表示，即使這次主題不是自己

擅長的研究領域，但「捨不得放棄來臺灣的

機會」，期待透過與學界對話，提供自己更

多元思考方向。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國際語言

文化學院教授田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 攝影：馮庭萱

田浩從中國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忠」與

「孝」出發，和傳統儒學觀念比較辯證。他

提到，選擇《三國演義》的原因有三，首先

是呼應王夢鷗教授在中國小說上的研究，希

望能以更加細膩的方式探討這本家喻戶曉的

民間小說；同時能由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觀

看書中孔明的計策與言論；至於另一個原因，

則不失童心坦言，「因為我是男孩，對於打

仗的事當然比較有興趣。」

針對忠孝究竟能否兩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林慶彰解釋，「忠」就是

盡心、「孝」就是為人子的事親之道，這兩

樣品德是自古以來中華文化最重視的價值觀。

中文系教授車行健則提出，《三國演義》是

民間小說，其中有加油添醋之筆，研究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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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到新加坡大學從事學術交流。

回憶從計畫執行到出書過程，林鎮國笑著說，

「忘記自己曾吹牛說要出英文專書」，但樂

見作品問世。他建議研擬計畫時要「倒著思

考」，事前先想好所有預計呈現的成果，並

在研究過程中慢慢尋找資源，累積人脈。

由於佛教哲學屬於跨文化及語種的研究，因

此他積極尋找國際頂尖學者，也是因為過程

中曾到德國漢堡大學交流，並邀請其中一位

學者參與計畫，後續得以獲得出版機會，透

過英文專書提升在國際的能見度。

「計畫只是一時的，效應卻是延續的。」林

鎮國很高興，透過這項計畫，不僅出版英文

專書，藉由期間多場工作坊、邀請國外學者

到政大舉辦座談會等作為，即使計畫結束後，

還有加拿大學者到臺灣與他合作研究，也有

德國漢堡大學博士生跨海請求指導，韓國東

國大學學者也已經預約將來臺交流。更驚訝

的是，因為計畫屢屢在國際曝光，也促成哲

學系去年榮登 QS 世界大學哲學學門前百大之

列。

林鎮國表示，當初最早計畫出版英文專書是

為了「分享經驗給人文學者」，看到後續發

展感到欣慰，希望這次經驗可以作為科技部

將來推動國際計畫的模組。

目前這本專書除了實體書外，也有電子書版

本，並登上全球最大人文線上圖書網 H-Net
提供學者線上瀏覽。

即將退休，卻仍時時思考如何深耕哲學學門

並培養後進，林鎮國奉政大第一任校長陳百

年（陳大齊）為教育典範，認為教育應具有

延續性，將眼界拉長，並培養屬於政大的獨

特學統，進而培育出拔尖人才，就可讓政大

在國際學界具有一席之地。

照片：文學院提供

 █ 【焦點報導】重人才培育 林鎮國集
跨國學者出版專書 

【校訊記者江則臻報導】由哲學系教授林鎮國

主導，集結 14 位跨國學者研究成果的英文專

書「A Distant Mirror: Articulating Indic Ideas in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 六、七世紀印度佛教思想在中國的發展 ) 於
2014 年 12 月問世，這本書歷時約六年準備，

獲得德國漢堡大學 (Universität Hamburg) 賞識

出版。

林鎮國在哲學學門具有高度聲望，不但屢屢

獲得國科會（今科技部）「哲學學門人才培

育計畫」補助，並擔任計畫主持人，經常也

有許多國外學者慕名遠道而來向他求經。能

有今日成就，林鎮國謙虛回應，「我只是很

享受做研究的樂趣。」

林鎮國表示，現今年輕學者是將來學術界領

航者，因此以「培育人才」為重點目標，希

望在能力範圍內能夠帶著年輕學者一同研究，

同時訓練學生以英文發表論文，帶領學生參

與各式國際研討會，培養學生與國際接軌能

力並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 

哲學系教授林鎮國重視人才培育，集結國際學者出版英文

專書。攝影：江則臻。

林鎮國說明，自己長期從事佛學研究，拜網

際網路興起所賜，許多外國學者看過他的計

畫網站後，紛紛上門找他合作交流，因而有

機會不忘帶上學生「見見世面」。

他舉例，日本京都大學主動邀請他參與計畫、

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他就會推薦政大學生

積極參與，結果此舉得到熱烈迴響，國立新加

坡大學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也主動表示願意加入，團隊於 2015 年 3 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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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1958, and is now 
comprised of three departments, four independent 
institutes,  one training program, and two 
additional master degree programs. There are 
also seven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centers, 
respectively: The Center for Phenomenology, 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Center for Body and Civilization Studies, the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f Human Rights History,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Literature, Lei Chen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of China.

The missio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s 
to elevat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In addition to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re are also general courses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fered to all university 
student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pirit of 
humanities and enhance academic research, the 
College establishe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as well 
a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nd 
Taiwanese Literature. It currently has acade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over 51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facilitating teacher and 
student exchange. In addition, a wide variety 
of courses are available to foreign students for 
their improvement i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In 2015, The College carried out 50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Thinking Mode of 
the Chinese Script and Language”, “Library 

Resources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chive (Religious and Science): Religious, 
Science and Postmodernity”,“Ideas, Discourses, 
and Actions: A Study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of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Digital Landscape-
-The Interaction and Conflict of New/Old: A 
Digital Humanities Study of Chinese Modernity”, 
“The Development of an Open Digital Analytic 
Platform-Community Participated Digital 
Humanities with Serials of Taiwan's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nd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Ibn Sina's Integral 
Theory of Body, Mind and Spirit.” Ten other 
projects were also executed, including “University 
Learning Ecosystem for Taiwan”, “Office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naissance”,“The procurement 
case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 project by the 
victims of political cases during pre/post-Martial 
Law period.” Besides, the funding budget for 
“Program of Translating Artistry” was over five 
million NT dollars.

The project “Program of Translating Artistry” 
wa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Shou-
Cheng Tseng,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 wa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ts goal was to improve practical 
application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s. The project's principles were to establish 
“innovative, redesigned courses,” creating a 
system with eight-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divided into three tier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instruction, the goal was to combine social 
participation, internships, and NGO collaboration 
to create practical courses that would help expand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 providing a spark for 
Taiwan'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 the study of Buddhist Philosophy requires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including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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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nguistic expertise, Professor Chen-Kuo Li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rganized 
a collaborat ive project  between fourteen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completed the English 
publication A Distant Mirror: Articulating Indic 
Ideas in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The book was published by Universität 
Hamburg, with an e-book version available on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online humanities library – 
“H-Net,” and has helped improve the University's 
exposure internationally.

In order to cultivate local students' ability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using English, the 
College offered 23 related courses.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Departments within the College have cooperative 
agreements, dialogue and/or other forms of 
exchanges with over 51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stitutions from China, Japan, Australia, US, and 
Europe.

On November 13 and 14 of 2015, The University 
organized the 11th East Asian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event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 
studying Chinese Literature, where the academic 
network between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Korea, Japan, Taiwan,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China takes turns as organizers.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ticipating scholars 

conduct academic exchanges within East Asian 
literary circles .

In 2015, NCCU's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organized a Conference on local and 
cross-border literary phenomenon occurring in 
Taiwan, China, Japan, Korea, and Hong Kong. An 
inspiring event for many participating scholars, 
it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and power structure 
among writers, contexts, or themes in varying 
regions, countries and cultures.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With funding from the Top Universities Project, 
the College has been aggressively expanding 
its international reach. Departments within the 
College have organiz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published the academic proceedings accordingly. 
In addition, the College has also devoted further 
resources to the study of Taiwanese culture by 
facilitating students' and young researchers'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College has utilized its existing 
network and academic foundation to become an 
important hub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 with 
academic influence expanding to China, Japan, 
the U.S., and Europe. Students' eng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xchanges has 
steadily increased with visits from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s, benefitting the College - and 
the NCCU's reputation.



 █ 簡介

理學院於西元 1994 年自原文理學院改制成立，目前設有應用數學系、心理學系、資訊科學系、

神經科學研究所及應用物理研究所等五個系所，和校級「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數位

內容碩士學位學程」(與傳播學院共同設立 )、「專利學分學程」(2010年與法學院共同設立 )、「輔

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2011年與教育學院共同設立 )、「數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2011
年再與傳播學院共同設立 ) 及「數理財務學分學程」(2011 年與商學院共同設立 )，2012 年與外語

學院共同推動具國際性、前瞻性之跨領域「語言、認知與大腦學分學程」，2014 年資訊科學系

與中央研究院及國立清華大學共同成立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未來發展方向為 : (1) 支持教師組成跨領域團隊，激發學術能量，展現理學院學術特色 (2) 落實精

緻教學措施，重視自然通識教育 (3) 完備理學院師資、空間與開拓學術資源 (4) 提昇理學院及各

系所學術能見度與影響力 (5) 加速辦學國際化及國際交流步調 (6) 深化跨院學術合作。

 █ 研究計畫及成果 

理學院在 2015 年開始執行的科技部計畫有 54
件，非科技部計畫有 8 件，專利 1 件，發明人

為應數系副教授曾正男，專利名稱：基於完

整列矩陣之再加密方法（專利證號 :I488476）。

執行頂大計畫，成立了「臨床健康院級研究

中心」、「神經與精神疾病轉譯中心」，以

及加入校級的數位人文團隊，設立「資料科

學跨領域實驗室」，啟動年輕學者研究獎勵

研究計畫，資科系副教授左瑞麟以及應用物

理研究所副教授蔡尚岳獲獎。

一、神經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廖文霖，長期

埋首神經發育疾病研究，2015 年底榮

獲國際基金會組織 IFCR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CDKL5 Research) 研究獎

助，為政大第一位獲得該獎助老師。理

學院也頒發「推動國際學術合作表現優

異獎」。廖文霖老師研究典型 RTT 的神

經機轉，同時分析典型與非典型 RTT 的

模式小鼠。希望將來能藉由 CDKL5 基

因剔除小鼠腦中神經化學表徵分析，建

構一藥物測試的平臺，為 CDKL5 基因

缺失的病童找到治療的方法。

二、神經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紹寬，研究

精神疾病模式動物及致病機制，與美國

猶他大學諾貝爾獎得主 Mario Capecchi
教授實驗室合作進行之 Hoxb8 基因敲除

鼠自體免疫的研究。除可提供生物醫學

研究中基因的細胞生理功能研究外，還

能製造可供研究疾病致病機制及藥物開

發的人類疾病動物模式 (animal model)，
應用於新藥或新醫療方式的開發及篩

選。

三、應用物理所特聘教授楊志開獲得政治大

學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特優獎勵。研究

成果包括銻薄膜表面的拓樸傳導、銻薄

膜與單層異質原子接觸下的拓樸態、石

墨烯相關材料的物理性質研究、氫缺位

鍊用於氫化石墨烯之能帶調制，以及奈

米碳管與石墨烯奈米緞 (nanoribbon) 結
構的耦合。楊志開老師在一篇發表於

《科學報導》(Scientific Reports) 的論文

中，第一原理的計算顯示石墨烷 ( 完全

氫化之石墨烯 ) 若有各種幾何形狀的氫

缺位，將有奇特的電性與磁性，可應用

於新穎奈米電子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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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開在《科學報導》(Scientific Reports) 發表的論文

四、應用物理所副教授蔡尚岳，研究專注於

先進磁共振影像技術發展，主要研究重

心為快速頻譜影像技術之開發，此技術

是目前唯一以非侵入式量測大腦的生化

代謝訊息的方法，是腦科學研究及精神

異常相關疾病研究的重要工具，技術改

良著重在更穩定，更快速的量測，可適

用於廣泛的神經科學研究以及臨床醫學

研究應用上，相關成果於 2015 年共發

表三篇 SCI 國際期刊論文，其中一篇

Human brain mapping 為該領域前 5% 的

期刊，另有關於磁共振影像技術開發及

應用成果，發表 5篇 SCI 國際期刊論文。

五、理學院資科系與傳播學院合作開設之數

位內容學程，在數位藝術、新媒體、互

動裝置等方面，發揮引領潮流、帶動產

業發展之影響力，目前執行中之科技部

三年期計畫 :「穿戴式互動展演創新應用

與技術研究」，第一年推出「未來馬戲

團」的穿戴式即時互動展演，結合互動

投影、即時動作捕捉、故事、舞蹈與音

樂的跨領域表演，帶領觀眾體驗一個只

剩下機械動物的新奇世界。與曾獲金鐘

獎、入選 SIGGRAPH、ANNECY 等國

內外影展的「原金動畫 engine studio」

合作。並公開發表四場，超過 1,000 名

觀眾。

「未來馬戲團」表演現場

「未來馬戲團」之觀眾體驗

第二年推出「出夢入夢」，整合穿戴式

裝置、影像偵測技術、與互動未來電影

概念結合的虛擬實境 (VR) 作品，獲得

國美館『科技融藝跨界創作補助計畫』

首獎。並於 2015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2 日在松山文創園區展出，開幕首日即

超過 2 千人次參觀，展期超過 7 千人次

參觀。

「出夢入夢」在松山文創園區現場體驗

六、應數系副教授陳隆奇與成大物理系教授

張書銓，合作探討在二維蜂窩狀晶格上

特殊的定向滲流之兩點函數的臨界行為

與收斂速度，在特殊的模型下兩點函數

之收斂速度的上界估計與下界估計，成

果發表于《Physica A》上。應數系教

授陸行在「計算複雜網路與穩健型最佳

化大數據分析模型」的研究，在《科學

報 導 》(Science Reports) 及《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共發表

兩篇期刊論文。陸行教授並與國衛院跨

領域合作兒童慢性腎臟病的研究計畫，

開發大數據網路計算模式。另外，與應

數系助理教授陳政輝、高雄醫學院主任

黃尚志合作共同發表「關於糖尿病多重

病症復發的機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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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科四學生蔡一嘉、林紹瑾的大專生科

技部研究計畫，運用創意及所學技術，

設計一款能結合感知科技與圖案顯示的

腳踏車，從 79組競爭隊伍中脫穎而出，

獲得教育部「智慧終端與人機互動軟體

創作專題競賽」第一名。

八、2015 年度在德國柏林紅點設計獎 (Red 
dot design award)，由政大資科系暨數

位內容學程助理教授余能豪、臺科大工

商業設計系副教授唐玄輝帶領下，資科

碩一王奕方、數位內容碩二林禕瑩與臺

科大學生陳萱恩、陳潛心合作，共同設

計出的「BlindNavi」作品榮獲本屆青年

組最高榮譽「紅點新銳設計獎」(Junior 
Prize)。

 █ 國內外學術合作

一、理學院在頂大的計畫，在「臨床健康院

級研究中心」，成立了「臨床心理學」

分別與「行動科技」、「職場心理健

康」、「認知神經科學」方面，共組成

了三個跨領域研究團隊，成員涵蓋台大

醫學院、心理系、資工系，中央醫工所

以及政大勞工所老師。並與國內外相關

醫療院所合作，如彰化基督教醫院、台

安醫院及廈門安寶醫院等，進行研究計

畫。

二、在轉譯醫學研究上，與三軍總醫院醫

學研究部建立合作。一方面收集腦癌

及其他神經系統疾病的患者的組織，

對免疫細胞或細胞素等免疫分子進行

分析以研究免疫系統在神經系統疾病

中扮演的角色。同時也與猶他大學的

兩個實驗室合作，以及與美國哈佛大

學的 Catherine Dulac 教授在基因印記

(genomic imprinting) 合作研究對於大腦

的發育與功能的影響。

三、理學院與財政部簽訂合作備忘錄，未來

能利用技術分析財政部所提供財政資訊

或巨量資料，雙方將共同交換學術活動

資訊、協助彼此資源取用，也將合作辦

理公務行銷及參訪等交流活動、同時提

供實習合作機會，財政部資訊中心主任

蘇俊榮、理學院長郭耀煌共同表示，此

舉將有助推動國家政策制度、發表學術

研究、並提高稅務稽核效率，達成開放

式政府。

四、資科系成立「社群運算與巨量資料跨校

資源中心」，營運目標為服務全台資通

訊相關科系，於社群運算與巨量資料

領域相關之教學資源分享。在政大開設

「社群網路與應用」課程，並將教學內

容與模式推廣至夥伴學校台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學期末舉辦跨校學生專題

作品聯合發表會，邀請業界專家擔任評

審，提供學生作品建議，並對優秀作品

提供商品化、創新創業的各種可能性。

透過此機會連結產業與學生，亦增加學

生到企業實習與就業的機會。為全台夥

伴學校爭取業界社群輿情平台之免費試

用帳號，使各教師能充分使用於課程或

研究，推動社群媒體資料分析專案實

作，促進成果產出。

五、資科系教授蔡銘峰領軍「計算語言學與

資訊處理實驗室」團隊，與最大的華語

線上音樂串流服務平台 KKBOX 進行

產學合作，所負責之「音樂推薦平台與

系統建置」計畫，為運用其研究專長︰

資訊檢索、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等

大數據分析技術，使系統能夠推薦出符

合使用者可能會喜歡的歌曲、歌手或專

輯。此大數據資料推薦演算法屬於資料

科學領域，目前亞洲地區尚未有公司將

此技術應用到實際產品中，蔡銘峰產學

研究成果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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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學術活動

重要學術活動

心理學系副教授黃啟泰於 2015 年 10 月 1-2日參加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假荷蘭 Nijmegen 舉辦之「相互瞭解的起源」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初步研究結果「Selective 
Imitation in Ostensive-Communicative Contexts」。本文探討語言溝通線索對嬰兒選擇性模仿的

影響，發現 17個月大的嬰兒使用動詞新字解讀大人和他們溝通動作意圖，而模仿用頭按燈的新

奇行為。

睡眠實驗室於 2015年 7月完成科技部「長期助眠藥物使用之心理機轉探討」計畫。主要探討失

眠患者對於助眠藥物的依賴成癮其背後機制，以期幫助失眠患者設計更有效的減藥方式。研究

結果顯示長期助眠藥物使用行為主要受到藥物及睡眠相關的情境因素影響，反而較不受到認知

決策的影響，而行為意圖對實際用藥行為預測力則會受到渴求的調節；建議臨床上在協助長期

助眠藥物的減藥，應著重於協助患者增加面對促進藥物使用的情境時的控制感，以及處理渴求

的方式。計畫成果投稿參與第 28、29 屆美國睡眠醫學會年會學術研討會，及第 16 屆世界精神

醫學會議。發表共四篇壁報論文、參與睡眠及失眠相關主題的演講，以及與國際學者進行交流。

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壁報、國際學者交流

資科系響應全球 Hour of Code 活動，推廣 4至 104 歲，人人皆可寫程式的精神，於政大辦理多

場活動，活動對象為一般民眾、國高中生和非資訊相關領域之大學生，推廣全民程式教學。

教育神經科學研討會，邀請英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士Brian Butterworth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研討會探討以結合大腦事件誘發電位、磁振造影掃描、以及眼動儀等技術的研究來探討語言與

閱讀、數學認知、以及科學教育等各項教育與學習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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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報導】資料分析助施政 理學
院與財政部締約 

【校訊記者李佳怡報導】理學院與財政部簽訂

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共同交換學術活動資訊、

協助彼此資源取用，也將合作辦理公務行銷

及參訪等交流活動、同時提供實習合作機會，

財政部資訊中心主任蘇俊榮、理學院長郭耀

煌共同表示，此舉將有助推動國家政策制度、

發表學術研究、並提高稅務稽核效率，達成

開放式政府。

研發長劉幼琍見證締約時刻，肯定理學院未來

能利用技術分析財政部提供財政資訊或巨量

資料，進而比對國際趨勢，「以前要做研究

時，很多基本資料拿不到，未來因為開放將

更方便，分析結果也幫助政府、老師、學生、

民眾都受惠。」

在研發長劉幼琍 ( 中 ) 見證下，理學院長郭耀煌 ( 右 ) 與

財政部資訊中心主任蘇俊榮代表雙方締約。 

照片提供：理學院。

蘇俊榮主任開玩笑表示，古人有言「富不過三

代」，然而過去稅務資料僅能保留七年就需銷

毀，「但是沒有 100 年的資料，其實根本分析

不出來是否『富不過三代』，」面臨 IOT( 物
聯網 ) 及大數據時代，政府不久前已改為「永

保」資料，「現在我們提供資料，理學院提

供技術，協助分析出趨勢、問題和機會。」

增進雙方研究發展交流，蘇俊榮主任還期待

未來能鼓勵部內同事到政大上課進修，對此，

郭耀煌院長表示，「不只他們來學習，我們

也希望他們來授課，彼此交流，互相學習。」

蘇俊榮主任表示，財政部一直都不以現在的

成就而滿足，每年都思考如何創新和進步，

「這是一個全新的模式，希望年底能夠看到

成果。」

郭耀煌承諾，簽約只是開始，他將促進院內

趕快工作，「可以的話每星期提出一份報告，

加快進度。」

理學院師長與財政部資訊中心人員共同慶賀雙方合作。 

照片提供：理學院。

 █ 【焦點報導】為視障者領航 政大團
隊奪國際競賽冠軍  

【校訊記者梁文于、李佳怡報導】如何正確

前往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許多現代人第一

時間大概都會選擇運用各種網路導航 App 搜

尋路線，然而視障者該怎麼辦呢？

體察這樣的特殊需求，幫助社會少數族群獨

立生活，資科碩一王奕方、數位內容碩二林

禕瑩與臺科大陳萱恩、陳潛心合作，在政大

資科系暨數位內容學程助理教授余能豪、臺

科大工商業設計系副教授唐玄輝帶領下，共

同設計出視障族群專用的智慧型手機導航應

用程式「BlindNavi」，獲得 2015 CHI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總決賽第一名。

這項競賽由 ACM CHI 國際頂尖人機互動研

討會舉辦，2015 年首度選在亞洲舉行，4 月

20-22 日在韓國首爾登場。

帶隊老師余能豪解釋，2015 年比賽主題鎖定

為少數客群設計產品、APP、科技或服務，比

賽分三大階段，三個月前初審時需繳交六頁

英文資料和示範影片，與近七十組提案共同匿

名競爭，篩選出十個團隊進入第二階段，才

能取得前往韓國首爾在評審面前發表的門票。

林禕瑩介紹，BlindNavi App 結合視障者常用

的 iPhone，在內建的 VoiceOver 或朗讀系統框

架下，顧及視障者的生理限制，使用者介面只

由幾個簡單的色塊組成。技術上運用 iBeacon
技術接受地標訊號，在靠近捷運站、十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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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便利商店時，使用者只要搖一下便可得

知自己所在位置，再利用震動、語音幫助視

障者導航，幫助他們在探索世界時通行無阻。

這支 App 屬於科技部 BlindNavi 視障者導航計

畫的一部份，由助理教授余能豪與副教授唐

玄輝共同執行，完整全貌預計明年底或後年

完成。

作品得到國際肯定，林禕瑩回想「一開始連第

一階段都沒有把握，能過初審真的很驚訝！」

畢竟面對來自各地頂尖大學的學生，對自己

的作品難免缺乏信心，抱持平常心面對參賽

成績。

進入第二階段，首要面對五分鐘的海報呈現，

王奕方說，為了改稿、調整細節，他和同伴們

忙得沒時間睡眠，加上在許多英語母語參賽

者，要能運用英文應答如流，也是一大挑戰，

「過程可說是驚險萬分」。

進入最後四強決賽後，面對其他各具特色的

作品，如何在十分鐘簡報內一較高下，又是

一大挑戰，於是團隊選擇清楚定義問題、解

決方式，並安插不少互動的空間，再搭配美

工視覺上的輔助，創造出產品的高度和質感。

林禕瑩分析，脫穎而出的關鍵應該在於「生

動活潑的表達方式，讓觀眾確實體驗到視障

者的難處。」

每套完整的 App 設計背後都有充分的研究支

持，為了掌握視障者的需求，BlindNavi 團隊

不僅深入調查視障者平常移動的習慣、使用

智慧型手機的模式，規劃出服務後又再回頭

測試，跨領域團隊一起努力討論、整合多元

意見，終於完成高水準得獎作。

助理教授余能豪稱讚學生在設計過程中非常

認真執行所有細節，除了每兩星期一次與臺

科大隊友、老師討論，每週也召開自己實驗

室會議，精確找出使用者的需求，再以技術

解決問題。

余能豪觀察，四強總決賽問答時，觀眾對臺

灣團隊的提問較多，「這是因為學生在簡報

時講得夠深入，引發觀眾聯想更多問題。」

幸而學生們事前準備充分，面對挑戰都能順

利回答。

林禕瑩說，儘管團隊英語表達佔不了優勢，最

終卻能超越在人機互動領域聲譽卓越的美國

卡內基梅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及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顯見

臺灣學生在國際舞臺上絕對沒有矮人一截，

鼓勵學弟妹們多參與海外競賽，與全球菁英

一起切磋、學習。在高強度的競爭環境下快

速成長，比任何有優渥獎金、獎品的比賽，

都更值回票價。

至於未來這款 App 上線計畫，林禕瑩透露計

畫先盡力說服政府、商家裝設維護成本不高

的 iBeacon 的無線感測器，後續可能與其他公

司合作，但也不排除創業可能。

製作團隊與帶隊教師、資科系助理教授余能豪 ( 後 ) 合影。照片提供：余能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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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Founded in 1994, the College of Science was 
restructured from the former College of Art and 
Science. Currently the college consists of 5 sectors 
including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s well a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an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Furthermore, it also 
includes the following university-level research 
centers and programs: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Mind, Brain and Learning, Master Program in 
Digital Content and Technologi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Patents 
Course Program (co-founded with the College 
of Law in 2010), MA Program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co-founded with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in 2011), Bachelor Program in Digital 
Content and Technologies (co- established with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in 2011), and the 
Financial Mathematics Program (co-founded 
with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in 2011). In 2012, 
together with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he international and pioneering 
cross-disciplinary Language, Cognition and Brain 
Program was established. In 2014,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Human-Centered Computing 
(SNHCC) Ph.D. Program was founded in joint 
collabor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nd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irections for the college's future growth 
include: (1) To support faculties to build up 
interdisciplinary teams to enable academic 
capacity and exhibit the academic features of 
the college; (2) To implement sophisticated 
teaching technique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natural science education; (3) To complete faculty 
capacity and scope of the college and to expand 
academic resources; (4) To enhance academic 

publicity and influence of each department or 
institute and the overall college; (5) To Speed 
up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college 
operation and step up a face in it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6) To intensify cross-college 
academic collaboration.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Project execution has been initiated by the college 
in 2015 for 54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ong with 8 
other projects, and was granted a patent titled Re-
encryption Method Based on Complete Matrix 
(Patent No. I488476) for the inventor, Associate 
Professor Jeng-Nan Tzeng i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For the Top-University 
Project, the Clinical Health Collegiate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Translational Center for Nervous 
and Psychiatric Conditions were established. 
Along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a University level 
crew on digital humanities, the College has also 
established Interdisciplinary Laboratory on Data 
Science and initiated a research grant program for 
young scholars, which was awarded to Deputy 
Professor Raylin Tso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Shang-
Yueh Tsai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1.For the long-time commitment to the studies 
on neurodevelopment disorders,  assistant 
Professor Wen-Lin Liao at the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was awarded a research grant by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CDKL5 Research in 
late 2015, marking the first faculty in NCCU to 
have won this prize. The College of Science has 
also awarded her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llaboration. 
Professor Wen-Lin Liao has been studying 
typical RTT neural mechanism and analyzes in 
the meanwhile lab mice with both typ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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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ypical RTT in the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a 
medicine testing platform can be built to find a 
cure for sick children lacking gene CDKL5 by 
removing neurochemical features from a mouse's 
brain with gene CDKL5.

2.Assistant Professor Shau-Kwaun Chen at the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has been studying 
animal-model mental illness and pathogenesis. 
He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laboratory run by 
Nobel laureate Professor Mario Capecchi at 
the University of Utah on the autoimmunity of 
Hoxb8 knockout mice. Apart from providing the 
biomedical research in gene's cell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the study also enables the production 
of animal-model for researches on pathogenesis 
and medic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diseases,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selection of new medicine or new treatment 
approaches.

3.Professor Chih-Kai Yang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received the honor 
of the 2014 Academic Research Award. His 
achievements include topology of conduction 
on antimony thin film surface, topology state of 
thin films in contact with single-layer of hetero-
atoms,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graphene-
related materials research, application of 
hydrogen-vacancy chain for modulation of 
hydrogenated graphene and carbon nanotubes 
and graphene Nano-Ribbon (nanoribbon) 
structure of the coupling. In a thesis published 
in Scientific Reports, Professor Chih-Kai Yang 
elaborated that first-principle calculations 
suggested that, in case of hydrogen-vacancy 
existence (in any geometric shape) in graphane 
(fully hydrogenated Graphene), strange electrical 
and magnetic features would be presented and 
could be applied to new nanoscale electronic 
circuits.

4 .Dr.  Shang-Yueh  Tsa i  o f  the  Gradua te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specializ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hich is currently the only technology that 
enables non-invasive measurement on the 

biochemical metabolism information of a brain 
and hence a very significant tool for studies in 
brain science and disorders related to mental 
illness. Improvement on this technology is 
expected to be mainly focused on more reliable 
and rapid measurement capability and hence the 
application on general neuroscience and clinical 
medical studies. Three of his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by SCI journals in 2015, with one of 
them collected by Human Brain Mapping, a top 
5% journal in its field. Five of Professor Tsai's 
other paper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imaging technology were also published by 
SCI journals.

5.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s in 
the college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to offer a program on 
digital content with the expectation to lead the 
trend and present the influence upon industry 
growth in aspects of digital art, new media and 
interactive devices, etc. Currently the college 
is undertaking a 3-year project commissioned 
by MOST “Interactive Performance Using 
Wearable Device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Applicat ions.”  “The Future  Circus,”  –  a 
wearable, real-time, interactive performance/
exhibition –is the focus of the project's first year, 
which combines interactive projections, real-
time motion capturing, storytelling, dance and 
music to provide the audience an experience 
with an exotic world where only robotic animals 
remains. The College has also collaborated 
with Engine Studio – a Golden Bell winner and 
selected participant in SIGGRAPH ANNECY 
and other overseas film festivals – in four 
public performances which had won over 1000 
audience. For the project's second year, presented 
by the college was “In and Out of a Dream,” a 
VR production that combined wearable devices, 
image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integrated the 
concept of interactive futuristic motion pictures. 
This production has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ech-
Art Interdisciplinary Creation Sponsorship, 
TW-MOFA, 2015 offered by National Museum 
of Fine Arts. From October 17 to 22, 2015, the 
production was put on exhibit at So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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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winning over 2000 
visitors on the first day and over 7000 visitors 
throughout the exhibition. 

6.Collaborated by Associate Professor Lung-Chi 
Chen at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with Professor Shu-Chiuan Chang at Department 
of Physics in NCKU, the critical behavior and 
rate of convergence were studied for two-point 
functions in uniquely directed percolation on 
2D alveolate lattices and an evaluation on both 
upper and lower limits of convergence rate were 
given for two-point functions under specific 
model, hence the findings published in Physica 
A.Professor Hsing Luh of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ublished two papers 
in Science Reports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Professor Luh and Assistant 
P r o f e s s o r  J e n g - H u e i  C h e n  a t  t h e  s a m e 
Department, together with Chief Shang-Jyh 
Hwang M.D. at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also published a study on the “Probability of 
Reoccurrence of Multiple Diabetes-associated 
Disorders.”

7.Yi-Chia Tsai and Shao-Chin Lin, both seniors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stood 
out of 79 competing teams with their creativeness 
and technology learned in the college and 
has won the first prize in Intelligent Terminal 
and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Software 
Competition hel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ir award winning design of a bicycle that 
combines sensory technology and image display 
was in turn a research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 .Graduate s tudent  Yi-Fang Wang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Hui-
Ying Lin, graduate student of Digital Contents 
and Technologies Program, collaborated wi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Hsuan-En Chen and Chien-
Hsin Chen won the Junior Prize at the 2015 Red 
Dot Design Award with their design BlindNavi,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Dr. Neng-Hao Yu of 
NCCU's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Dr. H. H. Tang of NTUST.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1 .For  the  Top  Univers i ty  Pro jec t ,  th ree 
interdisciplinary teams were formed under the 
Clinical Health Collegiate Research, individually 
combining clinical psychology with mobile 
technology,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work places 
and cognitive neural science, with members 
from NTU College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CU's Institution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NCCU's Institute 
for Labour Research. Collaboration with medical 
bodies from home and abroad – e.g.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Adventist Hospital, Xiamen 
Anbao Hospital – was also implemented for 
research programs. 

2.On transl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the College 
collaborated with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On one hand, 
tissues from victims of brain cancer and other 
neural system illness were collected for analysis 
on immune molecules including immunocyte 
and  cy tok ine  in  o rder  to  s tudy  the  ro le 
played by immune system in a neural system 
illness. Meanwhile, collaboration with two 
laborator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Utah was being 
implemented. And a co-study with Professor 
Catherine Dulac at Harvard University was in 
place for the influence of genomic imprinting 
upon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ality of brains.

3.The College signed a MOU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would analyze financial data 
or data mas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while 
the  two s ides  exchange informat ion and 
resources regarding academic activities. This 
collaboration extends to public affairs, visits 
and other exchange activities, and internship 
and cooperative opportunities are also provided. 
As expressed by both Jung-Chun Su (Head of 
Fiscal Information Agency in MOF) and Yau-
Hwang Kuo (Dean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this collabora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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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academic study 
publications, and hence an improved tax audit 
efficiency and open-minded government.

4.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has 
founded Cross-Col lege Center  of  Socia l 
Computing and Data Mass with an operation 
goal to provide service to all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related departments in 
Taiwan and share the education resources 
regarding social computing and data mass. A 
Social Network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NCCU and the content and 
pattern are to be promoted to partner college, 
the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in University 
of Taipei. At the end of a semester a joint cross-
college presentation of students' work is to be 
held, in which experts in related industry are to 
be invited to give comments on students' work 
and offer possibilities of commercialization 
or start-up for outstanding works. By such the 
industry is connected with students and hence 
an increase chance for students to work in 
enterprises as interns or employees. Free trail 
accounts of public social supervision platforms 

in the industry would be acquired for all partner 
colleges so that all faculties may fully apply 
the knowledge into courses or study, promoting 
project practices o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hence final products.

5.Professor Ming-Feng Tsai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is leading the team at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 ing  Lab  to  co l l abora te  wi th  the 
la rges t  on l ine  Chinese  mus ic  s t reaming 
service KKBOX in the project  under his 
supervision:“Music Recommendation Platform 
and System Establishment.” Their expertise is 
in data retrieval, data min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other big data analysis capacity 
which  a l lows  the  sys tem to  recommend 
soundtracks, singers or albums that users 
may prefer. This big data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is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urrently, no companies in Asia have applied this 
technology in actual produce, hence a leading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Professor Tsai's 
collaborate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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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From October 1 to 2, 2015, Associate Professor Chi-Tai Huang at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ttende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of Perspectives on the Ontogeny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held 
by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in Nijmegen, Netherland. During the seminar he 
presented his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Selective Imitation in Ostensive-Communicative Contexts” 
which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cation language pieces upon babies' selective imitation with 
findings include that a 17-month-old baby used novel verb to interpret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intentions by adults and imitated the pressing on light switch with a strange head movement.

The University's Sleep Lab has completed in July, 2015,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n Long-
term Using of Sleeping Medications” commissioned by MOST. The program studied the addiction 
mechanism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insomnia on sleeping aid medications with the aim to design a 
more effective method of medical decrease.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long-term using of sleeping 
medications is mainly caused by medications and relevant environmental elements while cognitive 
decision making is less influential;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gnition of medication usage from 
intentions can be adjusted by crav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for clinical medical decrease on long-
term sleeping medication, more attention shall be paid to increase the sense of control and manners 
to handle cravings for the victim to confront medication usage. These findings have been contributed 
to the 28th and 2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 and the Sleep 
Research Society and the 16th World Congress of Psychiatry. In addition, in total four blackboard 
thesis publications have been made, lectures regarding sleeping and insomnia have been participated 
and exchange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been undertaken.

Responding to the global event of House of Code,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promoted 
the spirit that everyone aged from 4 to 104 could write a program and held multiple events in NCCU, 
advocating programming-for-all education which targets audience from general populatio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not related to computer science. 

The Conference of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 invited Academician Brian Butterworth from 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of the Great Britain for special presentation. 
The conference discussed the combination of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eye gaze system to study language and reading, mathematical cogni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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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簡介

社會科學學院可溯源於 1927 年，1993 年正式命名為社會科學學院，以推展社會科學相關領域之

教學、研究及服務為宗旨，積極致力於培育國家所需之社會科學專業人才，並配合社會需要提供

回流教育及社會服務工作。對於國家文官之養成與訓練，以及民間菁英之在職教育功不可沒。

社科院統轄七系三所四學程，依成立時間順序為，政治學系、社會學系、財政學系、公共行政學

系、地政學系、經濟學系、民族學系、國家發展研究所、勞工研究所、社會工作研究所、行政管

理碩士學程、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以及應用經濟與社會發

展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社科院除了各系所的專長訓練外，更強調社會科學統整的核心能力培養和

跨領域的學習，以具備多元的競爭力。

 █ 研究計畫及成果

2015 年社科院執行各項研究計畫，其中科技

部計畫共 94件，包含「社會事件S檔案」、「大

學社會實踐的制度創新：政大與烏來的樂酷

發展─大學夥伴關係與整合式社區治理的實

踐」、「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

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 」等。其中，科技部

整合型計畫共 15 件。

此外，社科院也執行「104 年度電子治理委外

服務計畫案」、「104 年度兒少保護結構化風

險評估決策模式委託科技研究計畫」、「104
年度彈性薪資專案策劃與資料建置」等非科

技部計畫 49 件。

其中，「社會事件 S 檔案」、「大學社會實

踐的制度創新：政大與烏來的樂酷發展─大

學夥伴關係與整合式社區治理的實踐」、「台

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教育與

勞力市場的連結」皆為研究經費 500 萬元以上

的大型計畫。

一、公共行政學系杜文苓教授主持科技部研

究計畫「社會事件 S 檔案」：

本計畫希望透過科普影片的製作與傳

播，針對近年來社會重大爭議，如 RCA 
職災、石化業污染、與代理孕母等議題，

討論科學與科技在社會爭議事件中的角

色，培養一般公民對科技與科學發展更

深層之認識，同時促進科學界發展更為

貼近社會需求的科學。

二、政治學系湯京平教授主持科技部研究計

畫「大學社會實踐的制度創新：政大與

烏來的樂酷發展─大學夥伴關係與整合

式社區治理的實踐」：

本計畫簡稱樂酷計畫 ( 樂酷就是泰雅語

「Lokah」，代表積極進取、互相加油

打氣的團隊精神 )，期望以兼具人文關

懷與學術研究創新的角度，探討當前臺

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透過議題研究與

社會行動方案設計，彰顯人文與社會科

學對社會改革的積極貢獻，以在地實

踐、扶弱濟貧、突顯區域特色的方式，

營造更有品質的生活環境

三、社會學系關秉寅副教授主持科技部研究

計畫「『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

續調查：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 2013-
2017」：

本計畫目的是持續追蹤於 2001 年至

2007 年間接受「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簡稱 TEPS）調查的受訪者。

TEPS 資料庫建置的目的是蒐集影響年

輕世代學習成就及身心健康行為的各項

個人、家庭及學校等因素。TEPS-B 則

於 2009年時開始啟動針對這群受訪者的

後續調查，蒐集影響他們教育及勞力市

場間關係連結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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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政學系顏愛靜教授主持科技部研究計

畫「土地正義視野下國土規劃的挑戰與

變革 : 土地利用與城鄉發展的策略研究

─土地倫理、農業多功能性與永續農業

政策之研究 -- 兼論德國巴伐利亞邦城鄉

規劃、農業環境政策之借鑑」：

本研究借鑒德國城鄉規劃與農業環境政

策以紓解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困境，舉

辦台德國際工作坊，針對「鄉村經濟與

跨域治理」、「鄉村發展、公民參與及

地方治理」、「土地正義、空間秩序與

土地管理」三大主軸，於臺北、宜蘭、

花蓮、臺南、彰化等地，舉辦近 20 多

場會議或對談，於政策研訂面向提出重

要貢獻。

五、財政學系周麗芳教授與陳香梅副教授共

同主持教育部研究計畫「104 年度彈性

薪資專案策劃與資料建置」：

本計畫協助彙整教育部及立法院預算中

心彈性薪資調查表數據及分析報告。

針對大專校院實施「延攬及留住大專

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

案」情形的相關調查表數據，主要調

查經費來源、給付方式、金額、核給

人才審核標準、績效要求、未來績效

評估標準等，且完成數據分析報告。 

 █ 學術期刊出版 

《社會科學論叢》期刊

於 2007 年 4 月創刊，為學術性半年刊，由社

會科學學院與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共同發行，

每年 4 月及 10 月出版，以探討政治、經濟、

社會等三大領域問題為宗旨。

 █ 國內外學術合作

一、社科院於 2015 年 10 月 29 日辦理「高

齡化社會的挑戰與因應」兩岸學術研討

會，邀集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

山東大學、吉林大學、蘭州大學、華中

師範大學及中南大學等，與本校、臺灣

大灣、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大學、臺北

醫學大學、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東吳大

學、世新大學、元智大學、朝陽科技大

學等共 17 所大學專家學者，並敬邀行

政院政務委員、老盟團體及臺灣透明組

織協會等共襄盛舉，就高齡化議題包括

高齡化社會發展趨勢、社會參與、家庭

照顧、長照政策（財務）、社會保障、

高齡產業、長照服務體系、照顧型態、

高齡人力等熱烈交換意見，促進兩岸學

術交流，並為政府、學界與民間組織架

設溝通平台，加強未來聯繫網絡。

二、中國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

代表團 2015 年 11 月 2 日來臺參訪，首

站即拜訪社科院，洽談未來學術交流的

可能，訪問團也拜訪中國大陸研究中

心和臺灣研究中心，同時邀請臺灣學者

赴西安交大參加學術會議。此次西安交

大訪問團由人口與發展研究所長李樹茁

率領，成員分屬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的

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及老

年與健康研究中心。社科院院長江明修

肯定西安交大公共管理與政策研究院在

中國公共管理學界具領先地位，各領域

皆表現優異傑出，希望藉由來訪契機，

開啟雙方多面向交流開端，並建立合作

基礎，進一步推動學者互訪交流、交換

學生計畫、共同舉辦學術會議等具體作

為，促進兩院實質合作關係，更期許未

來兩院密切合作交流。

三、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臧小

偉與公共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陳漢宣於

2015 年 11 月 23 日拜訪社科院，由社科

院院長江明修、副院長連賢明接待，雙

方洽談推動雙聯博士學位機會。香港城

市大學是香港八所頂尖高等教育院校之

一，具備高度學術研究與教學國際化，

今年在社會科學領域更前進至世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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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名。目前政大與香港城市大學已簽訂

姐妹校，每年都有實質交換生交流，繼

續推動雙聯博士學位不僅可嘉惠學生，

更能提升雙方研究，期盼深化合作，共

同提升兩院中國、香港學術研究。

四、2015 年社科院為香港教育學院 (HKIEd)
設計之夏日課程於 2015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2 日舉行，此次參訪團來自香港教

育學院 (科學環境系 )大二學生共 60名，

隨行教師 3 名，出國移地教學為此系必

修的學分，2015 年度為該系第 4 次造訪

社科院的夏日課程；全部 9 堂課程內容

包含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議

題的英語授課課程，社科院特別邀請院

內優秀師資講授台灣的社會發展，台大

等教授講授環境生態的議題，其中也包

含 6 個機關的參訪及 2 次一日遊行程，

在吸收學術理論之餘，也兼顧實際體驗

的重要性，以達到學術與實務的零落

差。

五、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公共政策領導學院院

長 Allan C.Stam 於 2015 年 11 月 19 日率

領訪問團拜訪社科院，瞭解亞洲各頂尖

 █ 重要學術活動

重要學術活動

計算經濟暨財務年會 (CEF) 由計算經濟學會發起並舉辦，從 1995年於美國德州奧斯汀舉辦第

一屆會議至今已有 20個年頭，是國際最大的計算經濟及計算財務會議，每年至少超過 300名來

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與會，內容涵蓋各類經濟與財務之相關領域，包含代理人基模擬、總體

經濟理論、總體經濟實證、計量經濟、計算方法、財務經濟等。經濟系為台灣爭取到第一次在

亞洲國家舉辦該會議，於 2015年 6月 18至 22日連續五天舉辦「2015年第 21屆計算經濟暨財

務年會」，包括工作坊、論文報告及主題演講。

社會學系於 2015年 4月 24至 25日與台灣人口學會共同合辦「2015台灣人口學會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以七大人口議題為主軸：「生育率的社會影響」、「健康疾病與死亡率」、「全球化下

的移民浪潮」、「人口老化的課題」、「婚姻生活在台灣」、「人口轉型與世代分配」、「台灣

歷史人口對當代社會的意涵」。學術研討過程中，學者、政府相關部門、產業界經過充分交換意

見，為當前台灣地區人口情勢發展，提供政策擬定參考。

大學公共政策人才訓練模式及課程，希

望藉此將亞洲經驗帶回美國，進一步拓

展與亞洲各頂尖大學合作可能性。社科

院院長江明修與副院長連賢明親自歡迎

訪問團，江明修表示，社科院除積極致

力社會科學相關領域教學研究，也配合

社會需要，提供回流教育與社會服務工

作，院內設立公共行政學系、行政管理

碩士學程與相關系所在職專班，培育國

家所需的社會科學專業人才，並協助國

家文官、民間企業與社會公益組織菁英

養成訓練。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公共政策領導學院院長 Allan C. Stam 率

領訪問團會晤社會科學學院江明修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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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學術活動

社工所於 2015年 3月 27、28日舉辦臺灣老人學學會第二屆第一次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老

化與社會參與」。研討會主題包含高齡社會有關之教育、志願服務、運動休閒、社區生活參與、

建築與無障礙生活空間、健康福祉、長期照顧等多元議題。安排美國維基尼亞聯邦大學社會工

作學院的 James Edward Hinterlong 院長專題演講，主講「Strangers in our own time: Living and 
giving longer in a connected world」，以及日本筑波大學體育系的久野譜也教授專題演講，主題

為「Smart City for Aging society 」。

社科院於 2015年規劃並邀請具備成功創新典範的社會賢達舉辦「社會創新系列講座」，希冀能

培育出具備社會創新、領導群倫的卓越人才，透過結合產官學界跨領域的社會創新專家，分享

自身創業經驗和學術專業，院內師生反應熱烈，6場講座累積參與師生人數將近 400人。

2015年度社科院共計舉辦 3場社會實踐論壇，讓院內教授及院外專業人士投入國家政務的經驗，

有效轉化為實際的學術研究能量，由具政府部門實戰經驗的教授，分享在國家機器服務的甘苦

與可借鏡之處，3場講座共計吸引 100多位師生參加。

針對目前台灣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社科院廣邀院內及國內各界知名專家學者，舉辦一系列「指

南政策論壇」，2015年從「居住正義」出發，陸續探討「分配正義」及「民調解盤」等廣受社會

大眾注目的重大議題， 3場論壇共計有 278師生參與。

 █ 【焦點報導】分配正義與年金政策 
社科院論壇各黨對話

【社會科學學院訊】社會科學學院 2015 年 12
月 24 日舉辦指南政策論壇，邀請前中央健保

局總經理朱澤民、社民黨政策部主任賴建寰

及法律系教授郭明政對談「分配正義」，討

論年金政策問題。副院長楊婉瑩期待藉此協

助社會各黨派論述，提供政策思考對話平臺。

朱澤民說明，現階段年金分為三層。第一層是

基礎年金，包括勞保、軍公教人員保險、國

民年金保險，屬於一般認知的社會保險；第

二層是職業年金，像是勞工退休金、軍公教

退撫；第三層則是商業保險。以退休金來說，

對勞工而言，需計算勞保和勞退總額，公務人

員則包含軍公教保險和退撫，至於國民年金，

由於適用未工作者，只有一層基礎保障。

討論現今最常爭論的潛藏負債問題，朱澤明提

出臺灣各項老年給付的潛藏負債表，但潛藏

負債在政府、國際貨幣基金上，並沒有列為

負債項目；另一個常爭論的問題則是制度獨

厚公教人員，還有提撥率不足、公教退休人

員領雙薪等，都是現今常見的爭議。朱澤民

認為，未來二、三十年，若能收大於支就好，

但其他潛藏負債問題無法一下解決；另外，

提高營業稅率及合理化社會安全的提撥率，

也是可以考慮的改革方向。

然而，針對當今政府和媒體討論勞保破產或

潛藏負債隱憂議題，並討論改革方向，社會

民主黨政策部主任賴建寰認為，回歸年金制

度的意義，要建立年老時基本、尊嚴的生活

保障，規劃時應設想未來二、三十年後的基

本生活需求才有意義。如果現今為了政府財

務平衡而減少勞保，導致人民退休後基本生

活需求不夠，並沒有解決問題。

對此，賴建寰代表社民黨提議，應該要重新

建構三層年金制。第一層基礎年金應不排貧

不排富，以稅收支應，65 歲人民都能領到基

礎保險。至於現行跟隨職業計算的基礎年金，

則屬於第二層年金。其中基礎年金不僅只計算

所需要的基本生活開銷，還要考量居住和長

照服務等需求，必須搭配公共服務才有意義。

思考年金改革政策，郭明政表示，代間契約為

最基本的常識，他引述許多國外專家的論述，

說明「隨收隨付」及「共同負擔」為年金改

革基本原則，提倡所有年金保險調整所產生

的負擔應由全體年金參與者不分退休者與工

作者共同分擔。

郭明政建議，年金改革應從既有的基礎整合，

朝每個人皆能領一樣的年金邁進。他也提出，

財務規劃必須朝沒有預備金的方向改革，隨

收隨付；退休金年齡與請領退休金年齡必須

脫鉤；同時提倡財富自動平衡調整機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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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準備低於法定數額的一定比率，將自動

微幅調升費率或延長退休年齡。

 █ 【焦點報導】舊屋新用打造青年創
業聚落 社科院社會創新講座促思考

【社會科學學院訊】「社會企業」近期廣受

各界關注，推廣並讓更多人瞭解社會企業，

在院長江明修主持下，社會科學學院 2015 年
11 月 27 日舉辦社會創新講座，邀請范特喜微

創文化總經理鍾俊彥演講「社會創新與生活

聚落推動平台」。

成立於 2011 年，范特喜微創文化在臺中西區

草悟道發跡，致力改造老舊房屋成為綠建築，

透過重新應用閒置空間，引進青年微型創業，

打造創意聚落。短短四年之中，成功改造的

舊屋已遍及臺中各地。對此，鍾俊彥表示，

因為具有社會價值，所以越來越多地主願意

配合，活化無人使用的建物與空地，提供更

多有志青年創業的據點。

江明修推崇，鍾俊彥和兩位高中同學一起打

拼創業，是優秀的社會企業青年創業者。

對於范特喜的成功推展，政治系特聘教授、

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執行長湯京平好奇，范

特喜如何尋找團隊成員？鍾俊彥表示，他們

最初從經常參訪聚落、對草悟道展現高度興

趣和認同感的訪客開始尋才，然而興趣之外，

他提到，要結合文創產業打造聚落，除了規

劃能力，還需要社會學、歷史、文學等領域

的專業人才。成功的生活聚落打造必須與周

遭社區融合，形成一個生態系統，要達到這

個目的，規劃之初非常仰賴對聚落所在社區

的田野調查。

對於范特喜的成功推展，國發所助理教授魏玫

娟以大稻埕為例，提出改造地存在舊有產業

衝突問題，對此，鍾俊彥回應，關鍵在於臺

中與臺北的都市個性不一樣，相較之下，臺

中喜歡變化，不太會有激烈的對立，而臺北

相對就較為嚴謹。鍾俊彥跟范特喜副總經理

楊勝堯分享成功秘訣，強調須具備實驗精神、

不要害怕犯錯失敗，要能堅持理想，心理素

質的強弱是創業成敗的關鍵。鍾俊彥更指出，

具備開發新計畫的能力，加上對於建築物的

掌握度高，融資方面就比較快速且容易，投

資者的風險也就相對降低。

 █ 【焦點報導】展望兩岸經濟與區域
貿易整合 產官學共商對策

【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訊】因應區域整合成為

國際經濟大趨勢，產官學研各方 2015 年 11 月
27 日齊聚政大「兩岸經濟發展與區域貿易整

合」學術研討會，除了聆聽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副主委林祖嘉「ECFA 與國際經濟整合」演

說，還邀集韓國學者分享韓國經驗。

在東亞和全球經濟整合現狀方面，林祖嘉指

出，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 2014 年針對中韓

FTA 對我國總體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臺灣

的 GDP、總出口和製造業總產值都呈現下降

狀態，認為兩岸應努力克服困難，共同完成

ECFA 後續協商，並深化及擴大兩岸交流與合

作，以推動臺灣順利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

定 (TP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及「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等區域經濟

整合，奠定兩岸關係制度化長遠發展，共同

參與區域整合，創造有利契機。

大會還邀請韓國西江大學國際經濟學院院長

Yoon Heo 以及 Si Joong Kim 教授，分別根據

中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 與中國的經濟發

展、韓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演變、以及 FTA
對亞洲經濟的影響演講。他們從經濟發展與

總體面、技術面的制度變遷與永續發展因素

等層面，探討中國大陸的經濟現況，對臺灣、

韓國與中國經貿關係的啟示與未來展望。

政大經濟系助理教授王信實、李浩仲、臺灣

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江淳芳、臺灣綜合研究院

研三所副研究員周秝宸也在會中分別發表研

究成果，探討中國勞動市場對臺灣的衝擊、

在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下反貪腐行動對政商關

係的影響、以及中國政府實施新型農村社會

養老保險 ( 新農保 ) 後，勞動人口是否因加入

新農保導致消費行為或儲蓄活動出現明顯的

變化。

這場學術研討會由政大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臺

灣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學院主辦，行政院陸

委會、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大中國大陸

研究中心及經濟系協辦。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表示，中心研究團隊近年來致力中國大陸經

濟研究，提供國人了解中國大陸的經濟現況，

也適時對政府的大陸政策提供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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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報導】東亞人類學界齊聚政
大 探索多重地景人類學 

【民族系訊】在民族系主任張中復帶領下，

2015 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 (TSAE) 暨東亞

人類學會年會 (EAAA)2015 年 10 月 3-4 日在

政大舉辦，近 300 位國內外學者與民眾齊聚，

關注人類學與民族學界研究議題。

今年年會主題訂為「多重地景的人類學」，希

望藉由不同意義下的「地景」概念，探討人

類學與民族學研究者的自我定位觀，在當代

複雜且意義多元的情境中，產生必要的反思

與評估，以開展並落實人文關懷的正面意涵。

另一方面，人類學與民族學的多重地景，也

意味跨學科觀念的匯聚交集與分流。民族系

指出，近年學會年會主題及引發的討論，都

在檢視當代人類學、民族學與其他人文社會

學科之間的互動效應，也著重學科的觀察視

野及關懷力度，希望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與

共鳴。

民族系統計，參與今年年會的學者來自日本、

韓國、俄羅斯、中國大陸等地，肯定藉此機會

可以讓國內學者與國外學者交流互動，更能

拓展國內研究者的視野。民族系認為，系上

師生連續兩年舉辦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

不但能讓學界及大眾看到民族系的學科特色，

也拓展師生與國內外學界良好互動的機會。

 █ 【焦點報導】智慧行動裝置與工作
時間制度 勞動部研討會在政大  

【校訊記者李恩報導】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政大勞工研究所、財團法人

台灣勞雇組織基金會 2015 年 11 月 20 日共同

舉辦「智慧行動裝置與工作時間制度國際研

討會」，學者們齊聚分析國際研究成果，共

思行動時代的新勞動議題。學者普遍認為，

因應工作型態改變，除了勞資協調尋求共識

之外，現行相關法規修改勢在必行。

研討會邀請曾任勞工所客座教授、歐盟勞動

法與勞資關係研究院名譽院長 Rolf Bric 發表

「智慧手機、社交軟體與工作時間制度」專題

演講，國內學者們也輪番分享各自研究美國、

日本、德國、法國等國案例。

Rolf Bric 以德國為例，他認為現今急迫的議

題必須先釐清：在數位化的勞動環境影響下，

範圍有多廣？是否需要相關的保護管控機制、

甚至直接修正勞動法？即使是個別的勞動契

約法中，也應該因應環境轉變而提出對策。

Rolf Bric 以現今常見的工作模式為例，傳統

的工作場所不外乎在「辦公室」或實體「公

司」，大家聚在一起共事，但科技化後，個人

可以自己選擇工作型態、地點、甚至是時間，

只要透過科技和公司聯絡傳達資訊，就同樣

達成工作意義。

至於保護機制上，Rolf Bric 提出，勞動法如

果仍要以保護勞動者為出發，顯然必須重新

調整現行法條。目前世界許多國家已經開始

著手研究，呼籲臺灣政府也該多重視。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長林三貴肯定，

科技日益進步，現代人的生活模式與以往大

相逕庭，特別許多企業和勞動者將即時通訊

軟體應用在工作模式時，工作方式就出現許

多變化，鼓勵學者們能多關注並提供建議。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長林

三貴感謝學者參與研討會分享各國案

例。攝影：許恩嘉。 

歐盟勞動法與勞資關係研究院名譽院長

Rolf Bric 分享德國研究結果。 
攝影：許恩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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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The founding of th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CSS)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27. It was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 1993 as an independent college 
promo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providing lifelong education and 
social services. The CSS is comprised of seven 
departments, three graduate institutes, and four 
programs. They are, i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ir establishment,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formerly the Sun Yat-
s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e Institute for Labor Research,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Asia-Pacific 
Studies (IMAS), the International Doctoral 
Program in Asia-Pacific Studies (IDAS),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Applied 
Econom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MES), 
and the Master Program of Land Economics. 
In order to train senior civil servants and 
provide individuals with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 Master for Eminent Public Administrators 
(MEPA) program was also established. With its 
long history, outstanding faculty, and first-rate 
study environment, the CSS is NCCU's flagship 
college. In addition to the specialized training 
offered by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graduate 
institutes, the CSS str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competencies through 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o 
enhance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The college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the best education 
in social sciences available internationally. To 
this end, the CSS offers exceptional learning 

programs that include English-taught course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summer programs, 
and  off -campus  programs.  The  CSS has 
flourished under the distinguished leadership 
of its successive deans, energetic and friendly 
faculty, and motivated students.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In 2015, the College carried out 94 projects and 
15 integrative projects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ong with 49 
additional projects, three of which were allocated 
a budget of over 5 million NT dollars.

1.“Science Archives of Social Controversies” 
supervised by Prof .  Wen-Ling Tu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project discussed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cent public controversies (such 
as the RCA professional accidents, fossil fuel 
industry pollution, and surrogate mothers) 
through the production and propag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films. Through these efforts, the 
project seeks to cultivate civic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hat can 
better address social issues.

2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or University 
Outreach: Developing a Partnership for a ‘Lokah' 
Community in Wulai-A Practice of Integ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supervised by Prof. 
Ching-Ping Tang

Known as the “Lokah project”  (meaning 
“proactive team spirit for collective success” 
in the Atayal language), the project sought to 
explore Taiwan's current social issues from an 
innovative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 Through 
studying individual issues and designing 
social init iatives,  the project highlighted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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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and works to improve Taiwan's 
social environment through social services and 
emphasis on regional features.

3 . “Ta iwan  Educa t ion  Pane l  Survey  and 
Beyond 2013-2017,” supervised by Dr. Ping-
Yin Kua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project followed up on subjects surveyed 
by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between 2001 and 2007. TEPS is a database built 
to study the personal, familial, and education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TEPS-B was initiated in 
2009 to survey these subjects on factors linking 
their education and prospects in the labor market.

4.“Land Ethics,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olicy- learning 
f rom urban- rura l  p lann ing ,  agr icu l tu ra l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 o l i c y  i n  B a v a r i a , 
Germany” supervised by Prof .  Ai-Ching 
Ye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The project examined Germany's urban-rural 
planning,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through bilateral workshops, seeking to 
address the dilemmas facing Taiwan's agriculture 
industry. The project also organized over 20 
meetings and dialogues under three pillars: “rural 
economy and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rural development,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 and “land justice, spatial order, and 
land management.” These events were of great 
assistance to the government's policymaking 
process.

5.“Planning and Data Collection of the 2015 
Wage Flexibility Project” jointly supervised by 
Prof. Li-Fang Chou and Dr. Shine-May Chen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The project  organized wage survey data 
and analysis put together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Legislative Yuan's Budget 
Center, 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funding, 
paymen t ,  va lue ,  r ec ip i en t  c r i t e r i a ,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Project on 

Recruiting/Retaining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ersonnel through Flexible Wages.”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1. On October 29, 2015, The College organized 
a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the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to an Aging Society”.

Topics covered included the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an aging society, social participation, 
familial care, long-term care policies (and 
f inances) ,  social  securi ty,  senior-related 
industries, long-term care services, forms of care, 
and senior human resources. The conference 
enjoyed robust discussion, improve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reated a platform 
facilitating future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2. A delegation from th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visited Taiwan on November 2, 
2015, making its first stop at NCCU's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where the two sides discussed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exchanges. Dr. Min-Hsiu 
Chiang commended the School'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commended its outstanding 
work in all related areas. He also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visit would spark further substantive 
exchanges between students and faculty,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joint conferences.

3. Professor Xiaowei Zang, Dea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Professor Hon S. Chan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from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isited the College on November 23, 
2015 to discuss a potential joint PhD program, 
and were received by Dean Chiang and Deputy 
Lien. NCCU is already a sister school to City 
University, with yearly student exchanges. A 
joint PhD program would benefit students on 
both sides, and improve research capacity on 
China and Hong Kong studies.

4 .  In 2015 ,  summer sessions designed by 
the College for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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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HKIEd) were held between June 21 
and July 2. This year's delegation consisted of 
60 sophomore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from HKIEd, 
accompanied by 3 faculty members. 2015 also 
marked the fourth visit by the Department as 
part of its required study abroad credits. The 
9 summer session courses were provided in 
English, and covered issues in Taiwan's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Also 
included were 6 government agency tours and 
2 daytrips, to provide hands-on experience an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5. On November 19 of 2015, Dr. Allan C. Stam, 

Dean of the Frank Batten School of Leadership 

and Public Polic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led a delegation to tour the College, observing 

the approaches and courses used by top Asian 

universities to train public policy personnel. Dr. 

Stam's tour aimed to bring related experience 

back to the U.S. and explore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with Asia's top universities.



C
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83



84

 █ 簡介

法學院於 1946 年至 1993 年間由政治、外交、經濟、社會、財稅、法律等十餘系所組成。1993 年
度起經教育部核定，由法律學系所自成一院，為當時國立大學之首創。有鑑於法學教育與學術活

動高度專業分工之趨勢，自 1995 年起陸續成立公法學、民法學、刑法學、財經法學、勞動法與

社會法學、基礎法學、大陸法制、法律科際整合等八個中心，確立多中心之發展方向。

為提供在職人士深造之機會，法律碩士在職進修專班於 2003 年成立，並因應社會變遷之多元化

與複雜化，於 2005 年創設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期培養臺灣法律科際整合人才，使法治觀念能

積極深入社會各個層面，並拓展臺灣法學的視野。

 █ 研究計畫及成果

2015 年法學院執行「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國家任務變遷下的行

政法學」、「建置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第

四期實施計畫」、「我國聯合行為改採事後

查處制之研究：以歐盟經驗為中心」等科技

部計畫 41 件，其中「原住民族部落之法主體

性及其建構 - 從公法學論原住民族部落之法主

體性及其建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

與判決之整合型研究計畫」為科技部整合型

計畫。另執行「多邊與雙邊國際協定架構下

之司法警察機關合作模式比較分析」、「中

共 18 大後司法改革之走向與發展 - 兼論對國

人之影響」等非科技部計畫 4 件。

法學院配合頂大計畫「中國大陸法律制度架

構」研究計畫共計 8 個子計畫研究團隊，今年

共完成 4 本專書出版，分別是刑事法團隊的

《刑事法學的回顧與展望》、行政訴訟與違

憲審查團隊的《社會正義之建構與權利救濟 -
海峽兩岸公法學論壇論文集 ( 二 )》、公司治

理團隊的《財經法新課題與新趨勢 ( 二》以及

民事訴訟法結合民法法典化團隊的《兩岸民

事法學會通之道》，皆為團隊辦理研討會或

出訪講學的成果。

團隊成員期刊論文發表部分，共計 2 篇國外

期刊論文（日文 1 篇、德文 1 篇）、7 篇國外

出版專書篇（德文 4 篇、英文 3 篇）、5 篇

TSSCI 論文及 1 本中國出版專書。

 █ 學術期刊出版 

法學院目前發行之期刊，共有《政大法學評

論》及《中國法研究》兩本專業法學期刊。《政

大法學評論》為 TSSCI 期刊，見證臺灣法學

之發展，《中國法研究》為教育部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 - 中國法律制度發展計畫項下的學術

成果，未來出版定位將以年度特刊方式延續，

並期望能達到《政大法學評論》之權威性，

以持續推動中國法律研究的發展。

 █ 國內外學術合作

法學院與世界各國大學學院締結為姊妹院，

亞洲區有大陸的北京大學、日本的早稻田大

學、韓國的仁荷大學、香港大學、新加坡管

理大學等，非亞洲區有美國的馬里蘭大學、

德國的慕尼黑大學及丹麥的奧爾堡大學等等，

共 60 所世界一流大學。

2015 年度法學院特色發展計畫將原本執行之

夏日學院課程調整為「國際師資系列活動」，

結合「中國大陸法律制度發展」拔尖計畫各

子團隊，透過子團隊參與，本年度總計邀請

16 位國際學者來訪，共辦理 8 場專題演講、6
場專題座談會及 3 場國際研討會。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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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活動詳細資訊請參照下表：

國際學者 國籍 任教學校 訪問期間 訪問內容

Thomas Klie 德國 弗萊堡基督教大學
2015/3/11 
2015/3/15

專題演講

Martin Avenarius 德國 科隆大學
2015/3/16 
2015/3/19

國際研討會

Milos Vec 德國 維也納大學
2015/3/16 
2015/3/19

國際研討會

Thomas Simon 德國 維也納大學
2015/3/16 
2015/3/19

國際研討會

Benedetta Albani 義大利
馬克斯•普朗克歐

洲法律史研究所

2015/3/16 
2015/3/19

國際研討會

Lena Foljanty 德國
馬克斯•普朗克歐

洲法律史研究所

2015/3/16 
2015/3/19

國際研討會

Peter Fenn 英國 曼徹斯特大學
2015/4/1 
2015/4/7

國際研討會

Rüdiger Krause 德國 哥廷根大學
2015/4/14 
2015/4/21

專題演講

市橋克哉 日本 名古屋大學
2015/6/1 
2015/6/4

專題演講 
專題座談會

渠震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
2015/6/16 
2015/6/18

國際研討會

魏銘聲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
2015/6/16 
2015/6/18

國際研討會

吉田邦彥 日本 北海道大學
2015/9/15 
2015/9/18

專題演講 
專題座談會

野呂充 日本 大阪大學
2015/11/1 
2015/11/5

專題演講 
專題座談會

Yasemin Körtek 德國
聯邦就業總署

附屬大學

2015/11/16 
2015/11/20

專題演講

河上正二 日本 東京大學
2015/11/20 
2015/11/24

專題演講 
專題座談會

Jean Qing-Ying Ho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
2015/12/2 
2015/12/4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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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學術活動

透過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挹注，五年來法

學院已發展多項足以彰顯政大法學院特色的

子計畫，如建立法學專業知識結合公益導向

的公益服務學程、整合理論與實務的創新課

程、開辦法文化學程及理論與實務結合課程、

法學教育國際化的拓展等。此外，法學院辦

理台德、台日夏日法制學院、柏克萊雙聯夏

日課程計畫及亞太法律菁英營等，使兩岸學

子能夠與國際知名學者交流對話，除成功增

加法學院辦學國際化，更有見於報章雜誌，

提升院校知名度。

件數

2 月 24日至 26日舉辦「古希臘法律研討會」，邀請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古典學系 Prof. 
Michael Gagarin 教授來訪。

3月 23日舉辦「公益服務學程 2015聯合成果發表會」，邀請課程師長、學生、律師及 NGO 團

體一同參與分享心得。

4月 29日舉辦「兩岸司法改革的回顧與前瞻學術座談會」，邀請華東政法大學及上海社會科學

院多位學者來訪。

6月 17日舉辦「財經法新趨勢座談會 I：公司資本制度之回顧與前瞻」，邀請香港城市大學法學

院渠震教授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魏銘聲教授來訪，並與臺灣公司法領域專家學者共同進行

座談。

9月 5日舉辦「敘事與正義：法律的跨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香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溫

文灝教授及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員陳韻如教授來訪交流。

9月 11、12日舉辦「全球化與當代勞動 - 理論與實務之比較觀察暨第四屆兩岸勞動法學術研討

會」，本研討會匯集臺灣、中國、韓國與日本相關領域學者共聚一堂，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林嘉教授、勞動人事學院程延園教授、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楊飛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鄭尚元

教授、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董保華教授、田思路教授、饒志靜講師、南京師範大學法學

院秦國榮教授、日本京都大學國際高等教育院院長村中孝史教授及高麗大學法學院朴志淳教授

來訪。

9月 21日舉辦「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法制系列座談會（二）」，邀請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朱慈

蘊教授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林琳教授進行學術交流，同時邀請經濟部商業司及多位校外專

家學者與會討論。

9月 23日進行「2015法學院頂大計畫國際諮詢會議」，邀請日本明治大學法學院鈴木賢教授、

澳門大學法學院莫世健院長、臺灣大學法學院謝銘洋教授及法學院賴源河特聘教授擔任諮詢委

員，指導法學院各研究團隊並進行意見交換。

10月 16日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與法務部共同舉辦「法律服務業國際化與自由化 - 我國律師業之

機會與挑戰學術座談會」。

10月 27日至 28日舉辦「2015兩岸民事法制之新典範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河南大學及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於本校進行有關兩岸

民事法制之學術意見交流。

11月 2日舉辦「兩岸財經法學之交流與展望」，邀請姊妹院河南大學法學院婁丙祿教授等五位

學者來訪。

11月 18日舉辦「全球衛生法及人權發展動態：從中國案例談起」座談會，邀請美國喬治城大學

歐尼爾國際衛生法研究中心執行長 Oscar Cabrera 教授來訪進行專題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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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

11月 28日及 30日舉辦「兩岸婚姻與家庭法系列座談會」，邀請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金眉教授

及海南大學法學院葉英萍教授出席，並與多位臺灣學者一同針對現況下華人社會圈婦女在婚姻

與家庭法中的地位及保障進行討論交流。

12月 4日舉辦「第二屆海峽兩岸行政訴訟法法制比較研討會」，邀請中國清華大學法學院河海

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莫于川教授、武漢大學法學院林莉紅教授及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鄭春燕副教授來訪，就中國及臺灣在行政訴訟法制上所面臨的前瞻議題分別發表專文報告。

12月 20日舉辦「中華民國國際法與超國界法實踐觀察與檢討 -2008年至 2015年」學術研討會，

本研討會由陳純一教授策畫，並與國際事務學院國際法學研究中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公

益信託超國界法學發展基金及學生國際法研究會共同舉辦。

 █ 【焦點報導】中國自由貿易區與法
律創新研討會 促進財經法學交流  

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林國全教授。照片提供：法學院

 
政治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教授與兩岸四地與會嘉賓之

大合照。照片提供：法學院

【法學院林彥廷報導】2015 年 QS 世界大學全

球排名第 42 名的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金融

規管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12 月 19 至 20 日在

香港中文大學主辦 「中國自由貿易區與法律

創新：公司、金融與商事糾紛解決」（China's 
Free-Trade-Zone and Legal Innovation：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學術研討會，法學院財經法學中

心參與協辦。

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由法學院長林國全領軍，

法學院前院長方嘉麟、特聘教授馮震宇、副教

授朱德芳、許耀明、顏玉明、教授沈宗倫共

同參與。大會開幕由方嘉麟代表協辦單位致

詞。林國全與顏玉明分別在研討會上發表臺

灣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制定與實施現況、仲

裁判決在中國之認可與執行等論文，馮震宇、

朱德芳、許耀明則分別在公司與金融法演講

專題中擔任與談人。

法學院表示，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自由貿

易區，並計畫推動第 3 批自貿區試點，加速推

動「十三五」(2016至 2020年 ) 時期經濟成長，

我國政府也積極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

希望能達成產業升級、自由貿易。

本次研討會從公司法、金融法與商事糾紛解決

的角度來探討與中國自貿區相關議題，諸如

自貿區實行是否要引進更加寬鬆的資本制度、

自由貿易帳戶體系之剖析與自貿區仲裁制度

之研議等，提供兩岸建立自貿區相關制度借

鏡，也有助活絡兩岸關係，並促進自由貿易。

林國全表示，這次研討會由香港中文大學法

律學院教授黃輝主辦，能參與協辦，對於政

大法學院走向國際化有很大幫助。他也感謝

財經法學中心人員參與，報告內容獲得兩岸

四地學者高度肯定迴響，為未來政大法學院

與兩岸四地各校進一步交流奠定深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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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46  and 1993 
the College of Law was comprised of over 
ten department including Political Science, 
Diplomacy, Economics, Sociology,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Law. Upon the approva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Law became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 discipline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became its own 
college in 1993, making it the first independent 
law school among all nationa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Since 1995 the College of Law has 
created eight specialized research centers which 
include the Center for Public Law, the Center 
for Civil Law, the Center for Criminal Law,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Law, the 
Center for Labor and Social Law, the Center 
for Fundamental Jurisprudence, the Center for 
China Law Studies, and the Center for Law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ll of which reflect the 
trend of multi-centered developments.

The Master of Laws Program for Executives 
was established in 2003, providing professionals 
with opportunities for advanced stud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n increasingly diverse 
and complex legal environment and to train 
professionals with broad interdisciplinary skills, 
the Institute of Law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cultivate legal talents, spread the concept of law, 
and make legal study in Taiwan more globalized.

 █ Academic Journal Publication 

Academic journals published by the College 
include the Chengchi Law Review and NCCU 
China Law Review. The former is a TSSCI 

journal that witn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jurisprudence,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research result of the Chinese Law subproject 
under Ministry of Education’s Top Universities 
Project.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NCCU China Law 
Review—an annually-published law journal—
can achieve the same reputation and academic 
merits as the Chengchi Law Review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urisprudence in 
general.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The College is a sister college to 60 international 
l aw schools ,  inc lud ing  those  o f  Pek ing 
University, Waseda University, Inha University, 
Universi ty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in Asia, as well a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and Aalborg University.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Projec t ,  the  Col lege  has  over  the  years 
developed several subprojects that emphasize its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such as a social service 
program, innovative courses an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 In addition, the 
College also organizes Taiwan-Germany and 
Taiwan-Japan jurisprudence summer schools, 
a joint NCCU-Berkeley summer session and 
an Asia Pacific Camp for Outstanding Law 
Students. These events enable students from 
Taiwan and China to engag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s ,  and are  effec t ive  in 
improving the College’s and the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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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簡介

商學院自 1958 年創立以來皆為國內商管教育重鎮，目前擁有八個系所及一個獨立所，三個專業

MBA 學程，和十六個院級整合研究中心，專任教師 152 名，在校生人數 4,046 名，畢業校友已

達 35,308 名。

商學院預見亞洲管理發展之重要性，從不同層面規劃多門獨特亞洲管理課程，不論課程或師資皆

為一時之選，也因此吸引了美國普渡大學、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大學、義大利博科尼大學等名校都

多次造訪政大商學院，合作進行移地教學。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118 所姊妹學院遍佈全球五大洲

38 國；此外商學院並和法國里爾天主教大學管理學院、南特高等商業學院、法國巴黎高等商業

學院、德國曼漢姆大學及德國萊比錫管理學院、及澳洲昆士蘭大學簽訂國際雙聯學位。值得一提

的是，會計系也和美國六所名校合作辦理國際雙聯學位。

 █ 研究計畫及成果 

商學院於 2015 年共執行科技部計畫 116 件，

非科技部計畫 51 件。商學院院長唐揆在過去

30 多年研究中，一共發表了 78 篇具審查制度

的學術論文，一半以上在科技部排名前 12 名
的期刊上，長期參與頂尖或一流期刊的編輯

和審稿工作，學術成就和貢獻贏得國際學術

界聲譽，更榮獲教育部第 58 屆學術獎。

一、國貿系教授郭維裕及助理教授蘇威傑，

分別榮獲本校「學術研究特優獎」以

及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郭

維裕教授累積多項研究成果並發表在

國際頂級期刊，榮獲 103 學年度研究特

優獎，其中刊登於國科會財務學門評

級 為 A+ 級 期 刊《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的論文，是第一篇利用台灣本

土的期貨與選擇權交易資料，而順利發

表在頂級期刊的研究。蘇威傑助理教授

則鑽研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並首度提出實證

性研究，發現企業政策結合社會責任後

對財務表現的影響；憑藉傑出的研究表

現，獲得 2015 年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這個突破性的實證研究，今年

還登上國際頂尖學術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二、財管系教授湛可南研究主題橫跨公司理

財與資產定價兩項領域，觀察企業行為

如何影響股價報酬，並從公司特徵以

預測未來股價。研究成果發表於科技部

認定之國際頂尖期刊，屬財務金融領

域第四大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顯現優異研究

能力，榮獲「學術研究特優獎」。

三、風管系系主任許永明所撰寫有關企業社

會責任之類保險效果的文章，被國際頂

尖期刊《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接受。過去相關主題多探討企業社會責

任與財務績效的關聯性，許永明主任從

風險管理的角度，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的

好處，發現公司長期做好事，可累積足

夠道德資本，當發生負面事件時，可減

少股價的下跌幅度，但僅對單次負面事

件發生有效。

四、 會計系研究成果斐然， 副教授陳宇

紳 之 論 文〈The Information Value of 
Credit Rating Action Reports: A Textual 
Analysis〉刊登於管理領域國際頂級期

刊《Management Science》，為國內少

數能夠登上該期刊之本土學者。另外

會計系梁嘉紋、金成隆教授合著之論

文刊登於科技部會計學門評級為 A 級

期 刊《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王文英副教授、俞洪昭

教授、張清福助理教授合著之論文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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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科技部會計學門評級為 A 級期

刊《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五、 資管系梁定澎教授所著之〈How IT 
Governance And Strategic Alignment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sights From A Matched Survey〉 獲 刊

於《MIS Quarterly》。 另外莊皓鈞教

授三篇重要著作被列在 UT-Dallas 24 & 
Financial Times 45 的頂尖商管期刊清單

中，研究內容提供了新觀點和工具改

善零售 / 服務的實際營運，研究成果也

受到此領域國際學者關注，獲邀在一

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POMS 2016 Annual 
Conference 擔任零售服務管理領域的彙

整人，負責統籌所有相關發表場次。

六、金融學系積極努力於學術領域，研究

代表著作包括教授林士貴〈Analysis 
of th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教授黃

台 心〈Dynamic Demand for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in Taiwan under Seasonality 
and Increasing-Block Pricing〉、教授林

建秀〈有效匯率預測模型與避險績效比

較〉、教授江彌修〈集中度風險於結構

式商品的量化與分析：以房屋抵押貸款

證券為例〉。

 █ 學術期刊出版

資管系教授梁定澎的三年期計畫「國際學術期

刊編輯及影響力提升計畫」，協助政大出版國

際學術期刊《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JECR) 的編輯與推廣工作。JECR
在電子商務領域名聲甚佳，2011 年進入到

SSCI 的論文索引中，且收錄在許多國際資料

庫中，每季皆出版實體刊物及刊載在期刊平

台中，提供研究人員及專業人士互相分享知

識及創新報導的國際論壇。

 █ 國內外學術合作

商學院共有 118 所姊妹學院，遍佈全球五大洲

38 國，注重國內學術發展外，更鼓勵國外學

術合作。

一、財管系獲科技部委任執行：「企業避稅與

現金持有」、「個人化主義、賭博偏好與資產

成長異常現象』」、「台灣房市之季節效應

分析」、「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Datastream 
財經資訊』資料庫專案」、「台澳科學合作

協定─雙邊人員互訪」等百萬經費計畫。

二、資管系教師執行科技部專題共有 15 件，

其中如管郁君教授「行動時代之企業印象：

行動企圖與行動服務品質所扮演之角色」以

及李有仁教授「企業服務能力成熟度之評量 :
模式發展、方法驗證與實務應用」等數件計

畫經費都接近百萬。非科技部計畫共有 4件，

其中梁定澎教授執行的「服務創新電子報平

台」從 2013 年執行至今為期三年期計畫，協

助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建立「服務創

新電子報平台」，於 2013 年 3 月開始進行平

台開發，並於同年 6 月開始上線測試，經過

多次的調整和測試，於 9月底正式上線營運，

電子報中的文章內容主要鎖定在服務創新領

域相關的新聞、文章、理論等報導，並提供

最新的服務創新活動消息，提供給服務創新

電子報平台中的使用者，此外，不定期會邀

請各式領域的專家分享自身對於服務創新的

看法與心得。

三、企管系執行了 19 件科技部計畫，總金額

達新台幣 14,519,000 元。其中林月雲教授所執

行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編輯與發行計畫

更達 200 萬元以上。在非科技部計畫方面，則

有 5項計劃執行中，委託單位分別為教育部、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東方線上股

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等，

總金額達 1,897,250 元，在學業界均有相當研

究產出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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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系共執行 38 件計畫，其中科技部計

畫 34 件、非科技部計畫 4 件。「創新行動金

融商務科技之跨領域整合研究」更屬於科技部

部級「行動生活科技與社會跨領域研究」之大

型整合型研究計畫，由諶家蘭教授擔任總計畫

主持人，分為四個子計畫。子計畫一由臺灣

大學姜堯民教授與實踐大學張邦茹副教授共

同研發投資組合模型、恐慌指數、房價指數；

子計畫二由本校諶家蘭教授與交通大學劉敦

仁教授共同探討智慧型資料探勘與文字探勘

在財務性與非財務性之資訊應用；子計畫三

由本校吳豐祥教授與靜宜大學顏永森副教授

共同研發科技管理與策略應用；子計畫四由

本校蔡子傑副教授與資策會毛敬豪博士共同

開發雲端大數據之行動金融商務系統和平台。

目前研發成果包括：(1) 房價指數預測 APP (2)
新聞與股價波動性 APP (3)NCCU Line APP (4)
多重個案分析 (5) 非結構化、異質之大數據分

析應用，成果豐碩。

五、國貿系執行 49 件科技部計畫，包括「台

灣企業海外購併之研究」、「由神經科學觀

點探討樂觀對組織學習雙元性之影響」、「高

點與最低點之共動性與資產定價實證分析」、

「高科技耐久產品之升級決策 : 認知與情感觀

點」、「產品過時恐懼與高科技耐久產品採

用」、「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下之菸草控制

爭議：以 TPP 為例」等，以及 8 件非科技部

計畫如教育部委任之「亞洲當前經濟問題之

探討」、工研院委任之「太陽光電系統行銷

暨通路策略與作法研討會辦理」以及法務部

委任之「國際經貿爭端解決機制之研究 - 以建

構我國成為亞太仲裁中心為主」等，計畫層

面廣泛。

六、統計系執行計畫共 14 件，其中科技部計

畫 11 件，非科技部計畫 3 件，總金額達新台

幣 6,460,050元。科技部計畫之主題包括：「具

連續與類別變數之多變量資料的穩健診斷」、

「充分維度縮減在基因集分析上的運用」、

「隨機場迴歸問題的適應性估計」、「多變

量時間序列格蘭傑因果關係結構之探索」、

「從即時貝氏學習方法到群組學習」、「品

質變數分配未知及非常態下，製程追蹤方法

之研究」、「功能性磁振造影資料解碼」、「型

二混合設限下 Weibull 資料之最適簡單加速試

驗」、「小區域死亡率模型與推估研究」等。

非科技部計畫包括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委任之「104 年度老年人理財認知與

防詐騙調查」、台北市自來水事業處委任之

「104 年度台北市自來水服務滿意度問卷調

查」等，計畫層面廣泛且多樣，跨文學、金融、

醫學等領域。

七、科管智財所執行計畫共 11 件，科技部計

畫 7 件，非科技部計畫 4 件，總金額達新台幣

12,611,257 元；其中由吳豐祥教授主持的「科

技政策社群建置與研究 - 以創業、產業創新與

服務創新為主軸」為科技部大型計畫，預計

執行 3 年，主要針對「創新創業」、「產業 /
區域創新」與「服務創新」等三個議題進行

深入研究探討，透過資料分析產出結論，提

供政府科技政策具體專業的建議。另外由農

委會委託辦理的「強化科技農企業體系運作

及多元創新」計畫，開辦農業科技跨領域人

才培訓已經邁入第 10 年，培育跨領域之專業

農業管理人才超過 1400 餘人，有助於解決國

內農業科技相關產業面臨之投資評估、資金

募集、公開發行、技術移轉與智慧財產權等

問題，成效卓著。

 █ 重要學術活動

重要學術活動

商學院與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2015年 5月 27日聯合舉辦「上市公司企業倫理領袖論壇」，由校

長周行一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忠謀對談。這場論壇亦邀請玉山銀行董事

長曾國烈、國泰金控總經理李長庚等企業領袖探討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議題，前副總統蕭萬長

也出席論壇致詞，吸引滿場上市公司領袖熱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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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報導】力促企業倫理 商學院論壇邀領袖對話 

【校訊記者江啟倫報導】為加強推廣企業倫理，商學院與臺灣證券交易所 5月 27日聯合舉辦「上

市公司企業倫理領袖論壇」，由校長周行一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忠謀對

談。張忠謀肯定企業倫理重要性，期許接班人能同樣堅守台積電價值觀，才有資格成為企業領導。

商學院舉辦「上市公司企業倫理領袖論壇」，邀集許多上市公司領袖共同關注企業倫理。攝影：羅皓恩。

從任職美國德州儀器經驗出發，張忠謀首先區別「公司治理」與「公司管理」，強調公司治理是

董事會的責任，主要任務是協助管理公司的經理人平衡公司利益攸關者，包括股東、員工、社會

三者，避免任一方利益受損。

在平衡利益的同時，董事會更是「價值觀的維護者」。張忠謀肯定台積電董事會數十年來成功堅

守四大核心價值觀：誠信正直、承諾、創新、與顧客達成夥伴關係，才能創造輝煌業績，躋身全

球百大企業。身為台積電董事長的他也以身作則，在董事會內部實行「尊敬董事」原則，照顧每

位董事的權益，每週開會前也都會確保每位董事了解議案內容。

重要學術活動

會計系舉辦「第六屆鑑識會計高峰論壇」、「2015 第七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2015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審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以及「2015華人會計學者研討會」四場大型研

討會，針對不同學術議題，邀請國內外知名會計學者及專業人士共約 600人與會，對加強我國

會計學術研究及提升我國會計學術地位助益良多。此外，會計系邀請美國肯塔基大學會計學系

的謝宏教授來校進行學術參訪，除發表論文外，亦與會計系教師及博班學生進行深度學術討論

交流。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於 2015年 12月與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共同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中邀請國際知名學者 Professor Elias Shiu，並有來自台灣、美國、新加坡將近 200位學者參與。

其他更有如國貿系舉辦之「2015亞洲經濟問題研討會」、「第十五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

討會」等數場國際研討會，校園學術研討風氣鼎盛。



商

學

院

94

校長周行一 ( 左 ) 與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對談，剖析台積電公司治理價值與做法。攝影：江啟倫。

「不太可能有人夠強能接替我……」當周行

一問到接班人選的條件，張忠謀的率直回應

引發現場笑聲與掌聲。他接著補充，接班人

除了要具備判斷力與洞察力、了解公司的整

體運作與發展現況，更重要的是要能維持台

積電一直以來堅守的四大核心價值觀，在做

任何決策時都不能違背價值觀。

如何確保接班人會繼續實踐價值觀？張忠謀

解釋，台積電所堅守的價值觀，在現今社會

已經相當普及，絕大多數企業都遵行這一套

價值觀，所以不容易被扭曲或取代，再加上

對於自己的判斷力抱持絕大信心，相信屆時

找到的接班人，一定也會完全認同並奉行這

一套價值觀，「就算真的有人想要搞破壞，

也不是簡單的事，或者說不是短時間能做到

的事。」

周行一肯定，張忠謀領導台積電堅守價值的

策略，不僅適用公司，對於學校等其他組織

也同樣合適，也認同企業倫理不僅牽涉社會

責任，更是公司治理根基。

同樣強調企業價值觀重要性，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主任委員曾銘宗說，只有重視企業倫

理的企業，才能創造更永續、更美好的價值，

進一步提升社會福祉。他肯定商學院積極推廣

企業倫理，尤其信義書院更將商學知識結合

道德倫理，發展出許多企業倫理教材與課程，

以實際行動來培養新生代對於企業倫理的理

解和重視。

商學院於 2011 年將企業倫理課程列為全院學

士班必修學分，2012 年 10 月在信義房屋董事

長周俊吉支持下設立信義書院，進一步推廣

企業倫理及永續經營理念，這個學年度起更

正式將企業倫理列為學士班到博士班必修，

徹底達成全院必修。

張忠謀之外，這場論壇還邀請玉山銀行董事

長曾國烈、國泰金控總經理李長庚等企業領

袖探討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議題，前副總統

蕭萬長也出席論壇致詞，吸引滿場上市公司

領袖熱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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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報導】商學院成立菁英闊思
會 串聯企業創新局  

【商學院訊】培育更符合企業需求、具國際競

爭力的優秀人才，同時協助企業提升競爭力，

商學院 9 月 16 日宣布成立「菁英闊思會」，

串聯國內九家標竿企業建立互相合作支援的

社群網絡，以打造多元學習與發展的商管教

育平台。

這九家創始會員包括國泰金控、KPMG、中華

航空、玉山銀行、富邦金控、研華科技、信

義房屋、雄獅旅遊與明基材料等企業。

商學院長唐揆表示，面對全球化與科技化帶

來的衝擊，企業面臨日新月異的經營挑戰，

企業所需要的人才，與過去大不相同，如何

跟企業合作，培養未來的人才，是商學院的

首要任務。

而強化與學校合作，對企業而言也非常重要。

他相信，商學院頂尖師資陣容對新知識的創

新與整理，能為產業帶來非常多的貢獻。「在

產業跟商學院之間，形成一個互利、雙贏的

關係。」

校長周行一提到，目前政大正在推動多元學

習，其中「實習」是很重要的管道。他樂見

許多企業參與菁英闊思會，提供在校學生能

夠實際到職場或與企業互動以應用所學的機

會。他拜託各企業接納這些同學時，能夠嚴

格教導，讓同學們能看到社會的「真實面」，

進而能成為未來對企業有用的人才。

商學院說明，不同於過往的「產學合作」多

僅侷限特定個別系所，菁英闊思會整合政大

商學院八個學系和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

所資源，擴大整體能量。而強化學生實務學

習之外，菁英闊思會也期待藉此串聯國內各

企業，建立互相合作支援的社群網絡，藉由

企業間互動學習、提升競爭力，進而促進產

業升級成長。

負責菁英闊思會計畫的商學院副院長蔡維奇

希望建立「學習、社群、支援的商管專業教育

平台」，讓企業、學生與教師都能透過平台，

能夠得到充足且合適的資源以滿足自身的需

求。

他說，以企業為例，大網路時代層出不窮的

新概念、新技術與新趨勢，導致企業在面臨

新挑戰時，更需要優秀的商管人才與專業的

顧問諮詢；商學院學生在進入職場前，更需

要豐富的實務經驗與專業能力，以縮短進入

職場後的適應期；而商學院教師除了可以提

供企業專業諮詢，更需要瞭解實務問題，以

應用到研究和教學。

蔡維奇認為，為了達成企業、學生和教師三

贏，商學院依據多年經驗，規劃包括「闊思

實習計畫」、「MBA 專案執行」等方案，鼓

勵學生進入產業累積實務經驗，也協助企業

獲得具創新思維的解決方案，解決短期實務

上遇到的挑戰。

而企業也將提供「闊思獎學金資源」，鼓勵

學生接觸更多元的學習管道，提升國際移動

力與適應力，現階段已經確認將獲得兩年 140
萬獎學金，期待能協助 MBA 學生將國際文化

和思維帶入臺灣，縮短理論與實務的差距。

校長周行一出席菁英闊思會啟動儀式，籲請企業協助學生看

到真實面。攝影：陳育琳。

商學院成立菁英闊思會，共有九家跨領域標竿企業率先響

應。攝影：陳育琳。



商

學

院

96

至於促進企業間交流互動目標，則將透過每

季辦理的「闊思論壇」達成，鼓勵各產業標

竿企業經驗分享，提升高階主管的專業能力

與素質，並建立跨產業人脈。

闊思論壇  圖片：商學院提供

蔡維奇感謝國內九家企業支持，率先加入菁

英闊思會成為創始會員，下一階段目標將再

召募更多會員，「導入企業力量，培育出合

適的專業人才，促進臺灣產業發展與提升教

育品質。」

 █ 【焦點報導】促管理會計認證 會計
系與 CIMA 簽約 

【 校訊記者羅皓恩報導 】 肯定政大會計

系 教 育 品 質， 英 國 皇 家 特 許 管 理 師 公

會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CIMA) 7 月 2 日來臺與商學院

簽約，雙方將共同成立學程，輔導學生提升

公司內部管理會計領域智能，修滿學分還可

免費參與認證考試，進一步與全球各地管理

會計人才競爭。

政大是 CIMA 在臺灣第一所締約學校，也是

目前唯一獨家合作對象。

CIMA 是全球最大的管理會計師組織，成立至

今已經近百年，只要成為公會會員並通過資格

考核，就能獲得 CIMA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ccounting、CIMA Diploma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以 及 CIMA Advanced Diploma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三張證書，除了掌握

成本控制、財務管理和分析，還具備管理策

略、危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領域專長，

更符合企業經營的實際需要。

會計系主任俞洪昭表示，過往會計系畢業學

生大多以進入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為主要目標，

但除了擔任公司外部的獨立會計人員之外，

取得 CIMA 資格後，更有機會實際進入公司

會計系主任俞洪昭 ( 右 ) 與 CIMA 執行董事 Noel Tagoe 代表簽約。攝影：陳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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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與決策，提供學生另一條發展途徑。

他提到，中國推動 CIMA 認證十餘年，加上

目前國家領導由上而下重視管理會計，無論

國營企業或私人企業的內部管理會計人力市

場正夯，同學們提早從在學期間就培養相關

知識並獲得認證，可大幅提高在亞洲市場的

移動力。

根據雙方備忘錄，政大商學院將以會計系為

主開辦「管理會計學程」，提供滿足 CIMA
認證所需要的 17 門課程，同學們只要修畢指

定科目並通過考試，就能獲得 CIMA 認證，

較一般應考人須自行出國受訓應試，至少節

省約 1,435 英鎊考試費用 ( 折合新臺幣約七萬

餘元 )。

會計系解釋，CIMA 初步檢視會計系現有課程

結構，17 門課程中約有 11 門可以現行課程抵

免，另外包括「管理會計基礎」和公司營運、

風險管理等案例分析課程，多數也和商學院已

開課程相近，可望在不造成現行老師負擔下，

兼顧原來系所開課和認證需求，提供符合國際

標準的課程內容，並協助同學獲得國際認證。

趁來臺參與「策略績效管理 - 找回企業競爭

力高峰論壇」機會，CIMA 方面由執行董事

Noel Tagoe 代表簽約，他肯定政大會計系是全

臺唯一獲得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 (AACSB) 認
證的會計學系，代表課程與教學品質符合國

際會計學界認可，因而成為 CIMA 進入臺灣

的首選合作對象。由於目前臺灣管理會計師

資格認證尚屬推廣階段，因此這套課程與認

證考試僅開放政大會計系學程修課學生參與。

Noel Tagoe 還補充，CIMA 已經與美國會計師

協會 (AICPA) 合作推出「全球特許管理會計

師 (CGMA)」名銜，只要具備 CIMA 資格就

可以自動取得 CGMA 資格，並能加入美國會

計師協會的會計專業網絡，進一步拓展業內

發展範圍。

俞洪昭教授表示，目前臺灣企業對於內部管

理會計人員認證的重視程度還較薄弱，但從

國際發展看來，勢必將是一大趨勢。政大會

計系有幸獲得 CIMA 青睞，挑選為全臺唯一

合作夥伴，未來也會持續推廣提升內部管理

會計理念，提供學生更多出路同時，也為提

升公司治理與會計健全發展盡力。

雙方簽約後，會計系後續將持續盤點現行課

程內容，這項學程預計 105 學年度正式開辦招

生。

商學院長唐揆 ( 右 2)、會計系主任俞洪昭 ( 左 2) 與 CIMA 執行董事 Noel Tagoe( 中 ) 等師長合影慶祝雙方合作。 

攝影：陳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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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58,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has always been the center of business 
education in Taiwan. Currently CNCCU offers 8 
departments, 1 independent graduate institute, 3 
MBA programs, and 16 college-level integrated 
research centers. Additionally, CNCCU consists 
of 152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4,046 current 
students and 35,308 alumni.

Wi t h  p r e v i s i o n  o f  t h e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o f 
administration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at NCCU (CNCCU) has laid 
out, from different levels, many unique Asia 
administration programs, courses and faculties of 
which are top of the line and hence the attraction 
of visits and collaborated offsite education from 
Purdue University (US),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Austria) ,  Universi ta Commerciale Luigi 
Bocconi (Italy) and other renowned universities. 
Currently, CNCCU boasts 118 partner schools 
that span in 38 countries on 5 continents. In 
addition, CNCCU has signed a Dual Degree 
partnership with IESEG School of Management, 
Audencia Nantes School of Management, ESCP 
Europe Business School (France), University 
of Mannheim and Leipzig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Germany), and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Furthermore, CNCCU's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has established 
similar academic alliances with six prestigious 
colleges in the US.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In 2015, the College carried out 116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MOST. Professor Kwei Tang, 
Dean of the College, has published 78 peer 
reviewed paper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more 

than half of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academic 
journals ranked 12th or above by the Ministry. 
Professor Tang's continuous membership in 
the editing staffs of prominent journals, along 
with his excelle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reputation also saw him awarded the 58th 
Academic Award of Ministry.

1.Professor Weiyu Kuo and Assistant Professor 
Wei-Chieh Su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ere awarded the Academic Research 
Award from NCCU and Ta-You Wu Memorial 
Award by MOST, respectively. Professor Kuo's 
was awarded for seeing his work published by 
premier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mong them, 
his work published by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was ranked A+ by the Ministry 's 
financial studies branch and was the first 
paper published by such journals that utilized 
Taiwan's local futures and options trading 
data. Assistant Professor Su, specializing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resented 
the firs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SR-integrated corporate policies to financial 
performances. This breakthrough paper was the 
one that was published by the premium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nd won him the Ta-You 
Wu Memorial Award.

2.The expertise of Professor Konan Chan at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covers two different 
fields: company financing and asset valuation. 
He observes how company behaviors influence 
the return on share prices and, based on the 
company characteristics, predict future share 
prices. His finding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 MOST-certified international topnotch journal 
and the 4th most influential journal in financial 
affairs, and hence the exhibition of his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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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capacity and the Outstanding Academic 
Research Award.

3.Article on the “quasi-insurance effects” of CSR 
by Professor Yung-Ming Shiu,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was accepted b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a topnot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Most previous 
articles regarding similar topic discuss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 company'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comparison, Chairman Shiu looked in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management, the merits in 
a company's social responsibility. He found that, 
by doing good deeds for a long time, a company 
could accumulate moral capital abundant enough 
to alleviate the downfall in its share price in case 
of negative incident; however this only applies 
to one single negative incident.

4.The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lso boasts 
many other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sociate 
P r o f e s s o r  Yu - S h e n  C h e n ' s  p a p e r  “ T h e 
Information Value of Credit Rating Action 
Reports: A Textual Analysis” was published in 
a topnotch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journal, 
the Management Science, making him one of 
the few local scholars in Taiwan to achieve in 
this journal. In addition, a paper co-written by 
Associate Professor Jia-Wen Liang and Professor 
Chen-Lung Chin has been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a Class-A 
journal ranked by Division of Accounting 
in MOST; a paper co-written by Associate 
Professor Wen-Ying Wang, Professor Hung-
Chao Yu and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gfu Chang 
has been published in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another Class-A journal 
ranked by Division of Accounting in MOST.

5.Professor Ting-Peng Liang at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has 
found his work “How IT Governance And 
Strategic Alignment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sights From A Matched Survey” 
published in MIS Quarterly. Professor Hao-

Chun Chuang saw three of his papers listed 
by the UT-Dallas 24 and Financial Times 45 
for his study which provided new perspectives 
and instruments to improve actual operation in 
retail/service business. His findings have drawn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round the globe in this 
field, and he was invited to the POMS 2016 
Annual Conference as Track Chair of Retail 
Operations Management to coordinate all related 
presentations.

 █ Academic Journal Publication 

The 3-year program by Professor Ting-Peng 
Liang at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titled “Editorial Capacity and Influence 
Enhancement Plan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has been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editing and publicity of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JECR) published by 
the college. JECR has earned a reputation in 
e-commerce field and was included in the thesis 
index of SSCI since 2011. It is also list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databases. At each quarter 
a printed version of the journal is published 
and presented in online journal platforms to 
provide researchers and professionals with a 
multinational forum on which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reports can be shared.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As a college that boasts 118 partner schools that 
span in 38 countries on 5 continents, CNCCU 
not only focuses on domestic academic growth, 
but encourages overseas academic collaboration. 

1 . A s  p e r  c o m m i s s i o n e d  b y  M O S T,  t h e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has 
carried out million-worth projects including 
“ Ta x  Av o i d a n c e  a n d  C o r p o r a t e  C a s h 
Holdings”,“Gambling Preferences, and the Asset 
Growth Anomaly”, “An Analysis of Seasonal 
Effects in the Taiwanese Real Estate Market”, 
“Sponsorship Program for Procur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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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ream Financial Information' by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Macau – 
Bilateral Visits.”

2.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has implemented in total 15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MOST, including several 
projects funded nearly one million NTD such 
as “Business Impressiveness in the Mobile 
Era: the Roles of Mobile Endeavor and Mobile 
Service Quality” by Professor Eugenia Huang 
and “Measuring Service Capability Maturity 
of Businesses: Model Development, Method 
Valid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y 
Professor Yu-Zen Lee. Four non-Ministry 
projects were also carried out,  inlcuding 
Professor Ting-Peng Liang's “Service Innovation 
Newsletter Platform,” a 3-year platform project 
that has been implemented since 2013  till 
today. It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Sayling 
We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Service Innovation Newsletter 
Platform.” The development began in March 
2013 and online test was initiated in June of the 
same year. After multiple modifications and tests, 
the platform was officially put into operation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Major contents of the 
newsletter focus on news, articles, theories 
and other reports related to the field of service 
innovation. It provides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service innovation events to users of the Service 
Innovation Newsletter Platform. In addition, 
experts in various fields are irregularly invited 
to present themselves with their outlook and 
inspirations on service innovation.

3.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as executed 19 MOST commissioned projects 
with a total worth of NTD 14,519,000. Among 
the projects Professor Yeh-Yun Carol Lin 
undertook the editing and publishing of Human 
Culture and Social Science Newsletter was 
worth even more than NTD 2 million. As for 
non-MOST commissioned projects, 5 projects 
are under execution with commissions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 Foundation, Eastern Online Co., Ltd. and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rporation, 
with a total value of 1,897,250 and hence a 
remarkable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contribution 
in both industry and academia. 

4 .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A c c o u n t i n g  h a s 
carried out 38  research projects, in which 
34 among them were MOST commissioned 
and 4 were not. The “Innovative and Mobile 
Financial  Service Technology,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was listed under the larger 
Ministry level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Mobil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tegrative 
projects, supervisor of which was Professor 
J ia-Lang Seng.  The project  was  divided 
into four sub-projects: Sub-project 1  was 
for Professor Yao-Min Chiang at NTU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Bang-Ju Chang at SCU to 
co-develop an investment combination model, 
a VIX index and a house price index; Sub-
project 2 was for Professor Jia-Lang Seng at 
NCCU and Professor Duen-Ren Liu in NCTU 
to collaborate in the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data mining and text mining in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Sub-project 3 
was for Professor Feng-Shang Wu at NCCU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Yung-Shen Yen at 
Providence University to co-develop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application; Sub-
project 4 was for Associate Professor Tzu-Chieh 
Tsai at NCCU and Dr. Ching-Hao, Eric, Mao 
to co-develop big data cloud mobile financing 
and commercial system and platform. Current 
achievements are promising, including (1) A 
house price prediction APP; (2) A news and 
stock price fluctuation APP; (3)The NCCU Line 
APP; (4) Multiple individual case analysis, and 
(5) A non-structural, heterogeneous big data 
analysis application. 

5.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arried out vastly-covering projects including 
49  MOST commissioned projects: “Cross-
Border Acquisitions by Taiwanese Firm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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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flexible optimism in balancing between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the Neuroscience 
approach”, “Co-movement and Asset Pricing 
of 52-Week Highs and Lows: An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Analysis”, “Upgrade Decisions of 
High-Technology Druable Product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Perspectives”, “The Fear of 
Product Obsolescence and Adoption of High-
Technology Durable Products,” and “Tobacco 
Control Issues in New Generation FTAs: TPP as 
an Example”; and 8 non-MOST commissioned 
p r o j e c t s :  “ S t u d y  o n  C u r r e n t  E c o n o m i c 
Concerns in Asia” (commissioned by MOE), 
“Seminar on Strategy and Approach for Solar 
Photovotalic System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commissioned by Industr 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Study on Solution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 Focusing on Establishing the Asia-Pacific 
Arbitration Center in Taiwan” (commissioned by 
Ministry of Justice).

6.Th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has implemented 
in total 14 projects with a total value worth 
of NTD 6,460,050, which include 11 MOST 
commissioned projects  and 3  non-MOST 
commissioned project. MOST-commissioned 
projects include: “Robust diagnostics for 
multivariate data mixed with continuous and 
categorical variables”, “The application of 
sufficient dimension reduction to the gene set 
analysis”, “Adaptive estimation in random field 
regression”, “Exploration of Granger Causal 
Structure for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From 
online to batch learning of a Bayesian method”, 
“Study of Process monitoring for unknown 
or nonnormal distributed quality variable”, 
“Decoding Brain States from fMRI Data 
with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Optimal 
simple step-stress plan for a Type-II hybrid 
censoring scheme under Weibull distribution”, 
“Mortality Projection and Mortality Models 
for  Small  Populat ions” ,  e tc .  Non-MOST 
commissioned projects include “Financial 
Literary and Anti-Fraud Investigation for the 

Elders” commissioned by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and “2015 Taipei Water 
Servic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mmissioned by 
Taipei Water Department. Projects implemented 
by the department are diversified, covering 
vast industries including literature, finance and 
medications.

7.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carried 
out 11 projects with the total budget of over 12. 
6 million dollars, the Ministry commissioned 
7 of them. Among them, “Building Research 
Commun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 o l i c y :  F o c u s i n g  o n  E n t r e p r e n e u r s h i p , 
Industrial Innovations and Service Innovations” 
supervised by Professor Feng-Shang Wu is 
a large-scale project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The project is scheduled to run for 
three years, conducting in depth research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y/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service innovation”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formulate suggestions 
on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  On the  o ther  hand,  as  per 
commissioned by Agricultural Committee, the 
“Agricultural Companies System Operation and 
Diversified Innovation Enhancement” program 
stridden into the 10th year of its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training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The program is proven to be 
remarkably achieving and has cultivated over 
1400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specializing in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on, providing aid in 
asset evaluation, fund raising, public publishing, 
technology transfer, smart property rights and 
other concerns challenging domestic industries 
regard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The College and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joint ly organized the Leaders '  Forum on 
Corporate Ethics for Listed Companies on 
May 27, featuring a dialogue between NCCU's 
president Dr. Edward H. Chow and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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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 is  Chang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Chairman Gary Tseng 
of E. Sun Bank and President Chang-Ken Lee of 
Cathay Financial Holdings Co., Ltd. were also 
invited to discuss corporate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hile former vice president 
Vincent Hsiao gave a keynote speech. The 
presence of these prominent figures resulted in a 
great turnout.

The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organized 
four major conferences: the 6 th Forensics 
Accounting Summit, 2015 7 th Cross-Strait 
Accounting Conference, 2015 Cross-Strait, 
Hong Kong and Macau Conference on Audit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and 2015 Conference 
for Chinese Accounting Scholars. These events 
enjoyed the participation of about 600 Taiwanese 
and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and was helpful in improving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accounting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vited Professor Hong Xie from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for 
academic visit, during which he would conduct, 
in addition to presenting his paper, an in-
depth academic discussion with faculties in the 
department and students in doctoral programs.

The Departmen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and Taiwan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 jointly organize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December, featuring Professor 
Elias Shiu and close to 200 other scholars from 
Taiwan, US and Singapore. Other events include 
the 2015 Conference on Economic Issues in 
Asia, the 15th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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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簡介

外國語文學院於 1989 年 8 月 1 日自原文學院分出成立，為全國公立大學中之首創。目前設有英

國語文學系（含碩、博士班）、阿拉伯語文學系、斯拉夫語文學系（含碩士班）、日本語文學系 (含
碩士班 )、韓國語文學系 ( 含碩士班 )、土耳其語文學系、語言學研究所（含博士班）、歐洲語文

學系、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及外文中心等，另設有英語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外語學院創立之宗旨係以培育具宏觀國際視野之優秀外語人才為目標，訓練現代外國語文專業，

理論與應用並重。除了施以學生紮實之外語能力訓練，更輔授以文學、文化、語言教學等知識，

並鼓勵學生修習第二專長（如商學、外交、傳播、政治、社會等）等其它領域之專業知識。設定

畢業檢定標準、鼓勵移地教學、強化語文經驗，同時輔導學生取得外語檢定證照，加強語文能力

與專業之結合，為國家培育學術與實務兼備之外語人才。

 █ 研究計畫及成果

2015 年外語學院執行「培育年輕學者卓越研

究能力計畫：思想東亞、超克全球、想像世

界」、「漢語分類詞與量詞的分與合：探究其

內在之認知機制與神經關連性」、「從句法

音韻介面觀點研究卓蘭饒平三字組及四字組

之連讀變調 」等科技部計畫 39 件，及「臺灣

語言詞彙、構式及語意浮現機制：跨界之探討 -
臺灣客語詞彙 < 客家 >、< 硬頸 > 在報紙中之

隱喻轉喻浮現研究」、「臺灣語言詞彙、構

式及語意浮現機制：跨界的探討 - 臺灣華語四

字成語的反義詞素之詞彙語意研究：以語料

庫為本」、「觀念．話語．行動：數位視野

下中國∕台灣多元現代性研究 - 多元族群文化

對現代台灣華語文之影響」等科技部整合型

計畫 3件，「北區大學外文中心」計畫第四期、

「東北亞區域研究中的韓國學教育者和新世

代培育暨臺灣的韓國學研究體系創建事業」、

2015 年度「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

畫」- 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計畫課程

計畫」等非科技部計畫 14 件，其中「北區大

學外文中心計畫第四期」為 500 萬以上計畫。

外語學院除持續專精文學、理論語言學及應

用語言學之研究外，亦持續深入研究各語種

歷史與文化，奠定該院在現代外國語文教學

及研究領域的優勢地位，同時加強翻譯與跨

文化以及比較文學領域之理論和實務研究。

為提升研究能量，積極鼓勵各系、所、中心、

學程提升教師發表論文之質與量，申請科技

部及其他政府部門委託或補助計畫，並推動

跨國研究，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國外學

者合作出版專書。

韓文系於 2015 年 9 月以「東北亞區域研究中

的韓國學教育者和新世代培育暨臺灣的韓國

學研究體系創建事業」獲得韓國學中央研究

院的「海外韓國學重點大學育成事業」五年

補助，每年補助金額約新台幣 450 萬元，成為

全世界 40 個海外韓國學重點大學之一。預計

105 學年將有六篇論文產出。並於 2015 年 11
月 18 日成立「韓國文化教育中心」，成為全

世界 40 個中心之一。

外文中心承辦教育部 2015 年度「基礎語文及

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 - 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

學習革新課程計畫」。中心專任老師成立「課

程革新小組」共同規劃課程教材及設計之革

新方案，同時由 6 位老師成立「線上課程委員

會」定期開會討論，決定線上課程方向、內

容與製作方式。

104 學年第一學期的「學生多元文化語境英文

學習之成果展演」，於 2016 年 1 月 8 日至 14
日於社資中心數位展演廳舉行，由大學英文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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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授課老師挑選上課時段參與展演，內容

包含靜態書面或影音作品，以及數場學生的

簡報與表演。

 █ 學術期刊出版

外語學院除《外國語文研究》以外，另有外

語學院特色發展計畫之翻譯、跨文化與文化

創意子計畫每年定期出版之《廣譯》、《文

化越界》期刊。此外，各系所定期出版之期

刊如下：《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Taiwan 
Journal of TESOL》、《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政大日本研究》、《俄語學報》

等。

《外國語文研究》期刊

《外國語文研究》為外語學院發行之外國語文

學術期刊。定期出版外國語言（包括英語、法

語、西班牙語、德語、俄語、阿拉伯語、日語、

土耳其語、韓語及其他語種）、文學及文化相

關研究領域之原創性學術論文。

 █ 國內外學術合作

外語學院總共傳授英、法、德、西、韓、土、

日、阿、俄、波、捷等 11 種外國語文，另配

合自 2005 年起承辦教育部之「北區大學外文

中心」計畫，目前已開設馬來文、泰文、越南

文等語文課程。近年開設之外語課程近 30種，

教授外國語文語種之多乃國內各大學之冠，其

中少數幾種特殊外語，國內聘請各國籍教師

不易，除了與各國姊妹學校如韓國漢陽大學、

成均館大學、釜山大學、土耳其安卡拉大學等

簽訂學術合作協定，派遣交換教授前來任教，

另俄文教師每年自俄國聘請四至五位俄籍教

師來校任教，阿文教師則由沙烏地阿拉伯政

府每年派遣一至二位阿拉伯籍教師支援教學，

日文教師亦由日本交流協會及日本姊妹學校

支援。

外語學院與北區大學外文中心致力於推廣跨

文化與區域文化相關活動，2015 年 11 月 28
至 29 日外語學院及北區大學外文中心共同舉

辦「2015 年東南亞文化研習營」，由地理、

歷史層面切入，進而探索各地文化習俗，透過

多場「走出臺灣、走入東南亞」講座，帶領

參與者更理解東南亞。多位講師都提醒，東

南亞人已經成為臺灣人生活的一部份，更多

交流互動，有助彼此更熟悉認識。本次研習

營除了邀請外語學院教授越南文、泰文、馬

來文的老師對於各國國情概論初步介紹以外，

更邀請了數位東南亞相關非營利組織的創辦

人分享以實際行動理解東南亞文化民情的寶

貴經驗，活動最後分組討論除了幫助來自各

界的學員深入理解東南亞文化以外，進而關

懷東南亞移工與外籍新娘等切身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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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學術活動

件數

語言所於 2015年 5月 2至 3日舉辦「第十六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NCL 16)」。會議主題為

「形式語言學」與「功能語言學」，讓看似對立其實相輔的學派能有廣泛且深入的討論。會中同

步展示「臺灣數位人文小小讚」的研究軟體工具和公開語料，可對大量的文本進行基本的序列

分析和對比分析，為量化與質化兼具的研究提供良好管道。

外語學院於 2015年 10月 17日召開「第二屆全國外語教學研討會」，主題：「易托邦－語言與

變動的世界」，探討現今變動世界與語言的多種交互作用。張上冠院長近年不斷提倡「多元外

語」，儘管在臺灣學習英語為主流，然而教學上，英語與其他外語之間可以相互借鏡，共同成長。

會中針對精進外語文能力（聽、說、讀、寫、譯）問題、各語種學習對外語言情況、對外語言教

學心理之論文、以及語文素養作為通識教育基礎等議題，由各學界人士發表多篇論文，學術交

流成果豐碩。

英文系與外文中心於 2015年 10月 24日合辦「第十二屆文山國際學術研討會」。共有兩篇分別

由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的副教授 Faridah Pawan 博士與澳洲雪梨大學主題 TESOL 資深講師 Marie 
Stevenson 博士所發表的主題演講，另有其他論文 19 篇。同時，大會也舉辦了創意英語教學工

作坊。整體而言，會議進行順暢，與會來賓對論文水準評價極高。

「第六屆斯拉夫語言、文學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斯拉夫語言、文化及其價值體系」於 2015
年 11月 7至 8日於政治大學舉辦，本研討會由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主辦，俄羅斯世界基金

會、科技部、外交部、教育部及政大研發處協辦。來自國內及中國、美國、俄羅斯、捷克、拉脫

維亞、以色列、澳大利亞、奧地利等國的 40位學者就「價值與文學」、「價值與語言」、「價值

系統的變動」、「價值與社會」等議題進行為期一天半的學術交流。

韓文系與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 2015年 12月 12日共同主辦「第 23屆中韓文化關係國際學術

會議」，分為韓國語學 / 韓語教育、文學 / 文化、政治 / 經濟等場次，共有台灣、韓國、日本、中

國等數十位學者專家與會。

韓文系 2015年 12月 26日召開「韓國文化教育中心創立紀念學術研討會」，邀請了十幾位國內

外重量級的學者專家，針對台灣的韓語教育、文創研究等，進行專題演講與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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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報導】深耕韓國學 韓國文化
教育中心揭牌 

 
韓文系暨韓國文化教育中心主任郭秋雯期盼透過和國際 

事務學院等跨領域合作，打破韓文系只著重文學的偏見。 

攝影：戴怡如。 

韓國駐臺代表趙百相期許韓國文化教育中心 

能促進活絡兩國互動。攝影：戴怡如。

政大韓國文化教育中心 2015 年 11 月 18 日正

式揭牌，韓文系主任郭秋雯期許，藉由中心

力量，未來不僅促使韓文系突破過往「只做

文學」的偏見，透過和國際事務學院等跨領

域合作，培養更多韓國政治、經濟或文創等

人才，協助政府改善本土韓國人才不足困境。

政大於 2015 年通過由南韓教育部支持的韓國

學中央研究院「海外韓國學重點大學育成事

業」計畫，獲得五年期、每年 1 億 6600 萬韓

元 ( 約新台幣 463 萬 ) 補助，從韓語教育、文

化、政治經濟三大方向推動韓國學研究。

這項計畫由韓文系帶頭，與國務院合作，其

中韓語教育方面由韓文系副教授朴炳善主導，

以推動合格韓語教師資格證為目標；文化研究

由郭秋雯負責，偏重探討文創、韓流等現象；

政治經濟則是由國務院長李明領頭，預計出

版論文專書，並與韓文系合辦國際會議。

 
韓國駐臺代表趙百相 ( 左 )、校長周行一 ( 右 2)、與韓國

文化教育中心主任郭秋雯共同揭牌。攝影：戴怡如。

 
韓國文化教育中心成立，目標從多方面培養本土 

知韓人才。攝影：戴怡如。

「海外韓國學重點大學育成事業」計畫從

2006 年啟動，以五年為一期，截至今年，全

球共有 44 所大學通過計畫。根據規定，審核

獲得補助的大學必須每年接受韓國中央研究

院追蹤審核，確定執行情形。

郭秋雯表示，在這項計畫下，成立「韓國文

化教育中心」屬第一步，接下來還將新聘講

師並在五年內開設三門選修課，未來一年內

也將舉辦韓國學講座，發表至少八篇論文，

為了培育更多韓國學研究新秀，中心還計畫

提供學部獎學金，鼓勵同學們投身韓國研究。

校長周行一感謝郭秋雯積極爭取資源，增加政

大與韓國政府跨國合作的機會。他認為，單

領域的研究與教學已經無法符合現今學生與

學術研究的需要，期許其他系所也能效法這

個中心計畫，仿照韓文系與外交系合作模式，

減少學科藩籬，促進多方跨領域交流，以開

創新局。

韓國駐臺代表趙百相於 11 月 18 日也出席揭牌

儀式，表達對政大成功爭取五年海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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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韓國文化教育中心的祝福。他提到，

近年臺韓經濟上互動熱烈，尤其是貿易、觀

光交流頻繁，盼望經由韓國文化教育中心的

運作，更活絡兩國互動、鞏固雙方關係。

 █ 【焦點報導】不只是英語 學者鼓勵
多元學習因應變動世界 

【校訊記者陳怡蓁報導】外語學院 2015 年 10
月 17 日召開第二屆全國外語教學研討會，探

討現今變動世界與語言的多種交互作用。外語

學院院長張上冠近年不斷提倡「多元外語」，

他認為，儘管在臺灣主學為英語，然而教學

上，英語與其他外語之間可以相互借鏡，共

同成長。 

斯語系主任賴盈銓認為學習語言的心態很重要。 

攝影：鍾佳臻。

研討會召集人、斯語系主任賴盈銓提醒，很

多人學習外語時都抱持想要掌控語言的目標，

然而語言是壞的僕人、好的主人，所以學習的

心態很重要。在他看來，語言是能力的一環，

透過研討會讓各校學者交流，在變動世界的

框架下推動外語教學，讓學生透過語言認識

世界。

外語學院副院長蘇文郎認為卓越全球化人才除了語言能

力，視野和人文素養也很重要。攝影：鍾佳臻。

變動世界從全球化浪潮而起，外語學院副院

長蘇文郎提出，卓越全球化人才由三個條件

構成，分別是：高程度語言運用能力、俯瞰

全球的視野和國際人文素養。

外交系主任劉德海從韓文與日文奠基，成為外交事務人

才。攝影：鍾佳臻。

呼應蘇文郎的觀點，外交系主任劉德海舉自

身經驗，政大東語系畢業後，憑著韓文和日

文專長成為外交事務人才。他表示，英文是

國際移動最基本的能力，也強調語言是跨文

化溝通的工具，但「只會會話不能算是語言

學習的成功，不只在基礎能力，更要結合專

業能力。」

外語學院站在全國外語學習的頂端，能引領

全國外語教育。然而觀察近年臺灣外語教育

政策停滯狀況，韓文系主任郭秋雯點出，全

臺韓語教育正面臨嚴重問題，教學多以文學、

語學為主，無法呼應產業急迫所需的實用人

才，更嚴重的是臺籍師資不足，因此現今三

分之二師資都是韓國人。

呼應變動世界的人才需求轉型，日文系主任

徐翔生分析，當前日本人文學科 (語言、文學、

歷史 ) 逐漸衰退，反而是現代日本學盛行。因

應景氣低迷、少子化社會及社會需求，日文系

也正在徬徨未來發展方向，究竟該培養人文

素養的知日人才，還是專業能力的技術人才？

歐語學習方面，歐文系主任楊瓊瑩分享，法

語組會利用網路蒐集資料，更勝紙本學習，

課堂上強化口語報告，並增加大量文化課程；

德語組則在副教授姚紹基 帶領下，每年暑假

赴德國遊學參訪一個月，培育語文和文化並

重人才。經過訓練，畢業同學的出路廣泛，

以西語組為例，除了繼續升學，跨足商管、

外交、拉丁美洲研究等跨領域都能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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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文系主任鄭慧慈感嘆阿語對於理解伊斯蘭世界很重要，

但國內並不重視。攝影：鍾佳臻。

「英語不能解決一切。」阿文系主任鄭慧慈

提到，阿拉伯世界近年屢屢成為國際焦點，

像是近期難民問題就受到關注。然而，阿拉

伯世界極度排斥西方文化與 英語，如果不精

通阿語，將不易深入了解伊斯蘭文化，可是

目前國內高中以下都忽視阿語教育；土文系

外語學院舉辦全國研討會，探討變動世界下的外語教學。攝影：鍾佳臻。

副教授杜爾孫 (KOSE DURSUN) 也呼應，只

是在臺灣，土語不像英語一樣容易找到學習

資源。

儘管英文學習的機會最多，但外文中心主任

黃淑真感嘆，英語教師面臨變動世界的挑戰

也最大。她舉例，光是 MOOCS( 磨課師 ) 等
線上課程推出後，如何兼顧教學成本和學習

成效，就是很大的考驗，因此目前外文中心

正嘗試開發線上實體雙軌課程因應。

英文系副教授薩文蕙則說，多年來英文系的

教學發展平穩，從大一入學就強調聽說讀寫

平衡學習，採小班制開設寫作、會話課程，

到大四再增加翻譯課程，銜接理論到實務。

不過面對變動世界，她也觀察發現，學習多

元語言的人處理問題能力較佳，因此鼓勵學

生接觸英語之外的外語。



110

 █ Introduction

Founded on August 1, 1989 as a divisio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as the first such 
college among the nation's public universities. 
It is comprised of the Departments of English 
(Master's and PhD programs offered), Arabic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lavic (Master's 
program offered), Japanese (Master's program 
offered), 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Master's 
program offered), Turk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Master's Program of 
Middle Easter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roviding college-level German, French and 
Spanish courses), th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and Master of Arts in English Teaching.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ims to nurture globally-minded students with 
excellent language skill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them with solid training in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he program is also designed to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ies, 
history,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y, commerce, 
and other areas, to develop competent individuals 
capable of serving society in both academic and 
working careers.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In 2015, the College carried out 39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other integrative projects also from 
the Ministry, and another 14 additional projects, 
one of which allocated a budget of over 5 million 
NT dollars.

In addition to continued pursuit of expertise in 
literature,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the College consolidated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through the study of variou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further expand research capacity, 
the College also encouraged its affiliated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faculty academic papers, to apply for government 
sponsored research projects and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ctivities such as research 
projects, conferences, and joint publications.

The 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obtained a five-year grant for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and becomes one of the top 40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Korean studies 
outside of Korea.

As part of a curriculum reform project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2015-2016 school 
year, faculty members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responsible for required English courses 
are working together on various teaching/learning 
project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through English skill training. A task 
force of 6 teachers has also been organized to 
develop an online course on the same topic.

A learner performance showcase “The Culture 
Voyage” was held between January 8 and 14, 
2016, at th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Center. 
All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College English I 
course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showcasing their 
written and audiovisual work and giving live 
presentations and performances.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The College offers courses on 11 languages: 
English, French, German, Spanish, Korean, 
Turkish, Japanese, Arabic, Russian, Polish and 
Czech. In addition, courses in Malay, Thai and 
Vietnamese are also offered by the Foreign 



C
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11

Language Center as part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for Universities in North 
Taiwan”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itiated in 2005. In total, there are 
close to 30 languages taught at the College, the 
most among al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For some 
languages, the College enlists the assistance of 
professors from the University's sister schools 
(e.g. Korea's Hanyang University,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Busan University and Turkey's Ankara 
University) via acade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s. 
In addition, the College recruits 4 to 5 faculty 
members from Russia each year, while receiving 
1 to 2 faculty members for Arabic from the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and faculty for Japanese from 
the Interchange Association and the University's 
sister schools in Japan.

The College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for 
Universities in North Taiwan has been regularly 
promoting regional and cross cultural events. 

On November 28 and 29, they hosted the 2015 
Southeast Asia Culture Camp, helping participants 
understand the region more through seminars on 
“Departing Taiwan and entering Southeast Asia, 
”exploring issues from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to better understand local cultures 
and practices. The speakers reiterated that people 
from Southeast Asia are already part of Taiwanese 
daily life, and for this reason, further interactions 
benefit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addition to 
inviting instructors of Vietnamese, Thai, and 
Malay from the Language Center to provide 
preliminary introductions of the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 Camp hosted several founders of 
NGOs working in Southeast Asia to talk about 
their work, and valuable first-hand experience. 
Group discussio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event 
helped students learn about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in-depth, and encouraged them to take 
action in issues relating to migrant workers and 
foreign brides.



 █ 簡介

政大傳播學院成立於 1989 年，設有大學部、研究部、博士班、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英

語授課）、數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及碩士在職專班。師資陣容堅強，現有專任教師 48 位。教師

研究著作傑出，自科技部有「傳播學門」傑出研究獎以來，共頒 6 位傳播學門的傑出研究獎，

6 位傑出獎得主均為本學院教師。傳播學院共出版 3 份專業期刊，其中《新聞學研究》獲選為

TSSCI 期刊，並榮獲科技部「學術研究優良期刊」。

傳播學院為國內歷史最悠久之新聞傳播教育學府，創先實施學程制，課程紮實創新。並設置資訊

與媒體整合實驗中心，下設政大之聲實習廣播電台、影音實驗室、劇場、導向實驗室、靜態攝

影實驗室、新聞實驗室、基礎數位實驗室、網路媒體及寫作實驗室、數位圖像與出版實驗室、

2D3D 繪圖教室等教學實驗單位。

 █ 研究計畫及成果

傳播學院 2015 年已發表的研究成果計有：科

技部計畫 33 件 ( 其中整合型計畫 8 件 )，非科

技部計畫 8 件、30 篇期刊論文（1 篇 SSCI，
10 篇 TSSCI）、14 篇中英文研討會論文、師

生共計獲得 5項研究獎項、4個相關研究報告、

產學合作 2 項、研發產品 1 項、國內合作或交

流 3 項、參加 2 次國內座談會／研討會發表、

組織或參加工作坊 3場、參與或舉辦國際活動

3 場、舉辦 5 次傳播沙龍。

一、獨特性學術資料庫

 ( 一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傳播學院廣告系教授張卿卿及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陶振超主持的「臺

灣傳播調查資料庫」計畫，為本校極

具特殊性之研究資料庫，提供豐富資

料予學者分析臺灣民眾傳播行為與相關

效應。此資料庫從 2012 年起，除每年

追蹤臺灣民眾主要傳播行為外，更針對

不同的次主題，包括主題素養與傳播

（2012）、網路使用行為（2013）、媒

體的娛樂與社交功能（2014）、政治傳

播與公民傳播（2015），進行家戶面訪，

資料具全國代表性。

( 二 )「故事雲資料庫」

故事雲研究群積極探索數位時代互動、

非線性的資料庫敘事方式，認為這是一

種多義、多變、非線性呈現的故事模式。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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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延續過去故事雲資料庫建構方

式，研究團隊成員持續蒐集故事構成素

材。

( 三 )「X-Mind 資料庫」

建置行動傳播與新媒體實驗平台，進行

實驗所需之使用者、硬體及軟體的經營

與設計，並於此平台上長期收集行動載

具（如智慧型手機）使用者的使用行為，

做成可供進一步分析研究的使用者行為

資料庫。另外，也開發了分析此類資料

庫所需的工具，包含即時記錄偵測、圖

形化分析及資料匯出介面等，做為一般

跨領域研究者進行研究的入門工具。

行動傳播與新媒體實驗平台之建置研究

群（X-mind）以種子基金邀請產學合作

演講或固定研究群開會或與外部資源共

盪想法，由傳院與資科系合作科技部跨

領域數位人文整合國家型計畫，以大數

據方法分析社交媒體上之重大事件或溝

通實踐。2015 年進駐本校研創中心成

立「數位足跡探索實驗室」並持續經營

X-Mind 跨領域研究群，提供科技部「數

位足跡」數位人文計畫的行政支援，自

行開發創新資訊工具，進行跨領域使用

者新體驗分析研究。

二、其他研究成果

 ( 一 )「出夢入夢」未來互動媒體平台

數位內容學程陶亞倫副教授帶領團隊創

作未來互動媒體平台 :「出夢入夢」，

榮獲 2015 年文化部國美館科技融藝大

型藝術創作計劃首獎，「出夢入夢」以

VR 眼鏡配合資科系師生研發的穿戴式

裝置與影像辨識技術，讓觀眾的身體可

以互動、遊走於虛擬空間之中，以「夢

中的科技感」為概念，結合視覺動畫、

程式科技與互動 UI/UX 的製作，彷彿進

入真實夢境。

( 二 )「邊界移動兩百年」紀錄片作品

廣電學系鍾適芳副教授紀錄片作品「邊

界移動兩百年」主要紀錄一群客家人

由中國移民到印度打拼的故事；該片在

2014 年入圍了台北電影獎並在電影播放

會上獲得無數的好評及迴響，獲得國際

影壇的肯定，獲選為 2015 德國漢堡電影

節亞洲專題 Asia Express 參展影片。

( 三 )「繼承之物」特展 

數位內容學程主任黃心健教授以私人的

記憶出發，舉辦「繼承之物」特展，以

新科技誠實面對自己內心的回憶。這項

展覽應邀成為美國洛杉磯 2015全球電腦

圖像與互動技術年會 (SIGGRAPH) 開幕

演出，更將從 2015 年 9 月 10 日起在美

國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強生

美術館展出到 12 月，黃心健也隨展赴

美演講。

 █ 國內外學術合作

一、傳播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學術交流合約

自 2005 年本校傳播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

傳播學院正式簽署學術交流協定書，雙方教

師互訪、交換學生，2015 年約滿再簽屬續約，

冀望啟動雙方對話機制，洽談傳院國際傳播英

語碩士學士學程合作碩士雙聯學程之可行性。

二、 《媒體與日常生活中的氣候變遷 - 關於

能源使用與媒體再現的台英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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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獲科技部臺英雙邊研究計畫《媒體

與日常生活中的氣候變遷 - 關於能源使用與媒

體再現的台英比較研究》補助，分別於 2015
年 6 及 7 月，赴英國蘭開斯特大學能源消費研

究中心訪問。

三、中國優秀學者來院短期訪學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閔惠泉於 2015 年 2 月至 6
月短期訪學，其研究專長為兩岸傳播、出版。

淮陰師範學院傳媒學院陳長松副教授於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短期訪學，其研究專長為陳獨

秀報刊實踐與傳播思想研究、融合媒介空間研

究，著有《陳獨秀前期報刊實踐與傳播思想

研究 1897-1921》。廣州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院湯景泰副教授於 2015 年 12 月來院訪學，

其研究專長為新媒體、網路傳播、危機傳播。

四、兩岸學術交流 

由傳播學院林元輝院長、陳儒修副院長、國

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方孝謙主任及新聞

系陳百齡副教授等 4 人，於 2015 年 8 月赴中

國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洽談

學術合作之可能性，並應邀出席「第九屆世

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國際學術交流

( 一 ) 好萊塢攝影師 John Inwood 訪臺 

好萊塢攝影師 John Inwood 講解攝影手法

John Inwood 曾以情境喜劇《實習醫生風雲》

入圍艾美獎最佳攝影，亦曾擔任導演李安畢

業作品《分界線》的攝影助理，目前於紐約

大學新加坡分校擔任客座教授。本次應邀來

臺舉辦 3 場工作坊，主題分別是「攝影的場

面調度與美國電視喜劇的視覺風格進化」、

「學生影像作品評析」和「傳播沙龍─ John 
Inwood 生涯作品賞析」。

( 二 )「終戰七十週年：日本帝國及其殖民地

的戰爭動員與視聽傳播」學術討論會

「終戰七十週年：日本帝國及其殖民地的戰爭動員與 

視聽傳播」學術討論會邀請日本、韓國以及台灣學者 

共同參與，傳播學院林元輝院長（左二）擔任講評。

傳播學院於 2015 年 5 月 16 日於政大舉辦「終

戰七十週年：日本帝國及其殖民地的戰爭動

員與視聽傳播」學術討論會，臺灣、日本、韓

國學者齊聚發表日本統治時期傳播研究成果，

邀請到日本京都大學區域研究統合情報中心

教授貴志俊彥、日本青梅市立美術館學藝員田

島奈都子、韓國首爾大學日本研究所教授鄭知

喜、政大傳播學院副院長孫秀蕙、獨立研究

學者陳儀芬，由傳播學院院長林元輝進行講

評，輔仁大學、世新大學傳播學系師生也踴

躍出席。此研討會從傳播角度重建時代歷史，

孫秀蕙副院長表示，從研討會內容可以反映

臺灣人對日治時期的真實看法，並看到二次

大戰後持續的影響，期待引領大家反思。

( 三 )「電信與媒體對大數據的應用」研討會

傳院頂大計畫「新媒體平台市場之政策與管

理」團隊召集人劉幼琍於 2014 年 10 月邀請

15 位國內外專家學者撰寫《大數據與未來傳

播》一書，並於 2015 年 3 月 13 日為臺灣通訊

學會規劃主辦「電信與媒體對大數據的應用」

研討會，除臺灣通訊學會會員之外，也開放

產官學界參加。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國際通

訊傳播學會（ITS）主席 Erik Bohlin 博士專題

演講，也邀請韓國及兩岸的專家學者與會。

( 四 ) 2015 Cultural Typhoon

傳播學院於執行頂尖大學拔尖研究領域計畫

「創新研究 - 傳播 / 資訊之演化與創新」項下，

透過「班雅明研究專題」課程，結合班雅明

的文字、閱讀教材、影像攝製、文案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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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集完成「班雅明看臺北：跨領域對話與數

位呈現」多媒體互動光碟。介紹班雅明在「巴

黎，十九世紀的首都」一文中，關於巴黎的

現代化歷程之研究；另一方面則摹擬班雅明

的研究取徑，轉而探討台北的現代化景觀。

( 五 ) 想像亞洲 2015 國際創作與研討會

2015 年「 想像亞洲國際創作與研討會 」

（IIWC）以「原初、原民、原創」（ABoriginal）
為題，以數位內容跨媒體創作的方式，重新觀

看、紀錄我們的自然環境、原民的生活紋理；

以原創的精神、前衛的作品，再現亞洲青年

對亞洲本質的認識。

 █ 重要學術活動

件數

「全球氣候治理與公民參與」專題：傳播學院頂大計畫「全球暖化的風險溝通與公眾實踐」小

組與科技部《氣候變遷調適的風險溝通》整合計畫沙龍系列活動，於 2015年 10月 20日邀請林

子倫教授分享「全球氣候治理與公民參與」專題，並由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楊意菁教

授主持。

「後學運時代新聞與傳播環境之反思與展望」研討會：傳播學院於 2015年 4月 11-12日舉辦「後

學運時代新聞與傳播環境之反思與展望」研討會，聚集學界及業界人士，共同討論學術時代翻

轉情況下，傳播教育如何顛覆過去、盡情想像，並更加貼近下一代。

多元族群廣播服務教學計畫：自 2015起，傳播學院與光啟社合作策劃以外籍移民議題為主軸的

新型態廣播，推動「大學實習無線廣播電台多元族群廣播服務教學」計畫，結合校園實習電台、

學生實習與外籍移民，做為另一種社會實踐。

「傳播沙龍」：相關活動包括「學術與業界的對話」系列演講、業界人士專題演講、real project
成果發表。

業界教師協同教學計畫：近 5 年（2011年至 2015 年）共補助 89門課程、邀請 142 位業界教師

共同授課。

( 六 ) 蔣經國基金會研究計畫

水火計畫團隊參與蔣經國基金會研究計畫，

執行期間為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計

畫 名 稱 為「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Greater 
China: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and mutual 
influences」，和諸多國內外大學進行合作交

流，包括玄奘大學、香港大學和雪梨大學，成

員有陳百齡（政治大學）、陳恭（政治大學）、

鄭宇君（玄奘大學）、傅景華（香港大學）、

聶依文（澳洲雪梨大學）。合作項目包括兩

岸三地社會之線上民意相似性、差異與交互

影響：以 2014 年臺灣太陽花學運及香港雨傘

運動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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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報導】數位內容學程成果展 體現科技藝術魅力

【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數位內容碩士學位學

程與理學院資訊科學系師生 2015 年 10 月 17
日在松山文創園區一號倉庫推出聯合成果展，

也是兩院首度校外聯合展出。校長周行一開

幕致詞表示，政大是一個有人文、社會及科

學等領域的大學，本次展出整合政大各種領

域產出的成果。

「DCT 進行式」展覽核心在於透過不同的角

度思考數位、內容、科技對人們的影響，以

音樂、電腦視覺、人機互動、虛擬實境 (VR)、
穿戴式裝置等技術，呈現視覺、聽覺上的感

官體驗。

其中副教授陶亞倫帶領團隊創作未來互動媒

體平台：「出夢入夢」，獲得 2015 年文化部

國美館科技融藝大型藝術創作計劃首獎，作

品充分展現人文藝術與 科技結合出的充沛創

造力與想像空間。「出夢入夢」以 VR 眼鏡配

合資科系師生自行研發的穿戴式裝置與影像

辨識技術，讓觀眾的身體可以互動、遊走於

虛擬空間之 中，彷彿進入了一個真實的夢境

中。

傳播學院表示，當今世界各行動裝置大廠已經

紛紛投入鉅資發展 VR 虛擬平台與內容，團隊

在極少研發經費下，率先完成殺手級的平台，

以無線體感裝置與移 動偵測技術勝出，使用

者身體得以最自然的方式行動於虛擬空間中，

正展現政大研發團隊小而精的影響力，這項

突破也對傳播學院未來媒體平台的建構與教

學，未來 的產學合作，都帶來重大的突破。

 █ 【焦點報導】繼承之物 黃心健新展

遠征康乃爾

【校訊記者陳昭雄報導】帶著灰色的貝雷帽，

身上總是穿著樸素顏色衣服，總習慣在說話

前 凝望遠方思考兩、三秒後再回答，數位內

容學程主任黃心健以私人的記憶出發，舉辦

「繼承之物」特展，以新科技誠實面對自己

內心的回憶。

七月初從臺北鳳甲美術館出發，這項展覽隨

即應邀成為美國洛杉磯 2015 全球電腦圖像

與互動技術年會 (SIGGRAPH) 開幕演出，

更從 9 月 10 日起在美國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強生美術館展出到 12 月，黃心健

本人也將隨展赴美演講。



傳

播

學

院

117

黃心健新展呈現私密文物。攝影：陳昭雄。

 

新展以私人方式回溯記憶。攝影：陳昭雄。

黃心健新展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展出三個月。攝影：陳昭雄。



傳

播

學

院

118

進入政大任教以來，近身觀察政大的藝術環

境，他同樣呼籲藝術和現實的平衡。在他看

來，設置藝術品很好，但在設計概念、靈感

之外，藝術品選材等也要更仔細，「在人文、

人本思考的環境中，這應該更被重視。」

黃心健希望大家可以多思考科技的面貌，他

挑戰大家，如果要記憶美好的回憶，為什麼

都是拉開自拍棒，使用著相同的姿勢，「卻

不能以自己獨有的方式紀錄？」換個方式和

角度，「私領域」也能有不同的呈現方式。

 █ 【焦點報導】工作坊傳授秘訣　鼓
勵學生「稿」到國際

【傳播學院記者蘇俞璇報導】傳播學院特聘

教授兼研發長劉幼琍與副教授林日璇及施琮

仁於 11 月 25 日為傳播學院碩博士生舉辦「國

際學術研討會投稿工作坊」。劉幼琍說，此

次工作坊雖然準備得很倉促，無非是希望傳

院碩博士班學生能趕上一些最近的國際學術

研討會的截稿日，多多投稿，在國際舞台發

光發熱。

除了研發長劉幼琍老師，工作坊還邀請了國

際研討會投稿的「常勝軍」──傳播學院林

日璇老師及施琮仁老師，透過經驗的分享，

鼓勵學生大膽嘗試。劉幼琍直言，台灣研究

生在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人數不多，因

此她希望藉由老師們的「秘訣」傳授，可以

推動更多學生「走出去」、在國際看見政大

學生的能量。

林日璇以世界規模最大的「國際傳播學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為例，提醒學生投稿要注意的細節，

包括頁數限制、格式規定，以及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請外國人（native speaker）幫忙審稿。

如果一篇好論文因為單純的文法錯誤而被忽

視，非常得不償失。另外，林日璇強調，學生

論文不管在哪個國際學術研討會獲獎、發表，

都是將來就業的黃金履歷。

相對投稿接收率只有 20% 的國際傳播學會，

施琮仁分享自身參加「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協

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的經驗。

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協會初期審查時只需繳交

論文摘要、接收率高，更重要的是「地點」

「紀錄珍貴回憶的方式每個人應該有不同的

方式。」黃心健解釋，這次展覽主要以自己

私人方式的回溯記憶，不同於傳統藉由傳記、

族譜表現，取而代之運用精準科技，展現那

朦朧而美好的兒時回憶。

從發想到完成籌畫花費三年，相較以往個展多

了兩、三倍時間，「因為在人在世代傳承上，

基本像是一個複製的過程，但卻是有機的方

式，一樣卻也不一 樣。」展場中，他拿出了

假牙、相機、皮鞋等在記憶中屬於父親的物

品，「因為這次的展覽概念很私人、隱密，

所以對觀眾來說，應該會感到一些不一樣。」

他也很 期待收到大家的回饋。

在互動藝術作品〈潮〉中，運用科技掃描參

觀者的臉部輪廓，呈現模糊的樣貌，但隨著

觀眾來回走動，螢幕上的畫面也會隨著「潮

起潮落」，期待帶來「生命如浪潮，人來去

之間也如潮水」的感受。

「如果上一代人關注的是『政治』，我們這一

代關注的就是『科技』。」黃心健，他希望透

過科技可以帶給人們一些不同的想像，但同時

他也擔心現代社會的 科技已經被扭曲。他舉

食安危機為例，許多大公司都設立研究部門，

但現代人不是想辦法把可以吃的東西變得更

健康，卻是努力把不能吃的東西變得可以吃，

並設法 通過規範。「這相當可怕，如果我們

仔細思考，科技似乎變成壓迫人民的工具。」

對於有志於藝術的同學，「希望同學不要只把

自己的藝術當成藝術，應該知道自己的作品

在現今社會中的定位。」他指出，許多學習

設計的同學，經常只呈現自己所想像的樣貌，

卻沒想到如何與社會溝通。

黃心健提到，雖然許多人不喜歡把藝術扯上

「錢」，但他反而更關注現實，「若要從事

藝術業，要把藝術先放一邊，更關注一些與

社會間有機的互動，或從生 活中獲得更多養

分。」他提醒同學思考，「自己的藝術品價

值多少錢？藝術不是讓自己吃不飽而要壯烈

犧牲的一件事情。」經濟面也是很重要的。

當然，另一方面，他也強調「若要從事藝術，

應該把它當作一場馬拉松，不應該在幾年內就

燃燒自己所有熱情，然後對藝術失去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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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他舉例，2010 年時在西班牙、11 年在

土耳其、13 年則是都柏林。施琮仁老師進一

步說，研討會的地點決定了參與人數的多寡，

地點愈好的研討會，參加的人也愈多，同時

也影響了與會來賓的組成。他鼓勵學生，參

加研討會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同樣，會議地點也挑選得相當好的還有「國

際電訊學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Society, ITS）」，而且 2016 年 6 月將在台北

舉辦，政大更是主辦方之一。劉幼琍鼓勵在

座學生投稿，學術盛會難得在台灣舉行，應

好好把握機會。談到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的

心得，劉幼琍說，她過去每年至少都會參加

一到二次，經由這些會議長年累積下來的人

脈，對她的教學和研究都有莫大幫助，不管

是出版書籍、投稿期刊，或是加入研究團隊，

尋找日後研究的靈感，因為她「走」出去了，

所以看見一個更大的世界。

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程學生伊德琳說，工作

坊的分享讓她發現國際學術會議的資源原來

如此多樣，老師的秘訣傳授也讓她更有信心

去準備論文，原本沒有計畫投稿，但之後會

積極嘗試。

在工作坊的尾聲，劉幼琍分享了自己參加各

個研討會的照片，希望用這些「美景」吸引

學生積極投稿。她說，如果在會議上看到她

或是施琮仁，一定要來叫他們請吃飯，因為

老師們都相當期待在國際舞台上看到大家，

學生的成就就是老師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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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was founded 
in 1989. Currently provided in the college are 
undergraduate program, graduate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Internat ional  Master '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MICS), (in English language), Digital 
Contents and Technologies and EMA Program 
in Communication. Solid capacity can be found 
in the college's faculties which consist of 48 
full-time teachers, who have shown tremendous 
achievement in their work.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utstanding Award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there have been 6 outstanding award winners 
– all of them are from faculties of this college. 
The college has so far published 3 professional 
journals, in which Journalism Studies has been 
selected to be a TSSCI journal and awarded 
by MOST the Excellent Journal for Academic 
Research.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is the first to practice 
curriculum program system to provide solid 
and inspiring courses. Built in the college is a 
Center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tups include 
the Voice Radio Station of NCCU, an Audio and 
Video Lab, a theater, an orientation lab, a still 
photography lab, the News Lab, a digital basics 
lab, an internet media and writing lab, a digital 
image and publications lab, and a 2D/3D drawing 
lab.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Publish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from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up to 2015 include: 33 MOST-
commissioned projects (including 8 integration 
projects), 8 non-MOST commissioned projects, 30 

papers (1 SSCI journal, 10 TSSCI journals) and 
14 seminar papers writte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chievements of faculties and students in 
the College include 5 research prizes, 4 research 
related reports, 2 private-sector collaboration 
projects, 1  product R&D, as well a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3 domestic cooperation/exchange, 
presentations on 2 domestic conferences/seminars,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in 3 workshops and 
3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organization of 5 
communication salons.

1. Unique Academic Database

 (1)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which 
is supervised by Professor Ching-Ching 
Chang of the Department of Advertising 
and Professor Chen-Chao Tao of NCTU's 
Depar tment  of  Communicat ion and 
Technology, is a unique research database 
the University has at its disposal, providing 
abundant data for scholars to analyze 
Taiwanese  people ' s  communicat ion 
behaviors and their effects. Apart from 
yearly tracking on major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by people in Taiwan, this 
database has, since 2012, implemented 
house-to-house visits focusing on various 
sub-objectives.

 (2) Story Cloud Database

The research team in charge of this database 
has been actively seeking an interactive, 
non-linear narration approach in the digital 
age, which is deemed a form of nonlinear 
storytelling that provides varying meaning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is year, by continuing 
previous structure approach for the story 
cloud database, the research team keeps on 
collecting resources for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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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X-Mind Database

Objective of the database is to build 
an experimental platfor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new media for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necessary users, 
software and hardware. The platform also 
continuously collects user's behavior from 
mobile devices (such as smartphones) to 
construct a user's behavior database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studies. In addition, 
necessary tool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analyzing database of this kind, including 
real-time record detection, graphic analysis, 
data export interface and other tools, 
providing entry-level tools for studies by 
general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rs.

As an experimental platfor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new media, X-Mind 
is to use seed money to invite private 
sector collaborated project presentation 
or  es tabl ish regular  research group 
conference for brain storm with external 
resources. The 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Digital Culture Integration Program 
collaborated by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of this college with MOST is to 
utilize big data to analyze major events or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n social media. 
In 2015 the program has settled in Center 
of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Cultivation 
in our university and Digital Footprint 
Exploration Lab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l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group in X-Mind 
is being continuously operated, providing 
MOST with administrative support for 
their “Digital Footprint” in Digital Culture 
Program and offering an innovative 
information tool developed on our own to 
provide interdisciplinary users with new 
experience in analysis and studies.

2. Other Research Achievements

(1) Futuristic interactive media platform: In 
and Out of a Dream

For the creation of In and Out of a Dream, 
the futuristic interactive media platform, 
the team led by Associate Professor Ya-Lun 
Tao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2015 MOC 
Technology-Arts Fusion Creation Program 
sponsored by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By combing VR glasses with 
wearable device and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developed by faculties and 
students in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viewers are allowed to interact and 
walk around in virtual space with their own 
bodies. With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dreams”, demos are presented combining 
visual animation, programed technology 
and interactive UI/UX – it is like stepping 
into an actual dream.

(2) From Border to Border: The Chinese in 
India

The documentory From Border to Border: 
The  Chinese  in  India  by  Associa te 
Professor She-Fong Chung documents a 
group of people of Hakka heritage as they 
emigrated from China to India. It was 
nominated for the 2014 Taipei Film Award, 
and received praises from critics on the 
film demonstration, and was even selected 
the presentation film to participate in “Asia 
Express” topic on the 2015 Hamburg Film 
Festival. 

(3) Special Exhibit of The Inheritance

Professor  Hsin-Chien Huang of  the 
Digital Content and Technology Program 
presented, using new technology, an 
honest confrontation with his innermost 
memories starting from his personal stories. 
This exhibit has been invited to be the 
opening demonstration at the 2015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Graphics and Interactive 
Techniques (SIGGRAPH) conference in 
Los Angeles, US. It is to be put on exhibit 
in Herbert F. Johnson Museum of Art 
from September 10 to December in 2015 
at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S, at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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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Hsin-Chien Huang himself gave 
presentation for the exhibit.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1. Academic exchange agreement with CUHK'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ince the agreement  between College of 
Communicat ion in  NCCU and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UHK was 
signed, mutual visits and student exchange 
have been active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es. 
The agreement was renewed before expiration 
in 2015 in the hope that a two-way dialogue 
mechanism can be established for the negotiation 
on feasibility of duplex degree program for master 
and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is college.

2. Climate Change in the Media and in Everyday 
Life—a Taiwan-UK Comparative Study on 
Energy Use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Sponsored by Climate Change in the Media and 
in Everyday Life, “A Taiwan-UK Comparative 
Study on Energy Use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a MOST two-way research program between 
Taiwan and Britain – the research team travelled 
to Britain to visit University of Lancaster's 
DEMAND in June and July, 2015.

3. Short-term visit by Outstanding Scholars from 
Mainland China

Professor Hui-Quan Min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who specializes in research 
on cross-strait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ation, 
had paid a short term visit between February and 
June 2015. Associate Professor Chang-Song Chen 
of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s School of Media 
Studies visited betwee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2015 - he specializes in research on Chen Tu-
Hsiu press practice, communication concept 
study and converged media space study and had 
written Preliminary Press Practice by Chen Tu-
Hsiu and Study on Communication Concept 
1897-1921. Associate Professor Jing-Tai Tang 

of Jinan University'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visited in December 2015 with 
his expertise of research on new media,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4.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s

4 staff including Dean Yuan-Huei Lin of the 
college, Deputy Director Ru-Shou Chen of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Director Shiaw- 
Chian Fong of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and 
Associate Professor Pai-Lin Chen have visited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 
S c h o o l  o f  J o u r n a l i s m  a n d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mmunication to discuss potential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were invited to attend in the 
9th Conference of Media &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5.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1) Visit by Hollywood Photographer John 
Inwood

John  Inwood  was  an  Emmy Award 
nominee for Best Photographer for his 
work in Scrubs and he was the assistant 
photographer in Ang Lee's graduation 
work Fine Line. He is currently a guest 
professor in Singapore branch of New 
York University. This time he was invited 
to Taiwan for 3 workshops under the 
topics of “Blocking Actors for the Camera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Visual Style in 
Television Comedy”, “Analysis of Student 
Photography Work” and “Communication 
Salon—Career Work by John Inwood.”

 (2)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The 
War  Mobi l iza t ion  and  Audiov isua l 
Communication of the Japan Empire and 
its Colonies

The college held on May 16, 2015 the 
Academic Seminar on Seventy Years from 
End of the War: The War Mobilization and 
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 of the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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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 and its Colonies, on which Scholars 
from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presented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regarding 
the period under Japanese ruling. Invited to 
the seminar were Professor Kishi Toshihiko 
from the Center for Integrated Area Studies 
in Kyoto University (Japan), student artist 
Tajima Natsuko from Ome Municipal 
Museum of Art (Japan), Professor Jung 
Ji Hee from Institute for Japan Studies i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 
Deputy Director Hsiu-Hui Sun of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in NCCU, 
independent research scholar Yi-Fong Chen. 
Dean Yuan-Huei Lin of the college was the 
presenter. The conference reconstructed 
history from a communication standpoint, 
which Hsiu-Hui Sun, the Deputy Dean of 
the College, hoped that it would reflect 
Taiwanese' true perception of the Japan 
colonization era, and facilitate participants' 
further reflections on its continued impact 
beyond WWII.

 (3) Conference on Big Data Application to 
Telecom and media

Professor Yu-Li Liu, the initiator of 
administration team and marketing policy 
for new media platform, held on March 
13, 2015 with Taiwan Communications 
Society the Seminar of Conference on 
Big Data Application to Telecom and 
media, which also welcomed participants 
from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bodies in addition to members of Taiwan 
Communica t ions  Soc ie ty.  Dr.  Er ik 
Bohlin,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ymposium, was 
invited to the Conference to give a keynote 
speech, along with experts from Korea and 
China.

 (4) 2015 Cultural Typhoon

In the execution of “Innovation Study 
–  The Evolut ion and Innovat ion of 
Communication”, the leading-edge research 

in top universities program, the college 
has utilized the “Study on Benjamin” 
course to combine Benjamin's texts with 
other reading materials, photography 
and writing, and produced a multimedia 
interactive disc: Walter Benjamin Looking 
at Taipei: Cross-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Digital Presentation, which introduces the 
study on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Paris 
by Benjamin in his article “Paris, Capital 
of 19th Century.” On the other hand, 
Benjamin's research approaches are to be 
imitated in the study of modern view of 
Taipei city.

(5) 2015 ImaginAsia International Workshop 
& Conference

With the theme of  “Aboriginal  and 
Original” and an approach of digital content 
with trans-media creation, 2015 ImaginAsia 
International Workshop & Conference 
(IIWC) reexamined and recorded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racks from daily 
lives of aboriginals, and recreated the 
perception of Asia's essence by its youth 
through original and pioneering work.

(6) Research Project for the Chiang Ching-
Kuo Foundation

The team of "Flood and Fire”participates in 
the research project for the Chiang Ching-
Kuo Foundation, execution period of 
which extends from August, 2015 to July, 
2017. The project is named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Greater China: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and Mutual Influences”. 
It works and exchanges with multiple 
universi t ies from home and abroad, 
including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University 
of Sydney, with members including Pai-
Lin Chen (NCCU), Kung Chen (NCCU), 
Yu-Chung Cheng (HCU), Dr. Kevin Fu 
King Wa (HKU), Yee-man Joyce Nip (SU, 
Australia). Cooperative cases in this project 
include similarity in online public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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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ocieties in the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 with examples of the 2014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in Taiwan and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1.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For series of salon event by the college's 
Top Univers i ty  Project  team for  Hazard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Practice Against 
Global Warming and MOST's integration program 
for Hazard Communications on Adapting Climate 
Change, Professor Tze-Luen Lin was invited 
to speak on the topic of Global Climat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October 20, 2015. The 
topic was hosted by Profession Yie-jing Yang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Shih Hsin University.

2. Seminar of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on the 
News an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Post Student Movement Era

By holding the seminar of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on the News an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Post Student Movement 
Era from April 11 to 12, 2015, the college 
gathered members of the academia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nto a collective discussion on how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could b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in which the academic era has been 
inversed, revolutionized and reimagined in a more 
intimate wa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3.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1) Ethnic Diversity Radio Services

Since 2015, the College collaborated with 
Kuangchi Program Services to produce a new 
form of radio service centered on foreign 
immigrant issues. The Diversified Ethnic 
Radio Service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Intern Radio Station program combines the 
ope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radio, student 
internships and foreign immigrants into a 
form of social practice.

 (2)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Related 
Communication Salon Events

Related events include “academia-industry 
dialogue” lecture series,  keynotes by 
individual professionals, and real project 
presentations.

 (3) Co-teaching with professional specialist 
faculty Project

In the past 5 years (from 2011 to 2015), the 
College has sponsored in total 89 courses 
given by 142 professional specialist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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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簡介

國際事務學院於 2001 年 8 月 1 日成立，是目前臺灣高等院校唯一以「國際事務」為名之學院，

現有外交學系、東亞研究所、俄羅斯研究所等三個系所，戰略與國際事務、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

等兩碩士在職專班，以及國際研究英語碩士與日本研究碩士、博士等兩學位學程。

其中外交學系為目前國內唯一以「外交」為名之學系，該系成立於 1930 年南京紅紙廊校區，為

政治大學前身中央黨務學校最早設立系所之一，旨在為我國培育外交楨幹。外交學系成立至今已

逾 85 載，養成我國眾多之國際關係理論學者與外交領域專業人士。東亞研究所成立於 1967 年，

為國內中國與東亞國際事務教學研究之翹楚。俄羅斯研究所成立 1993 年，為我國學界關於俄羅

斯和東中歐等區域教學與研究之重鎮。外交學系、東亞研究所、俄羅斯研究所原屬法學院，旋又

歸社會科學學院，於 2001 年奉命改制為國際事務學院，後陸續增設相關專班與學程，乃有今日

之宏規。

 █ 研究計畫及成果

國際事務學院教師研究績效表現具高水準。

2015 年執行之科技部研究計畫共 9 件，非科

技部研究計畫計 15 件，其中承接大型之研究

計畫，包括李明執行教育部委託之「國際經

貿談判人才培育跨校學分學程計畫」，對於

國家外交經貿談判人才培育，採取跨校學分

學程養成方式，長期系統性地培育國家經貿

及談判重點人才；陳純一執行內政部委託之

「104 年度釣魚臺列嶼主權議題資料蒐整研析

工作案」，對於釣魚臺列嶼主權議題資料研

究分析貢獻頗鉅。

期刊 期刊說明

《國際關係學報》

屬於半年刊性質，每年 6月及 12月出版。內容主要以國際關

係及外交實務等相關議題為主，自 2013年第 36期起，改為英

文出刊，正式成為國際化期刊，2015年發行第 39期及 40期。

 █ 學術期刊出版 

國際事務學院為提升與國際學術社群之交流，

外交學系發行「國際關係學報」，自第 36 期
改為英文出刊，2015年出版第 39期及 40期。

外交學系亦出版「WTO 研究」第 27 期、「韓

國學報」第 27 期與「澳洲研究」第 11 期，

2015 年共出版 5 期學術期刊，其中「澳洲研

究」係澳洲國會圖書館指定館藏期刊。此外，

東亞研究所發行「東亞研究」，旨在進行中

國與周邊國家跨學科領域研究，為半年刊。

126



國

際

事

務

學

院

127

 █ 國內外學術合作

國際事務學院業已加入「國際事務專業學院

協會」（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SIA）成為隸屬會員。

該協會近年來呼籲其會員學校除培養學生國

際政治與外交之能力外，更應重視學生於跨國

企業之專業素養。有鑒於此，國務院針對國

際事務專業人才培育，舉辦系列演講新增「領

導與統御」相關課程，期能達致 APSIA 之要

求而成為正式會員。

國際事務學院業與中國及國際其他學術單位

締結多項學術交流備忘錄，締約對象包括中

國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同

濟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

美國美利堅大學、中國政治研究學會、多爾

頓州立學院、安迪科特學院；澳洲國家大學、

福林德斯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金澤大學、

琦玉大學；烏克蘭國家科學院；韓國外國語

大學、慶南大學、北韓大學院大學校、首爾

市立大學；捷克大都會大學、馬薩里克大學；

立陶宛維陶瑪納大學；厄瓜多國際大學，以

及波蘭雅捷隆大學等所屬之相關單位。學術

交流備忘錄訂定之合作事項包括（一）教學

與學術研究成果交流，（二）教師與研究人

員互訪，（三）合辦國際學術會議，（四）

教學與學術研究交流（五）其他促進雙方瞭

解與合作交流之事項等，至新近之學術交流

備忘錄則刻正研商中。

2015 年度持續邀請國際學者來訪，冀望增進

其與我方俄羅斯、東歐及中亞等區域研究學

者之互動，並期可建構常態性之互動平臺，

形塑該院於俄羅斯等區域研究領域之影響力。

下表即學者來訪及發表演講之概況。

期刊 期刊說明

《東亞研究》

前身為東亞季刊，自 2014 年第 35 卷起，改為半年刊。內容主

要為探討中國與周邊國家跨學科領域之研究，提供相關領域學 
專業研究發表之園地。

學者 日期 演講主題

Dr. Paul J. Bol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2015年 5月 26日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and World Order

Dr. Masaaki Kuboniw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stgraduate 
Program, International 
Pacific College (IPC), 
New Zealand &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apan

2015年 8月 11日
Politics-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Current Trends an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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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日期 演講主題

Olga Y. Adam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2015年 7月 6日
The Russian Far East: Far from 
Moscow, Close to Asia

李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世界經濟研究所教授、俄

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 11月 23日
一帶一路重大倡議及其與俄羅斯、

中亞和歐亞經濟聯盟之對接

蔡明彥（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教授）
2015年 3月 17日 烏克蘭事件之地緣政治效應

Dr. Szabó Máté, Guest 
Professor from Hungary, 
Soochow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uman 
Rights Programme

2015年 5月 26日
The Ombudsman Institution in 
Europe and in Hungary

Professor Tomasz R. 
Zymczynski,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AMU) in Pozna�, Poland

2015年 10月 19日
Transformation of Poland within Changing 
Region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 

Mikulas Cernota, Vice-
Dean,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in Bratislava, Slovakia

2015年 11月 30日
10 Years of Experiences of Slovakia 
in the European Union

Professor János Vándor, 
Budapest Business School

2015年 12月 4日
European Integration: Some Crucial Points 
of the Collaboration of European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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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學術活動 

2015 年度國際事務學院與若干國際著名學術

單位合辦學術研討會，學術國際能見度大為

提升。此外研討會探討之主題，泰半係屬當

前國際關係中頗為重要之議題，而會議成果

則可為政府未來政策之研究與設計，提供相

當廣袤且甚具深度之資料素材，同時亦為我

國與國際社會未來之互動，開創有利之契機。

艾伯特總理時代澳洲與亞洲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21 世紀亞洲之海洋治理：從臺灣視角看海洋法與地區安全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名稱 日期 參與國家

「艾伯特總理時代澳洲與亞洲關係」 2015年 3月 31日至 4月 1日 台灣、澳洲及捷克

「2015年世界國際法學會與美

國國際法學會亞太研究論壇」
2015年 5月 26日

台灣、美國、英國、

德國、南非、波蘭、

孟加拉、日本、韓

國及新加坡等 20餘
國政府官員及 ILA
分會會長或代表

「21 世紀亞洲之海洋治理：從臺

灣視角看海洋法與地區安全」
2015年 6月 25日至 26日

台灣、法國、英國、智

利、馬來西亞、中國

「新絲路與亞歐互動」 2015年 10月 27日 台灣、捷克及土耳其

「朴槿惠總統時代之韓國

與世界政治經濟」
2015年 12月 12日 台灣、南韓及波蘭

「變動之國際秩序與臺韓合作」 2015年 12月 18日 台灣、韓國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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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報導】展望亞太新局勢 東亞
所探討南海爭議與臺越關係 

【東亞所訊】東亞所 2015 年 11 月 11 日舉辦

「不對稱結構下的南海爭議與台越關係學術

座談會」，同時邀請越南國家大學河內人文

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范光明演講「21 世紀中

越南外交政策的邏輯分析」，師生針對時下

最引人關注的南海議題各抒己見，討論氣氛

熱烈。

范光明認為，外交政策的制定可分為領導人、

國家和國際結構三個層次，隨著蘇聯垮臺，

世界經歷極大轉變，必須要以更宏觀的視野

來理解越南的對外政策。

范光明闡述 19 世紀以來越南的發展歷史，除

了經濟上的轉變，政治上，越南政治高層的

權力轉移也同樣改變；隨著全球化時代到來，

越南更需要突破舊有窠臼並積極參與區域整

合。同時，美國的重返亞太政策與中國的日

漸崛起，如何在兩大強權中尋求發展將是越

南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環。

范光明也提到，戰爭的歷史對越南外交政策

影響深遠，越南曾與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

中的三個國家打過仗，有鑑於此，越南對外

政策將加倍強調和平的重要。

至於「不對稱結構下的南海爭議與台越關係

學術座談會」則由主任秘書、東亞所長寇健

文主持，與談人包含范光明、東亞所助理教

授黃瓊萩、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李瓊莉、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左正東、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王冠雄、淡江

大學美洲研究所助理教授黃介正等人。討論

主題涵蓋太平島爭議、南海問題、中越關係、

區域經貿整合等議題。

討論過程中，所有與會學者皆同意，未來臺

越雙方應該更多交流，加強各層面的合作，

盼望能由政大為平台，加深台灣與越南學界

的合作與雙邊關係的發展。

 █ 【焦點報導】走出活路 外交次長史
亞平鼓勵青年參與 

【外交系訊】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 4 月 27
日返校與外交系學弟妹座談，強調當前中華

民國著重務實靈活的外交路線，也分享台灣

免簽證進展、東海南海漁業協定、國際人道

援助、經貿整合戰略、青年國際參與等議題，

鼓勵學弟妹關心參與。 

史亞平自政大外交系、外交所畢業後，1984
年就投身外交職涯，先後於情報司 ( 今新聞文

化司 )、禮賓司、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服務，

並曾駐華府、澳洲、新加坡等地，資歷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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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台灣至今最年輕的女性常務次長。

史亞平指出，台灣 2008 年開始推動活路外交

以來，人民最有感的就是護照便利度。現在

國人出外旅行，98% 國家地區都不需再辦簽

證，尤其前往歐盟、美國免排隊簽證，更提

升了商務旅行的便捷度。

此外，台灣推動東海、南海的「和平」政策，

以臺日漁業協議、東海空域安全聲明、台灣

與菲律賓達成的非武力執法協議為架構，減

少漁民受拘留事件，務實彈性聲張主權，也

實質強化台灣和平締造者的形象。

史亞平提出，當前台灣自由貿易協議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及 經 濟 合 作 協 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 囊

括的貿易項目占台灣貿易額 9.7%，相較於韓

國 41.3%、新加坡 70.7%，仍有成長空間。

至於參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方面，由於對岸對於台灣的

國際經濟整合參與不具否決權，加上台灣的經

貿自由化程度高於馬來西亞、越南等 TPP 參

與國，她認為，臺灣仍有相當機會可以加入。

在國際人道援助方面，史亞平說，目前台灣採

用「Love From Taiwan」標語，囊括國際合作、

醫療援助、救災抗疫、民間送愛。另外，也

透過農漁業技術轉移以及能源科技的合作計

畫、行動醫療團以及境外醫療護理人員訓練、

國際急難事件的賑災以及捐款、紅十字會及

路竹會的民間力量等，展現活路外交軟實力。

而面對年輕學弟妹，史亞平也介紹目前外交

部正在推動的青年國際參與方案，包括以高

中職學生為主的外交小尖兵計畫、大專院校

學生為主的國際青年大使計 畫。今年青年大

使已經決選，預計錄取 160 位青年大使參加培

訓，由外交部資助前往各區域，對外宣揚活

力愛心的文化形象，同時豐富人生經驗。

這場座談由前外交部長、外交系友會長程建

人主辦，經外交系師生票選邀請史亞平到校，

同時吸引外交系以外其他學院師生參與。程建

人指出，早年美國總統尼克森 (Richard Nixon)
曾將「外交」定義為國際政策協商與管理，

但當前外交定義已趨多元化，包括醫療外交、

體育外交等路徑都適用。

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李明教授感謝系友會的協

助，並呼應外交工作是一種志業，必須與家

國意識連結。推崇程建人與史亞平都是青年

學子的典範，也承諾未來將會和系友會配合，

推動系友與在校生間的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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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Established on August 1, 2001,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s the onl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by the nam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Taiwan. Current setups of the college include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the Master's Program in National 
Security and Mainland China Studies (in-service 
program), the Master's Program in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service program),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Master’s Program in Japan Studies 
and the Doctoral Program in Japan Studies.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is the only university 
department by the name of “diplomacy” in 
Taiwan and was established in 1930 at Hong Zhi 
Lang in Nanjing as one of the first department 
setups at Central Party School – the predecessor 
of NCCU – for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core 
force in diplomacy. 85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which has fostered for Taiwan many schola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professionals 
in diplomatic fiel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1967 and 
is now the top performer in Taiwan regarding 
education and studies on Mainland China and 
East Asia. Established in 1993,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for academia in Taiwan with its education 
and studies on Russia,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and other regions.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used to 
be affiliated to the College of Law in NCCU and 
later belonged to th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In 2001, the three units were reorganized into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lated programs 
and curricula have been gradually added into the 
college, hence the massive achievement up to 
date.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can be found in the 
studies by faculties at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2015, the College carried out 9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15 other projects. 
Among them, Dean Ming Lee carried out the 
“Intercollegiate Personnel Training Credit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Negotiation” 
on the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would systematically produce personnel 
for Taiwan's negotiation in politics and trade. In 
addition, Professor Chun-I Chen carried out the 
2015 Project on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Materials concerning Sovereignty Issues over the 
Diaoyutai Islands on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which substantially benefited the research 
on the issue.

 █ Academic Journal Publi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ublished in English 
since No. 36, saw the publication of No. 39 and 
No. 40 in 2015.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lso published three other journals, including 
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No. 27, the 
Bulletin of Korean Studies No. 27, and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No. 11, the last 
of which is collected in the catalogue in the 
Parliamentary Library of Australia. In additio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published the biannual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hina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The College has become an affiliate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SIA). In recent year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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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has been advocating that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student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should have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by member 
schools apart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apac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e college has, upon this circumstance and in the 
aim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s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eld series of lectures and added related 
curricula regarding “to lead and command” with 
the expectation to satisfy APSIA’s requirements 
and become a full member.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s academic 
MOUs with many academic institute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s Sun Yat-Sen University, Jinan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US’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Dalton State College, Endicott Colleg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Flinders 
University,  Japan’s Hokkaido University, 
Kanazawa University, Saitama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 
Korea’s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Kyungnam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Seoul, Czech 
Republic’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Masaryk University, Lithuania’s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 Ecuador’s Universidad Internacional 
del Ecuador and Poland’s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items designated in the academic 

MOUs include: (1) exchange of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findings; (2) exchange of visits 
by faculties and researchers; (3) co-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4) 
exchange of education and academic studies, and; 
(5) other affairs that promote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among all parties. The most recent 
academic MOU is currently under discussion and 
negotiation. 

The College continued to invite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o visit in 2015 in the hope that such 
visits would facilitate further interaction between 
visiting scholars and Taiwanese scholars who 
specialized in Russian, East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A platform of regular interaction 
was expected to be formed, so the College may 
gain prominence in these Area studies. Scholar 
visits and lectures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Collaborated with renowned international 
a c a d e m i c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  t h e  C o l l e g e  o 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rganized a number 
of conferences in 2015. Topics covered by 
these conferences were importan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onferences’ wide-
ranging, in-depth results offered the government 
document references for future policymaking, 
while these results also provide advantageous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 in its interactions with 
global societies. 



 █ 簡介

教育學院於 2002年 8月 1日正式成立，宗旨為培育優秀師資、教育領導人才及教育學術研究人才，

同時提供教育工作者在職進修發展機會，以提升教育專業素質，並透過跨學院、跨領域之合作與

整合性研究，促進教育學術升級。目前由教育學系、幼兒教育研究所、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師資培育中心及教師研習中心等單位組成，

並設有校長培育研究中心及華文測驗與評鑑研究中心、社區學習研究發展中心等四個院級中心。

 █ 研究計畫及成果

教育學院教師爭取學術研究，2015 年參與執

行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共有 17 件，非科技部以

外政府部門補助或委辦計畫共 17 件，其中金

額超過 200 萬以上的大型研究計畫共 3 件，包

括秦夢群教授、郭昭佑教授及陳榮政副教授

共同執行新北市教育局委託的「新北市中小

學校長評鑑規劃及試辦計畫」、鄭同僚副教

授主持教育部委託的「偏鄉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計畫」及台北市文化局委託的「非學校型

態藝術文化人才實驗教育試點計畫前期籌備」

等。這些計畫對於國內中小學校長評鑑制度

的創新改革與推動，以及偏鄉學校教育型態、

多元型態之另類教育發展，尤其在藝術類相

關人才培育制度的建置與推展，將具有重要

的影響力與貢獻。此外，發表於會議、期刊

論文計有 44 篇，專書及專書篇章類別發表共

計 5 篇。

在頂尖大學計畫方面，2015 年度教育學院教

師以引導教學改革、實驗及「前瞻性教育學術

議題」的研究方向為主。2015 年度計有 12 名
教師申請專業領域研究團隊，特別值得一提

的是「亞洲高等教育專業發展資料庫建制」，

本研究係亞洲地區之跨國性研究，合作的國

家除台灣外，尚包括日本、韓國、中國、新

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柬浦寨等國。

目的在於研究並且比較亞洲學術專業社群（四

年制大學教師或獨立學術研究機構之全職研

究人員），建立跨國資料庫進行後續相關研

究與分析，對於台灣教育將有相當大的助益。

 █ 學術期刊出版 

教育學院與心理學系共同印行之學術刊物《教

育與心理研究期刊》，於 1997 年（第 20 期）

獲列經國科會評審榮登「臺灣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TSSCI）期刊正式名單（評價為第一

級期刊） 。

《教育與心理研究》

屬於季刊性質，每年出版一卷（四期）。內

容主題係教育學與心理學並重，主要分教育、

心理、方法三大類，提供教育與心理之學術

研究專業發表的園地，希望透過專業之論文

發表，提升國內教育與心理專業學術與應用

風氣，持續朝國際化方向努力，自 2012 年起

在英語摘要之外，新增英文參考文獻 ( 中文翻

譯成英文 )、英文網頁等，以爭取加入 Scopus

資料庫 ( 世界上最大的索引摘要資料庫 ) ，使

之成為國際化期刊，2015 年發行第 38 卷 1 期

至 38 卷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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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內外學術合作

教育學院幾年前即著手與學術聲望崇高的日

本東北大學（2014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 71名）

洽談雙聯學位，2012 年度進行學術交流協定

書簽訂，2014 年由院長湯志民及副教授陳榮

政赴日本該校參與「AELC 課程規劃共識會

議」洽談「亞洲教育領導課程」，並規劃雙

聯學位之課程設計及研究等相關議題，以期

透過密切的合作交流經驗，創造更優質的學

術氛圍，提升教育學院師生之學術研究水準。

課程計畫已於 2014 年 7 月開始，分為四大模

組， 分別是 K (Knowledge)、A (Attitude)、S 
(Skill) 與 P (Practice)，修課學生首先於 2014
年夏季在日本東北大學修習夏日課程，而後

冬季至台灣政治大學修習冬日課程，並在當

地進行研究學習與實習計畫。

此合作計畫共延攬日本、中國、南韓、台灣

等國家之頂尖大學之教育主修研究生至東北

大學進行交換學習。透過「亞洲國際教育」

為主題，加上在當地交流的生活及學習體驗

等活動，培育具國際觀之教育人才。從 2012
年至 2015 年教育學院已有十位學生前往日本

東北大學進行交流活動，未來將繼續朝蹲點

研究及移地講學目標加強。

 █ 重要學術活動

2015 年度教育學院舉辦多場次的學術研討會，

主題涵蓋國族認同的歷史教學問題探討，國

外學者分享自身跨文化溝通與合作的研究延

伸至亞洲漢文化。另外，幼教領域的百年論

壇，探討華人文化圈中幼師養成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甚至更遠赴新加坡與學界、實務

界合辦幼教領袖論壇等，在目前瞬息萬變的

人才需求上，重新思索如何建構理想的幼師

陶養體系及理想的幼師圖像，最後是慶祝教

育學院教育學系創建一甲子舉辦的學術研討

會，許多國內外教育界先進一起共襄盛舉。

上述活動參與者貴賓係美國、德國、新加坡、

中國及國內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列舉如下表。

會議名稱 日期 參與貴賓

2015百年幼教論壇 - 華
人文化圈中幼師養成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2015年 
5月 8日至 10日

Dr. Christine Chen (Facilitator/Practicum 
Mentor Association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新加坡）、秦金亮教授 （浙江

師範大學杭州幼兒師範學院）、台灣幼兒

教育學術界、教育主管當局代表、幼教基

金會代表及幼教實務工作者二十餘人

2015年新加坡第三屆領袖

論壇及工作坊 
（地點：新加坡）

2015年 
10月 9日至 10日

Rainer Kokemohr 教授（德國）、史丹朱教

授（美國）、倪鳴香教授（臺灣）、張世宗

教授（臺灣 )、林仲麗博士（新加坡）、高

琇嬅老師（臺灣）、柯秋桂園長（臺灣）

歷史的教育挑戰研討會 2015年 11月 23日

Rainer Kokemohr 教授（德國）、丁興祥教

授（臺灣）、鄭同僚教授（臺灣）、彭明輝

教授（臺灣）、吳忠憲博士（台灣）、蘇德

祥督學（臺灣）、吳浩銘（臺灣）

教育一甲子暨學術研討會 2015年 11月 29日

邱連煌教授（美國）、曾志朗院士（臺灣）、

黃炳煌教授（臺灣）、何福田教授（台灣）、

許水德理事長（臺灣）、王如哲校長（臺

灣）、秦夢群教授（臺灣）、吳政達教授（臺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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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報導】歐洲偏鄉教育論壇 東西交流激盪教育新契機

教育學院和歐洲交流推動偏鄉創意教學。圖片提供：偏鄉教育推動中心

【教育學院訊】教育學院偏鄉教育推動中

心 10 月 13 日舉辦「歐洲偏鄉教育論壇」，

邀請瑞典 Stockholm University 教育系教授

Vinayagum Chinapah、以及奧地利 University 
College of Education of the Diocese of Graz 
Seckau 研 究 員 Hausberger Bärbel Ruth、 奧

地 利 University College for Teacher Education 
Styria 研究員 Gonda Pickl 分享研究成果，論

壇由教育學院副教授暨副教務長陳榮政主持。

Vinayagum Chinapah 參與聯合國推動國際偏

鄉小校教育改革，他認為各國偏鄉小校的教

育問題其實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缺失，多數

國家的教育政策集中考慮都市學校型態發展

而忽略鄉村小校。然而，都市運作必須依賴

鄉村供給食物，鄉村也同時能提供較好的生

活品質，學習環境亦相對安全，許多退休人

士更移居到鄉村享受美好人生。

但他坦言，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偏鄉人口外

移與少子化的結果，迫使當地小校無法經營，

學校的消失也使得村落無法永續發展下去。

Vinayagum Chinapah 教授認為，偏鄉學校是

維持村落發展的核心機構，村落必須維護學

校永續發展，每個居民也必須成為經營學校

的「共同合夥人」，一同發展在地特色。

他舉參訪新北市金山國小時的經驗，學校靠近

海邊可發展衝浪主題教學，如此能帶動觀光，

有觀光人潮就有餐廳，有餐廳便能帶動旅館

經營，有旅館經營則有更多人願意在此生活

與維護社區發展，造成城鄉良善互動與永續

發展。

Hausberger Bärbel Ruth 則以社會資本框架說

明發展偏鄉混齡教育的重要，因為偏鄉學校

不只是當地教育中心也是文化經濟中心，必

須保留。

她在奧地利五個省長期從事田野調查，訪談

當地政府官員、校長與教師並進行內容分析。

從學生的數學、語文的成就評估後發現，經

由適當混齡教學課程，學生的表現和分齡教

學的學生沒有明顯差別；換言之，偏鄉學校

的學生也能和都會區的學生有一樣的表現。

如此一來，偏鄉學生成就普遍落後的問題就

被消彌，同時也讓學校能持續存在，甚至吸

引都會學生到偏鄉就讀。

Gonda Pickl探究奧地利偏鄉教學的各項利弊，

直言偏鄉混齡教育必須要能興利除弊。奧地

利有些學校位於超過三千公尺高山，但學校

卻只有一位老師，負責全校的混齡教學。因

此老師必須維持身體健康，不但要負責行政

工作，更要廣泛涉獵不同學科與教學法以協

助不同年齡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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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Vinayagum Chinapah 教授。圖片提供：偏鄉教育推動中心

Gonda Pickl 老師。 

圖片提供：偏鄉教育推動中心

不過他發現，雖然過程辛苦，但也使得這樣的

班級如同家庭般溫馨。這些學校以合作取代

競爭學習，打造一個沒有挫折感的學習環境，

讓老師具有高度成就感，更使奧地利政府同

意，只要有十個學生就不會裁併學校。

教育學院教授詹志禹多年擔任教育部顧問，

也推動偏鄉教育創新。他分享臺灣目前的偏

鄉教育改革措施，也希望能打造具有臺灣在

地特性的偏鄉混齡教育。目前做法包含鼓勵

城鄉小學的相互交流、大專學生下鄉協助與

遠距教學輔導、增加企業認同與資助架構募

資平台、建立偏鄉該有的數位網路學習設備，

希望把偏鄉小校打造成文化、教育和創業的

基地。

Hausberger Bärbel Ruth 老師。 

圖片提供：偏鄉教育推動中心

教育系教授、同時身兼偏鄉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計畫主持人鄭同僚認同三位歐洲學者的觀點，

認為在臺灣推動偏鄉教育一點兒都不孤單，

世界各地都有這方面的有志之士，願意為社

會弱勢者服務。

除了專題分享外，綜合論壇場次中，各講者

及與會者還積極討論如何設計偏鄉學校的課

程內容等議題，Vinayagum Chinapah 更當場

邀請詹志禹、鄭同僚與陳榮政參與明年在泰

國曼谷舉辦的國際偏鄉教育研討會發表論文。

兩位來自奧地利的學者會後也邀請偏鄉教育

推動中心到奧地利訪問，進一步與歐洲連結，

促進雙邊更深入經驗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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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On August 1, 2002,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qual i f ied  facul ty,  educat ion  leaders  and 
researchers in academic education, providing 
in the meanwhile opportunities for faculties to 
seek further development via part-time programs 
so as to advance the professional capacity in 
education. Academic advancement is assured by 
and through intercollegiate, interdepartment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ed 
research. The College currently consists of: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Master 
Program in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Institute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Master of Education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four college-
level centers including Principal Preparation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Tests and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search Center,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Community Learning.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Faculties in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have 
been active in academic researches. Up to 
2015, projects participated or executed by the 
faculties include 17 MOST research programs 
and 17 non-MOST government sponsored or 
commissioned programs. 3 of these projects 
were major researches which worth over 2 
million NTD, including “Evaluation Plan and 
Trail Program for Principals in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executed 
by three professors: Meng-Chun Chin, Chao-
Yu Guo and Jung-Cheng Che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Program for School Models in 
Remote Countries” (commission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upervised by Professor Tung-
Liao Cheng), and “Preliminary Preparation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Pilot Program for Non-
School Art and Cultural Talents” commissioned 
by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ese projects are to be influential 
and beneficial to the reform and advancement 
in evaluation system on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principals as well as the educational 
and diversified models for remote schools, 
especially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motion 
of cultivation system for art related talents.In 
addition, the College also published 44 academic 
paper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5 
books/book chapters.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faculties at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had chosen major 
directions for their research in 2015 in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reform, experiments and 
“Pioneering Academic Education Topics.” In 
2015, a total of 12 faculties have applied for 
professional teams in specific field of research, 
among which the Database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is worth mentioning. It was a multinational 
research in Asia with cooperating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in addition to Taiwan, including 
Japan, South Korea, mainland China,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Vietnam and Cambodia. 
The purpose was to study and compare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Asia (faculties in 
universities with four-year programs and full-
time researchers in independent academic 
institutes) to build a multinational database for 
further relevant studies and analysis, hence a 
foreseeable benefit for education in Taiwan.

 █ Academic Journal Publication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s 
an academic journal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ince No. 20 in 1997, it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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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ly include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TSSCI, and was rated as a 
class 1 journal.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The College has been working for several years 
on a joint degree program with the prestigious 
Tohoku University (No. 71 in 2014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The academic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was 
signed in term of the 2012 academic year. In 
2014 ,  Dean Chih-Min Tang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Jung-Cheng Chen v is i ted  th is 
university in Japan to participate in Common 
Consensus  on  AELC Program P lann ing 
conference to discuss Asia Education Leader 
Course and to set plans for the design and study 
of duplex degree courses and other related topic. 
The hope was that, via intimate cooperation and 
experience exchange, a better quality academic 
atmosphere can be built and hence an elevated 
research academic capacity for faculties and 
students in this college. 

The  program has  been in i t ia ted  in  Ju ly, 
2014 and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modules: 
K(Knowledge),  A(Atti tude),  S(Skill)  and 
P(Practic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ere to firstly 

take Summer Courses in Tohoku University in 
summer of 2014 and then Winter Courses in 
NCCU, Taiwan, where they were to conduct 
study and practice plans.

The project offers an exchange program at 
Tohoku University to students majoring in 
education from top universities in Japan, 
China, Korea and Taiwan. With the them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Asia” coupled with 
local experience, the program aims to cultivat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w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etween 2012 and 2015, the ten 
students from the College have undertaken the 
exchange program at Tohoku University. Future 
emphasis will be placed on extended stays and 
offsite teaching.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The College organized several conferences in 
2015, covering topics such as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in history education.The Centennial 
Forum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held 
events in Singapo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academics and professionals.The 6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for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aw the presence of many prominent 
figures in the field, both from Taiwan and abroad.



 █ 簡介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成立於 1953 年，致力於推動國際研究，研究領域含蓋全球地區及主要議

題。近期計畫集中於中國崛起對亞太地區，乃至於國際關係的影響。國關中心也執行諸多政府

委託案，包括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 
Taiwan)，以促進中華民國的國際參與，並建立和世界的橋樑。　

 █ 研究計畫及成果

國關中心 2015 年度共承接 29 件計畫案：

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 信心建立措施在清朝的實踐：以尼布楚條約為例 丁樹範 科技部

2
轉型亞洲的路向探索：動力、路徑與模態 - 具有亞

洲特色的轉型？中國國防工業改革的動力與路徑
丁樹範 科技部

3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政策資訊國際推廣 丁樹範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4 中國大陸農村暑期英語品格營之在地化與拓展 王瑞琦 福特基金會

5
宗教市場的重塑 : 台灣與香港在提升中國大陸宗教

自由的特殊角色
王韻 科技部

6
里斯本條約後歐洲安全的重構：內部安全與外部安

全的介面
甘逸驊 科技部

7
日本與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的比較：東南

亞、非洲的個案研究
石原忠浩 科技部

8 RCEP 的發展與區域合作機制的競合 吳玲君 科技部

9 中國大陸初期加入世界與相互社會化之研究 吳得源 科技部

10
國際合作的意義空間協商及其溢出效果：以中加關

係為例
吳得源 科技部

11 東協在美國亞太戰略的地位：美國菁英認知的影響 李瓊莉 科技部

12
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對亞太多邊國防外交發展之

意涵：概念連結、制度設計、與實踐評析
李瓊莉 科技部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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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3
中印關係中的知識社群 : 智庫、研究機構與雙邊戰

略論述的形塑
那瑞維 科技部

14
南進！中國海上絲路及其與印度在南亞之戰略競

賽
那瑞維 科技部

15
轉型亞洲的路向探索：動力、路徑與模態 - 確保糧

食安全的亞洲模式—跨國農地獵取
林義鈞 科技部

16
衝突與合作：印尼與緬甸兩國政府與少數族群互

動經驗之比較
孫采薇 科技部

17 中國與「武器貿易條約」談判：規範與利益的爭議 袁易 科技部

18
宗教功能在大陸農村金融發展作用之探索－從台

灣儲蓄互助社談起
陳永生 科技部

19
中共政治權力轉移制度發展與菁英潛力之研究 －
政治局委員甄補之探討

陳德昇 科技部

20 2015兩岸暨國際菁英蹲點獎助研究生夏令營 陳德昇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1 兩岸菁英暨學人蹲點研究獎助三年期計畫 陳德昇 
財團法人蔣經國國

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22
轉型亞洲的路向探索：動力、路徑與模態 - 轉型中

的東南亞外援政治：動力、模態與在地回應的類型

化分析

楊昊 科技部

23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東

亞、東南亞的政經研究
楊昊 科技部

24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業務委辦案 楊昊 外交部

25
中國城中村農民工培力的實踐與發展：中國人民大

學鄉建中心廈門地區國仁工友服務中心案例研究
趙甦成 科技部

26 中國大陸經濟治理與政府重組 劉致賢 科技部

27
一個失靈的左派政府 : 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的政治

改革、經濟政策與外交轉向 (2009-2013)
蔡增家 科技部

28 嚴震生教授赴布吉納法索觀察總統大選計畫 嚴震生 外交部

29 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整體社會發展研究 嚴震生 
財團法人 

臺灣民主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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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詳列如下：

一、「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辦公室」出版《規則優勢下的亞太區域

經貿整合》（洪葉出版社），吳玲君著，

2015 年 1 月出版。

二、「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辦公室」出版《法治的侷限與希望－－

中國大陸改革進程中的台灣、宗教與人

權因素》（元照出版社），陳至潔、王

韻主編，2015 年 6 月出版。

三、「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辦公室」出版《東亞的理論與理論的東

亞》（洪葉出版社），楊昊主編，2015
年 7 月出版。

 █ 學術期刊出版 

國關中心出版四本學術季刊期刊。其分別是

《Issues and Studies》、《中國大陸研究》、

《問題與研究》，和日文版《問題與研究》。

《Issues and Studies》是英文出版，聚焦於包

括台灣和當代中國在內的亞太區域議題。《中

國大陸研究》是中文發行，從社會科學角度

探討 1949 年以後的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經

濟、和社會諸方面問題。《問題與研究》以探

討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區域研究、國際政

治經濟等問題為宗旨。日文版《問題與研究》

則是日文發行，聚焦於亞太政治和經濟議題。

這四份刊物均獲得國際的重視與好評。《中

國大陸研究》與《問題與研究》目前被科技

部列為核心刊物（TSSCI）。

除了前述的四份學術性期刊外，國關中心尚

發行二份政策研究分析性期刊。第一份是《戰

略安全研析》，此一刊物每個月由中心和國防

部國防大學共同出版，聚焦於亞太區域的外

交與戰略動態發展及國際重大議題。另外一

份政策研究刊物為《Strategic Vision》雙月刊，

這是由安全研究中心出版的英文刊物，主要

探討臺灣安全與區域情勢相關的議題，提供

即時深入的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Strategic 
Vision》亦獲得本校頂尖大學計畫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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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學術活動

一、 2015 年度學術交流統計

演講 10

座談 59

工作坊 11

研討會 16

國外來訪人次 73

大陸來訪人次 60

國外學人人數 14

大陸學人人數 39

二、 主要學術活動

( 一 ) 2015 年 4 月 11 日舉行「中韓 FTA 與兩

岸經貿協議推展：機會、衝擊與挑戰」

學術研討會，共邀請臺灣學者 56 位、中

國學者 6 位、其他地區 7 位，共計 69 位
涵蓋台韓中各國產經學界相關人士與會

參與發表及討論。本次研討會之主要目

的為促進台韓中學者交流，共同思考韓

中 FTA 衝擊與東亞區域整合趨勢，並強

化產官學之對話與互動，促成觀念溝通

與區域整合開展，進而分析東亞整合、

兩岸互動與台灣內政發展。

( 二 ) 國關中心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辦理

之「崛起的機會與限制 - 中國大陸的挑

戰」國際研討會，於 2015 年 6 月 17、

18 日在國關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次

研討會邀請多位國內外學者專家分別就

中國的政治、經濟、安全、對外政策等

議題，進行學術研討與分析。希望藉由

本次會議，深入探討及掌握中國各項情

勢變化與發展脈動，作為我國政府規劃

大陸政策及處理兩岸議題的參考。

( 三 ) 國關中心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暨治理論壇

於 2015年 7月 13日至 8月 10日舉辦「第

十屆兩岸暨國際菁英蹲點獎助研究生夏

令營」，吸引兩岸近百位研究生及大學

生參加。歷年活動以學術研究為主，近

年因應經濟與社會變遷，則強化青年赴

陸產業實習，以及創新、創意與創業運

作，期能強化兩岸青年交流、理性互動

和市場認知能力。為期一個月的蹲點計

畫，從學術研究、市場實務和參訪學習

兼顧，至社區參與、健行淨山的感性認

知。透過此交流平台，提供了兩岸年輕

世代更多開拓視野的機會，在結交真誠

的朋友之時，促進理解與包容，並開創

兩岸互惠、協作與共榮的新時代。

( 四 ) CSCAP Taiwan 於 2015 年 7 月 2 日及 10
月 1 日與臺經院中華台北 APEC 研究

中心合作舉辦區域情勢議題討論會，席

間邀集國內專家學者就臺灣與東南亞關

係進行整體檢視。兩場會議研究議題扣

緊亞太區域時勢脈動，就中美兩強競合

下的亞太布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與南海情勢提出即時性的分析

討論，透過整合區域安全與區域經貿議

題發展銜接剖析亞太區域情勢。

( 五 ) CSCAP Taiwan 與美國太平洋論壇及遠

景基金會在 2015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共

同舉辦「戰略貿易管控出口管制會議」。

此研討會自 2011年迄今已邁入第六屆，

是亞太區域內極少數針對戰略貿易與各

國戰略貨品出口管制議題所發展出的 1.5
軌對話會議。本屆會議計有 26 位來自

美國、英國、印度、韓國、菲律賓、馬

來西亞、越南等國學者專家參與，共同

探討影響相關議題的新情勢，如戰略貿

易管控發展的新趨勢、管控清單與戰略

貨品的管理模式、戰略貿易管控在亞洲

各國內部自由貿易特區的實踐情況、技

術轉移問題、監測介面與機制等，最後

的討論則是回歸到相關管控機制對於東

協經濟共同體（AEC）以及東北亞區域

合作的衝擊與影響。

( 六 ) CSCAP Taiwan 於 2015 年 11 月 16 至 19
日邀請東協智庫網絡訪問團來臺，一行

共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泰

國、菲律賓與越南等 11 名智庫核心成

員與會。本次訪團訪臺期間雙邊就區域

經貿架構、東協與台灣關係等政策議題

交流，並藉著社群間對話過程強化我與

東協之溝通能力，深化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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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國關中心於 2015 年 12 月 3、4 日舉行第

44屆台美「當代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

本屆會議的主題是「變動中的地緣戰略

版圖？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與

亞洲秩序的未來」。本屆會議邀請中國

外交、地緣政治、國際政治經濟、美國

外交政策相關領域之重要中外學者專家

參加，包括非美籍的學者，藉由本屆會

議對中國「一帶一路」構想及倡議，從

多元角度深入探討，將有助於政府更全

 █ 【焦點報導】臺美當代中國大陸研討會登場 研擬變動版圖影響

盤與精確地了解並掌握中國新的外交戰

略、美中關係乃至亞洲政經格局的可能

走向。

( 八 ) 國關中心於 2015 年 12 月 8 日舉辦第 32
屆「華歐學術會議」，其主題為「歐洲

與東亞的發展：對台灣與歐洲關係的意

義」，邀請來自德國、比利時、捷克、

波蘭、瑞士、法國等國之學者及官員、

歐洲駐華機構代表，以及台灣學者一同

針對中國發展、東亞區域經濟發展、東

海南海主權爭議、兩岸關係等議題進行

討論，台灣和歐洲可以了解彼此如何看

待東亞地區複雜的議題，了解彼此可能

如何因應這些議題，進而對這些議題未

來可能發展有更深入精確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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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015 年 12 月 3 至 4 日舉行第 44 屆臺美「當

代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本屆會議的主題

是：變動中的地緣戰略版圖？ ─中國大陸「一

帶一路」倡議與亞洲秩序的未來。

中心主任丁樹範表示，習近平 2013年提出「一

帶一路」構想後，這個議題便受到多方關注。

然而近兩年後，各方依舊無法看清「一帶一

路」內容、範圍與前景。他 11 月下旬訪問中

國，從學界朋友得知，由於習近平訪問南非

時，應當地政府要求，中國已經開始研究如

何將南非納入「一帶一路」，顯示這個議題

受到國際矚目。

他也提到，在中國未開放前，臺灣是國際學

界研究中國的重要窗口，即使開放後，臺美

會也持續扮演臺美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對話

平台。不過 2015 年不只臺灣和美國學者，印

度籍、巴基斯坦籍、印尼籍、芬蘭籍等不同

國家學者專家也同場討論，成為創舉。

校長周行一歡迎海外學者並介紹政大發展概

況，同時肯定研討會價值。他提到，隨著中

國經濟力崛起，日益強大的中國與美國的關

係值得觀察，即使中國成為友善崛起的強國，

美國仍不可避免地會將中國視為是競爭者，

因此美國可能在未來幾年內逐步改變對中國

的政策。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表示，儘管「一帶一路」 
構想的具體內容仍有待進一步實化，然而此

一大戰略已為中國勾勒出一個由亞洲國家發

起並主導的歐亞地區發展與整合的願景和藍

圖。包括「一帶一路」戰略運作是否弱化美

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一

帶一路」對中國周邊國家經濟發展及既有區

域整合及其他合作機制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中國如何落實「一帶一路」？都是國際政府

部門和學界必須面對的議題。

中心還分析，我國位居中國邊陲，中美兩大

強權在亞洲的競合與勢力消長，勢必對我國

處境產生直接影響，藉由本屆會議，將有助

於政府更全盤與精確地了解並掌握中國新的

外交戰略、美中關係、乃至亞洲政經格局的

可能走向。

會議邀請中國外交、地緣政治、國際政治經

濟、美國外交政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參加，

舉辦四場次討論及圓桌會議，探討議題包括：

「一帶一路」的內涵和戰略意義、周邊開發

中國家對「一帶一路」的看法、「一帶一路」

與亞太秩序、「一帶一路」戰略與美中關係、

邁向亞太新秩序、「一帶一路」與台灣的角

色，共有 12位學者在會中發表學術研究成果。

中國籍、美國內華達大學助理教授蒲曉宇在

報告中指出，「一帶一路」究竟是倡議構想

或是戰略很難有定見，恐怕連習近平都無法

清楚說明「一帶一路」的具體內容。政治大

學博士後研究員陳宗嚴利用修正主義觀點分

析中國籌設亞投行 (AIIB) 的意圖；馬里蘭大

學副教授 Scott L. Kastner 則聚焦觀察中國提

出「一帶一路」構想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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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Founded in 1953,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is dedicated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with a focus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rise, and its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t also undertakes policy-related 
programs for Taiwanese government - such 
as the CSCAP program - to promote Taiwan's 
global visibility and to serve as a bridge linking 
Taiwan and the world.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1 .  Lingjun Wu, Turning up Asia 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aipei: 
Hungyeh Publisher, January 2015)(Chinese 
language)

2. Titus Chen and Ray Wang (eds), The Limit 
and Hope of Legalism: The Issues of 
Taiwan, Religion,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s Reform (Taipei: Angle Publisher, 
June 2015)

3. Alan Yang (ed), Theory of East Asia and 
East Asia in Theory (Taipei: Hungyeh 
Publisher, July 2015).

 █ Academic Journal Publication 

IIR publishes four academic journals quarterly, 
and they are: Mainland China Studies (MCS)
(Chinese), Issues and Studies (Chinese), Issues 
and Studies (English), and Issues and Studies 
(Japanese). The MCS completely focuses on 
post-1949 contemporary China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and 
Studies (Chinese) is dedicated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world; 
Issues and Studies (English), and Issues and 
Studies (Japanese) examines Asian Pacific issues 
which include Taiwan and China.

IIR also has two policy related journals, in 
addition to the four academic journals. The first 
is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which is co-published with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with a focus on analyzing major international 
events. The Analyses is published every month 
in Chinese. Another one is English journal, 
Strategic Vision, which is published bi-monthly 
with a focus on Taiwan and Asian Pacific 
regional development.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Academic activities in 2015:

Lectures 10

Dialogues 59

Workshops 11

Seminars 16

Total number of Western visitors 73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visitors 60

Western visiting scholars 14

Chinese visiting scholars 39

1. On April 11, 2015, the “China-South Korea 
FTA and Economic Agre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Opportunities, Impacts, 
and Challenges” conference was held at 
IIR to discuss FTA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aiwan's economy. A total of 69 scholars 
and analysts from Taiwan, China, and South 
Korea participated in this one-day meeting.

2. A confe rence  commiss ioned  by  the 
Mainland China Affairs  Council  was 
held between June 17-18, 2015 at IIR. Its 
topic was“China's Rise: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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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straints,” and discussion included 
factors enabling and constraining China's 
rise from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and S&T perspective.

3. Between July 13 and August 10, 2015, the 
10th summer program promoting exchang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of Taiwan and 
China was held in Taiwan, and about 100 
student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visited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participated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with a 
goal to better know each other.

4. On July 2 and October 1 2015, CSCAP 
Ta iwan  and  the  Ta iwan  Ins t i tu te  o f 
Economic Research organized two meetings 
to discuss trends in political order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5. On November 4-6, 2015, the 6 th annual 
Export Control Workshop on Strategic 
Trade Control was held in Taipei to discuss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export control, 
control list, control mechanism, and FTAs 
and export control. About 26 exper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participated in this 
workshop which was organized by CSCAP 
Taiwan, Pacific Forum, and the Taipei-based 
Prospect Foundation.

6. On November 16-19, 2015, ASEAN-ISIS 
groups visited Taiwan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CSCAP Taiwan. A total of 11 scholars 

from ASEAN members discussed issues 
on 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s, ASEAN-
Taiwan relations, and maritime territories 
with Taiwan's counterparts.

7 .  On December  3 -4 ,  2015 ,  I IR hosted 
the annual Taiwan-US conference on 
con tempora ry  Ch ina .  Wi th  a  t heme 
on“Shifting Geostrategic Landscape? - 
China's“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the Future of Asian Order,” participants 
discussed the origin and motivation of the 
OBOR, perception and responses from 
regional countries, impact on regional order 
and US-China rel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8. On December 8, 2015, the “Europe and 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aiwan-European 
Relations” conference was 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DIA) building in Taipei. Organized 
jointly by IIR, the European Center in 
Taiwan, the European Union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Mainland China Affairs Council, IDIA, and 
the Prospect Foundation, the conference 
aimed to discuss issues of common interest 
and to promote Taiwan and European 
relations. Schola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Poland,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France, Germany, Belgium, and Great 
Britain were invited.



 █ 簡介

選舉研究中心成立於 1989 年，目前有 5 位專任研究人員，兩位合聘研究人員。中心主要宗旨為

研究本國及外國之選舉制度與選舉行為，並建立完整而有系統之研究文獻，透過推展各項研究計

畫來達成上述目標。選研中心亦長期執行電話訪問、面對面訪問與網路民調以蒐集相關資料，並

發行《選舉研究》期刊。

 █ 研究計畫與成果

選研中心 2015 年度共承接 18 件計畫案：

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
測量議題競選廣告策略之效果：實驗設計在網路

調查平台上的應用
俞振華 科技部

2 政黨候選人選擇機制的變遷：以台灣為例 俞振華 科技部

3
再探全國性民調推估地方民意的可行性 : 應用改

良式多層次貝氏定理估計模型及事後分層加權預

測立法委員選舉結果

俞振華 科技部

4 2015台灣民主治理績效評價民意調查 俞振華 
財團法人臺灣

民主基金會

5 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陳陸輝 科技部

6 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 陳陸輝 科技部

7 兩岸關係和國家安全 陳陸輝 
美國杜克大學 

亞太安全研究中心

8 政治課責：制度設計、選民資訊與投票行為 游清鑫 科技部

9
2012 年至 2016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

研究規劃
黃紀 科技部

10 政策意向、施政滿意度與投票行為：測量與模型 蔡佳泓 科技部

11
我國立法委員選舉的競選經費支出與效果評估：

以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例
蔡佳泓 科技部

12 公民意識與憲政民主民意調查 蔡佳泓 中央研究院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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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 年將出版英文專書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and Executive-Centric Theory: 
Taiwan, Japan, and Beyond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and Executive-
Centric Theory: Taiwan, Japan, and Beyond 一

書由 Nathan Batto，Alex Tan，Gary Cox 以及

中心合聘研究員黃紀共同主編，預定於 2016
年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解釋

為何臺灣與日本同樣採用混合選制，但是產

生的效果卻不相同。

二、線上調查實驗室

線上調查實驗室即是發展網路民調系統，利

用電話訪問收集受訪者電子郵件，以電子郵

件通知填答線上問卷，受訪者可用電腦或是

手機填寫，目前已收集到一萬多個樣本。線

上調查實驗室可即時調查民意，並且進行網

路民調與電訪的平行分析，與發展結合網路

民調與電訪的技術。這項調查方式可大大節

省訪問的成本與時間，並且長期追蹤同一群

受訪者。

網路民調系統受訪者填答畫面

三、e-CAPI 電腦輔助面訪訪問系統

e-CAPI 是選研中心所研發的「電腦輔助面訪

訪問系統」，訪員只需要一部平板電腦即可

進行訪問，大幅減少過去印製問卷的成本以

及攜帶問卷的不便，也節省訪問結束之後的

資料輸入時間。現已用於臺灣選舉與民主化

調查。這項研發不僅節省面訪成本，亦可符

合行動裝置需求。

四、臺灣政治地緣資訊系統資料庫

發展臺灣政治地緣資訊系統 (TPGIS)，提供使

用者以地圖介面快速查詢各種選舉結果以及

人文資料，進一步可計算得票的集中程度以

及各種鄰近關係。TPGIS 資料庫記錄自 1991
年臺灣全面民主化以來各項重要選舉，以村

里為單位，查詢功能涵括各項選舉、政黨勢

力、有效政黨數、自訂村里比較、各年度人

口資料及統計圖表、選舉比較，是世界最完

整公開的臺灣選舉 GIS 資料庫。TPGIS 更由

美國跨校政治社會研究資料庫 (ICPSR) 收錄，

代表國內個體與總體資料品質受到國際肯定。

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3 兩岸關係和國家安全 蔡佳泓 
美國杜克大學 

亞太安全研究中心

14
解析「台灣人 / 中國人」認同及其對兩岸關係的

影響
鄭夙芬 科技部

15 臺灣認同的世代差異及其政治效應 鄭夙芬 科技部

16 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 鄭夙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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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治地緣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

五、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資料庫

黃紀特聘研究員於2000年在國科會人文處（現

科技部人文司）支持下，創立「臺灣選舉與

民主化調查」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計畫，目的

在整合國內與選舉有關之大型面訪民調，使

能有效運用有限資源，提升研究水準。此資

料庫矢志為臺灣的民主歷程留下「民主頭家」

的見證，更把民主的核心價值融入 TEDS 規

劃與執行之中，展現為「過程公開，成果共

享」的公共學術資源。

TEDS 開創迄今已逾 15 載，TEDS 跨校團隊

至 2015 年底已陸續完成並釋出 14 次面訪、18
次電訪、13 次網路民調及 4 次焦點團體訪談。

釋出之原始資料與編碼簿均公告於 TEDS 資

料庫網站供學界申請下載：http://www.tedsnet.
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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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術出版

《選舉研究》期刊

為刊載選舉相關研究主題論文之學術性刊物，

名列 TSSCI 期刊，每年預定五月及十一月出

刊。

《基礎統計分析：R 程式在社會科學之應用》

本書由蔡佳泓研究員所著，主旨為提供讀者

運用 R 程式進行初階社會科學統計，從最基

礎的讀取資料開始，一直到進行迴歸分析，

兼具理論與實務。

 █ 國內外學術合作

一、選研與日本 ICSS 簽署合作備忘錄，增

進雙方交流

選研中心 2015 年 3 月與「社會科學協會

附屬日本公民社會中心」(The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Social Sciences, CCS-ICSS) 簽署合作

備忘錄，期盼增進雙方在教育及研究上

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選研中心除了本次和日本慶應大學簽約

外，也曾與韓國 KDSC 社會科學資料中

心簽訂合作備忘錄，藉以收集臺日韓三

方的選舉資料，進行選舉制度的跨國性

研究。

選研中心與日本 ICSS 簽署合作備忘錄

 █ 重要學術活動

一、CSES 研討會

2015 CSES 國際學術研討會多國學者齊聚政大

選研中心於 2015年 3月舉行「2015 
CSES - Repres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around the World」國際學術研討會，

分別以「民主信賴度  (Accountabil i ty 
in Democracies)」、「政治態度與知識 
(Political Attitude and Knowledge)」、

「世代、態度與選舉行為 (Generation, 
Attitude, and Voting Behavior)」為軸舉辦

學術發表與討論。

該研討會為期三天，邀請 20 位各國代表

參與，共計發表 7 篇論文，皆環繞「在

不同脈絡下，政治態度的情感與認知成

分研究」主題。中心研究員黃紀也是

CSES 第五號模組 (Module 5) 委員會的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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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報導】討論民意調查現況與展望 劉幼琍：選研中心研討會有價值

政治大學研發長劉幼琍教授為本次研討會開幕致詞

選舉研究中心 2015 年 11 月 7 日舉行「兩岸四

地民意調查：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六

位來自中國與港澳地區學者專家、八位國內

學者專家共聚一堂交流。

「相信這會是一場非常具有研究成果的研討

會，而且能夠促進兩岸四地民意調查學者更

多交流。」研發長劉幼琍出席會議開幕典禮，

提到這次研討會由選研中心執行的頂尖大學

計畫「民主選舉與公民參與」策劃，會中深

入探討四地的民調團隊，藉香港、澳門兩地

的政治轉型，探究中國對選舉與民主的看法，

在政策與研究 上皆具參考價值。

研討會共分四場主題，分別探討「政治參與

及政府評價」、「社會觀念與價值之探討」、

「公共政策之民意與其意涵」、「民意調查

方法的檢討與展望」的理論與實務。

 █ 【焦點報導】探究選舉制度 選研中心研討會面對挑戰

兩岸四地學者專家齊聚政大 討論民意調查現況與展望



153

選

舉

研

究

中

心

【選研中心訊】選舉研究中心 2015 年 6 月

13 日舉行「選舉制度的議題與挑戰學術研討

會」，學者專家深入討論臺灣立委選舉制度

現狀，並和其他國家選制比較。來自紐西蘭

坎特伯雷大學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教授

Alexander Tan 也在會中分享紐國目前「單一

選區兩票聯立制」的實施情況和民眾看法。

研討會共有一場專題演講、六篇論文發表以

及一場圓桌論壇。專題演講主講人、臺灣大

學政治系教授王業立討論包括票票不等值、

席次太少等六大臺灣選制受批評之處，勾勒

出選制調整的可能方向。

圓桌論壇中，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委劉義周指

出，選舉制度設計追求的「平等」價值有很

多面向，必須先思考優先順序；與談人、前

立委林濁水則建議，選罷法只規定每十萬人

可選出一席立委，因此應該不要限制總席次。

他也提出，縣市議會選舉應該改為單一選區，

以減少黑金政治，從地方政治改善目前立委

仍然重視選民服務高於國會問政的現狀。

選研中心主任蔡佳泓表示，臺灣從 2008 年開

始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此後在「票票

不等值」、「不分區席次分配門檻過高」等

問題上引起了許多討論。不少專家建議臺灣

應該參考德國的「聯立制」，讓小黨有更多

生存空間，然而相對德國實施聯邦制，政黨

在各邦可提出名單，恐怕又與臺灣現況不合，

也可能因此造成國會席次不固定。

蔡佳泓認為，「什麼是最理想的制度？更需

要每隔一段時間就有系統地討論，才能得到

更完整的答案。」選研中心期待藉由研討會

讓學者彼此激盪，持續搜尋一個適合臺灣的

改革方案，提供社會參考。

選舉制度的議題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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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ESC) was established 
in 1989. It currently has five dedicated research 
fellows and two are jointly appointed research 
fellows. The primary goals of the ESC are to study 
and systematically document election systems and 
behavior both in Taiwan and overseas, pursuing 
these objectives through various research projects. 
The ESC also conducts consistent internet surveys 
as well as telephone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and organizes a scholarly journal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1.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and 
Executive-Centric Theory: Taiwan, Japan, and 
Beyond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and Executive-
Centric Theory: Taiwan, Japan, and Beyond was 
edited by Nathan Batto, Alex Tan, Gary Cox and 
ESC research fellow Chi Huang, to be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in 2016. 
This book will explain why Taiwan and Japan 
have disparate electoral effects despite adopting 
similar mixed 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2. Pollcracy Lab

Pollcracy Lab developed an internet polling 
system which collects interviewee's E-mail 
addresses through initial telephone interviews, 
upon which a notification will be sent through 
E-mail informing the interviewee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afterward. The lab has thus far 
collected over 10,000 samples. 

Pollcracy Lab can instantaneously observe public 
opinion, allowing for simultaneous parallel 
analysis between internet polls and telephone 

interviews. This survey mode can reduce the 
amount of time and money spent on interviews, 
and allow tracking of the same groups and 
interviewees in the long term. 

3. e-CAPI (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

e-CAPI  i s  a  computer  ass i s 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 system developed by ESC,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conduct interviews using only 
a tablet PC. The system eliminates the need 
to print and carry the questionnaires, and also 
reduces the need for separate information input. 
The system is now available in the nationwide 
personal interview project. This development not 
only reduces the cost of personal interviews, but 
also adapts to the mobile device's requirements. 

4. Taiwan's Polit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PGIS

Users of the TPGIS will be able to search election 
results 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map interface. Data collected in TPGIS covers 
all the major national and local elections as well 
as referenda since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in 
1991. The primary geographical unit of these 
data is a village; the smallest administrative unit 
in Taiwan. The search function includes various 
election results, party forces,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comparative study of villages, annu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al charts, 
and comparative election study. The TPGIS is 
regarded as the world's most complete Taiwan 
election GIS database. In addition, the TPGIS 
is included in 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ICPSR), an 
affirmation of its domestic micro and macro 
information 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5.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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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support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fellow Chi 
Huang established the“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in 2000. As a 
large-scale opinion poll research project, the 
goal was to organize the various domestic polls 
relating to elec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research 
standards while using limited resources. The 
ultimate goal is for this database to chronicle 
Taiwan's path to democracy, integrating the core 
values of democracy into TEDS planning and 
execution, making the process transparent and 
open – a shared academic resource.

 █ Academic Publica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A TSSCI academic journal that publishes theses 
on subjects related to elections. Publications are 
scheduled in May and November each year.

《The Application of R to Social Science 
Statistics》

A book written by research fellow Chia-hung 
Tsai, was published in 2015. This book provides 
a number of cases to help to explain the use of 

the R language in statistics.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The ESC and Japan's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I n t e r-un ive r s i t y  Conso r t i um fo r  Soc i a l 
Sciences (CCS-ICS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collaboration in March 2015 to improv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ademic exchange.

Besides Japan's Keio University, ESC also signed 
a memorandum of collaboration with the Korean 
Social Science Data Center (KSDC), which 
enables the ESC to proceed with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ion systems by collecting election 
information from Taiwan, Japan, and Korea.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T h e  E S C  o r g a n i z e d  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onference “2015 CSES – Repres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around the World”in March, 2015. 
The conference was focused on three topics: 
“Accountability in Democracies,”“Political 
Attitude and Knowledge,”and“Generation, 
Attitude, and Voting Behavior.”

20 delegates from several countrie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over the course of 3 days, and 
7 articles were presented on the topic of“Th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Component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ESC 
research fellow Chi Huang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CSES Module 5 Planning Committee.



 █ 簡介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是國內第一個為專責研究第三部門而成立的校級研究單位。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優先在推動關於第三部門和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期能形成堅強的研究團隊，累積相關知識領域的

研究成果，成為華人社會中引領第三部門研究風潮的學術基地。在知識的傳播與應用方面，第三

部門研究中心一方面提供在學大學生和第三部門機構各種專業諮詢服務，以結合第三部門之理論

與實務經驗；另一方面，則致力於建構起第三部門之議題倡導、教育訓練、政策諮詢與國際交流

的平台，俾有助公民社會的成長與茁壯。簡言之，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希望透過研究和服務，凝聚

台灣公民社會的能量，為厚植社會資本、深化公民意識、發展社會企業、提昇公共生活品質作出

實質貢獻。

 █ 研究計畫及成果

一、期刊論文

( 一 ) 鍾麗娜、徐世榮，2015，〈大埔張藥房

原地重建的曙光〉，《台灣環境與土地

法學雜誌》， 17：23-41。

( 二 ) 沈育生、劉小蘭、徐世榮，2015，〈環

境政策工具中民眾參與機制之剖析與整

合－以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為例〉，《土

地經濟年刊》，26：25-48。

( 三 ) 鍾麗娜、鄭明安、徐世榮，2015，〈從

臺糖土地產權的本質剖析土地收歸國有

之因果〉，《台灣環境與土地法學雜

誌》，15：43-67。

二、專書論文

(一 ) 徐世榮、黃信勳，2015，〈第六章 高雄都：

黨國資本下工業城市的徘徊〉，蕭新煌

等合著《台灣地方環境史的教訓：五都

四縣的大代誌》，台北市：巨流。

( 二 ) 徐世榮、黃信勳，2015，〈第八章 彰化

縣：掙扎於發展遲滯的環保先行者〉，

蕭新煌等合著《台灣地方環境史的教訓：

五都四縣的大代誌》，台北市：巨流。

三、會議論文

( 一 ) Hsu, Shih-Jung and Li-Min Liao, 2015, 

Land Expropriation and Forced Eviction: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Megaproject, 

T h e  2015  H u m a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 

C a p a b i l i t y  A s s o c i a t i o n  ( H D C A ) 

Conference.Washington DC, USA.

( 二 ) Hsu, Shih-Jung and Li-Min Liao, 2015, 

Megaproject and Displacement: The Role 

of NGOs in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Project, The 9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 Sector Research (ISTR)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Tokyo, Japan.

 █ 重要學術活動

一、辦理 2015 第三部門優秀博碩士論文獎，

得獎名單如下：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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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得獎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博士論文佳作獎 邢瑜 台灣社會企業的認知與圖像建構 陳金貴老師

優秀碩士論文獎 林書郁
宗教型非營利組織治理研究 - 以基督、天主、

佛三大宗教型基金會為例
林淑馨老師

優秀碩士論文獎 黄柏睿
非營利組織領導意識與組織發展之探究—以荒

野保護協會為例
李明芬老師

碩士論文佳作獎 李蕙婷
翻轉金融—台灣原鄉友善環境小農微型貸款營

運模式之探討
李禮孟老師

碩士論文佳作獎 陳貞吟
砌回記憶中的家—日光小林社區災後自主重建

歷程之探討
李禮孟老師

二、2015 年 6 月 10 日與香港中文大學未來

城市研究所、本校地政學系，於本校綜

合院館 270622 研討室合辦「台灣香港兩

地土地徵收爭議研討會」。

三、2015 年 9 月 26 日舉辦「自律或他律？

第三部門治理與責信」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係以「自律或他律？第三部門對

責信之省思」為主題，希冀藉由更多元

的學術視野檢視不斷衍生與擴展的種種

挑戰與議題，以更周全的面向探討組織

使命與公益性的達成。

四、2015 年 10 月 31 日 協 助 舉 辦 第 7
屆 發 展 研 究 年 會「 世 代 不 正 義 」 
以「世代正義」為主軸，就理論、政治、

經濟、 社會、環境、性別、族群、區

域、能源、網路與人口等綜合性領域的

角度，探討世代正義的原則和實現。

 █ 【焦點報導】獎勵學生向學 獅子會  
捐贈第三部門中心、東亞所獎學金 

為幫助更多學生學習，國際獅子會 300A1 區

2015 年 12 月 11 日捐贈東亞所、第三部門研

究中心獎學金，提供資源與機會，激勵學生

奮發向上、努力求學。

捐贈儀式由校長周行一主持，參與者包括國際

獅子會 300A1區總監許哲綸、秘書長陳憲全、

督察長謝明忠、區務長高全河、公關長李月

英、社務長戴淑珠、資訊長劉勁麟、社長黃

玟棕、主任謝美淑、王金端與陳秀英。東亞

所長寇健文、外部資源辦公室執行長彭金隆、

東亞所教授王信賢與學務處課外組一級行政

專員王千蕙則代表學校出席。

對於獅子會的熱心贊助，周行一表示誠摯感

謝。許哲綸則說，秉持「謙卑為懷、關懷服務」

的精神，國際獅子會與許多地區學校合作，

政大是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培育許多

優秀學子，期望藉由獎學金激勵學生們保持

努力不懈精神學習，並期待未來還有更多優

秀學生加入。

國際獅子會 300A1區代表許哲綸總監與東亞所寇健文所長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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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The Center for the Third Sector (CTS) is 
Taiwan's first university-level research center 
committed to research of the third sector. The 
Center's primary mission is to promote research 
on the third sector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build a solid research team, accumulate 
research results in related knowledge fields, and 
become a crucial pivot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that can lead the movement of third 
sector research. 

Relating to the commun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the Center provides various 
professional consultation services to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third sector 
to integrat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lso, it 
is committed to constructing a platform for 
promotion of issue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counseling,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regarding the third sector, which will help foste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Through research and services, the Center hopes 
to strengthen Taiwanese civil society, making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to accumulating social 
capital, improved civil awareness, assisting 
social enterprises,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life.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1. Books:

(1) Center for the Third Sector (CTS)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pril, 
13, 2015. Writing Taiwan's Third Sector 
History. Hsiao, Hsin-Huang, ed. Taipei: 
Chuliu Publisher.

(2) Center for the Third Sector (CTS)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une, 17, 
2015, Lessons Learned from Taiwan Local 
Environment: Critical Moments in Five 
Cities and Four Counties. Hsiao, Hsin-
Huang, ed. Taipei: Chuliu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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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urnals Articles:

(1) Chung, Li- Na., and Hsu, Shih-Jung. 
2015 ,The Hope for  Homeowners  in 
Dapu to Get Their Land Back, Taiwan 
Environmental and Land Law Journal, 
17：23-41.

(2) Shen, Yu-sheng., Liu, Hsiao-lan., and 
Hsu,Shih-Jung.  2015 ,  The Analysis 
and Integrated Suggestions of Citizen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i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olicy Instrument --- A Cas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and 
Economics Annual Publication, 26：25-
48.

(3) Chung, Li- Na., Cheng, Ming-An., and 
Hsu, Shih-Jung.2015, Analyze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Nationalization of the Land 
by the Nature of Taisugar's Land Property, 
Taiwan Environmental and Land Law 

Journal, 15：43-67.

3. Book Chapters:

(1) Hsu,Shih-Jung and Huang Hsin-Hsun. 
2015 ,  Chap t e r  6 ,  Kaohs iung  C i ty : 
The Industrial City Wanders under the 
Party-State Capital, Hsiao, Hsin-Huang, 
ed. Lessons Learned from Taiwan Local 
Environment: Critical Moments in Five 
Cities and Four Counties. Taipei: Chuliu 
Publisher.

(2) Hsu,Shih-Jung and Huang Hsin-Hsun. 
2015, Chapter 8, Changhua County: The 
Pione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uggling with Slow Economic Growth, 
Hsiao, Hsin-Huang, ed. Lessons Learned 
from Taiwan Local Environment: Critical 
Moments in Five Cities and Four Counties. 
Taipei: Chuliu Publisher.

4. Conference papers:

(1) Hsu, Shih-Jung and Li-Min Liao, 2015, 
Land Expropriation and Forced Eviction: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Megaproject, 
T h e  2015  H u m a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 
C a p a b i l i t y  A s s o c i a t i o n  ( H D C A ) 
Conference.Washington DC, USA.

(2) Hsu, Shih-Jung and Li-Min Liao, 2015, 
Megaproject and Displacement: The Role 
of NGOs in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Project, The 9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 Sector Research (ISTR)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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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1. 2015 CTS Ph.D & Master Thesis Award

Award Recipient Topic Advisor

CTS Outstanding 
Ph.D. Dissertation 
Award

Hsing,Yu
The Perception and Imag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 in Taiwan

Professor 
Chen, Chin-

Kui

CTS Best Master's 
Thesis Award

Lin, Shu-Yu
The Study of Governance in Religious-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A Case Study of Christian, 
Catholic and Buddhist Foundation

Professor Lin, 
Shu-Hsin

CTS Best Master's 
Thesis Award

Huang, Po-Jui
The Leadership Conscious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Society of Wilderness

Professor Li, 
Ming-Fen

CTS Outstanding 
M a s t e r ' s  T h e s i s 
Award

Li, Hui-Ting

R e v e r s e  T h e  f i n a n c i a l  c o n d i t i o n :  T h e 
Study of Microfinance System Adopted b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armers in Taiwan 
Aborigine Communities

Professor Li, 
Li-Meng

CTS Outstanding 
M a s t e r ' s  T h e s i s 
Award

Chen, Chen-
Yin

Reconstruct The Community from Memory: 
Autonomous Reconstruction After Disaster, A 
Case Study of Sunshine Xiaolin Community

Professor Li, 
Li-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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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n  June  10 ,  2015 ,  t h e  "Semina r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Land Expropriation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 organized 
by the CTS, Institute of Future Cit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 On September 26, 2015 was the CTS' s 
Annual Conference. This year 's topic 
was: "Self-Regulation or Government-
regulation? A Reflective Overview of 
Accountability for Third Sector Research." 
Centered on the theme of “Self-Regulation 
or Government-regulation? A Reflective 
Overview of Accountability for Third 
Sector Research.”the CTS hopes to examine 
the theme from comprehensive aspects to 
address a wide variety of related challenges 

and issues, while furthering discussion of 
NGO missions, and how public interest of 
NGOs could be achieved. The conference 
gathered more than 100 participants and 20 
papers was presented.

4. On October 31, 2015, The Seventh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aiwan was held with the annual topic 
of :  "Intergenerational Injustice" The 
conference focused on several issues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cluding theory,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environment, 
gender, ethic, region, energy, internet, 
and population, and other perspectives. 
The conference discussed the defini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principles, and 
how to realize the idea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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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 青年居住論壇 - 建立網路群眾外包之治理創新模式
周麗芳 
劉吉軒

教育部

2 青年居住論壇 CCP 線上腦力激盪活動 陳百齡 
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

3 103年度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總計畫辦公室 詹志禹 教育部

4 文化因素對自動化系統信任程度之影響 劉吉軒 卡內基美倫大學

5 教育創新統整互聯與擴散分享計畫 劉吉軒 教育部

6 104-105年度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學習精進連結平臺計畫 劉吉軒 教育部

7 教育創新群力匯聚 劉吉軒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8 偏鄉教育創新新發展方案期中成果發表計畫 劉吉軒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9 區域智慧資本三年計畫（第三年） 劉吉軒 經濟部

 █ 簡介

為帶領並推動「創新與創造力」之研究與發展，於 2003 年成立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經由核

心研究團隊執行相關計畫，透過研究、發展、廣與交流等運作方式，進行跨領域之整合激盪，各

領域分別探討其重要議題，使創新創造力中心逐步成為國內產、官、學、研合作之窗口與平台，

朝國際創新研究重鎮邁進。　

 █ 研究計畫及成果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2015 年度共承接 9 件計畫案：

重要成果詳列如下：

一、專書出版：

創新創造力中心 2015 年共出版 3 本專

書，分別為《創河 - 美學與創新的交匯》

（溫肇東、蔡淑梨著）、《十年百城》（溫

肇東著）、《法國宮廷美學》（阮若缺

著）。

二、區域智慧資本三年計畫（第三年）：

本計畫於 2014 年底成立治理創新平台

(GIP)，負責未來 RIC-GIS 擴散之推動，

建置治理創新平台網站 (www.GIP.org.
tw) 與社群臉書。2015 年， 提出 RIC-
GIS 發明專利及 GIIA 商標申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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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政治大學、中華大學）、中（逢甲

大學）、南（中山大學、成功大學）、

東（東華大學） RIC-GIS 巡迴工作坊，

並與各校簽訂合作意向書，共同探討大

學、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與共創的

可能性與適宜作法。本計畫所開發出來

的「區域智慧資本治理創新系統」亦將

於計畫結束前與中衛發展中心簽訂策略

聯盟簽約。

三、教育創新統整互聯與擴散分享計畫：

創新創造力中心執行教育部偏鄉教育創

新計畫並擔任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計

畫辦公室，本計畫約有 30 個子計畫團

隊分別來自台灣各地專注偏鄉教育教育

專家學者主持。

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 - 期中共識營

四、創新創造力中心劉吉軒主任「中華民國

政府官職資料庫」：

劉吉軒主任創立並由圖書館及社資中心

建置維護之「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

庫」主要收錄中華民國體制以來七個時

期總統府公報之人事異動命令，持續將

每週出刊之《總統府公報》中公告「任

免官員」之每一筆紀錄新增建檔，迄

2015 年 12 月底累計建置 906,990 筆以

上的人事異動資料及 15,902 筆數位化公

報影像檔，為全國唯一長期收錄文官異

動、政府高階人事之資料庫。

此資料庫建立整合查詢頁面，提供使用

者整合查詢政府的人事異動資料並於

2012 年進行網站改版作業，除整體視覺

效果變得更整齊簡潔之外，更加入「視

覺化互動時間軸」，方便使用者進行特

定事件的觀察研究，對於從事研究社會

網絡、公共行政及數位人文等議題之師

生及校外使用者在相關資料蒐集上，有

著極重要且代表性的的貢獻。

 █ 國內外學術合作

一、本校與臺灣師範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共

同開設之「創意設計實務學程」已邁入

第三屆，並延續前兩屆以「自行車」為

專案主題。藉由三校不同特色的師資，

跨校組成的學生團隊，從創意發想、實

務操作、解決問題到完成作品，讓學生

實際經驗一趟創造製造的旅程。三校計

畫之另一活動，「青年創意 ‧ 翻轉偏

鄉── MAKER 行動實驗計畫」，讓大

學生以創意執行自己的提案，並協助偏

鄉校園的教育翻轉。

二、2015 年 3 月 2 日至 6 日，跨國跨校合作

的第二屆亞洲青年創業工作坊 ) 移師至

新加坡管理大學，除了第一屆參與的學

校之外，新增了香港科技大學與韓國蔚

山科技大學。為期 5 天 4 夜的高峰會，

學生們跨校組成團隊，創業發想、參觀

企業、撰寫企劃書，並由業界企業家擔

任導師。

 █ 重要學術活動

一、「鹿樂 -- 偏鄉教育資源募集平台」發布

記者會：教育部委託創新創造力中心成

立偏鄉教育資源募集平台 -- 鹿樂。平台

概念來自時下群眾募資網站，但是既不

限制資源的種類、募集的目的，更開放

供需雙向的募集。目前完成「十分國小

綠計畫」及「3D 列印微電影到馬祖」，

募集中的「教學換宿計畫」則包含新北

欽賢國中、宜蘭東澳國小、彰化香田國

小、南投仁愛國中。

二、TEDxTaipei 合作案：2015 年 2 月創新創

造力中心與 TEDxTaipei 合作，將 2014
年以空軍總部舊址為發想焦點而舉辦

的「設計台北的未來」競賽結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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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Taipei」為論壇主題，運用新

媒體數位出版的形式，讓創意點子競賽

的獲獎者將其作品理念與大眾溝通。

 █ 【焦點報導】產學攜手 政大與中衛
締約推廣治理創新 

【校訊記者羅皓恩報導】擴大推廣研發成

果「區域智慧資本治理創新系統」(Reg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System，RIC-GIS)，政大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

心與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2015 年 12 月 4 日
簽訂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將這套系統從學

術研究轉而進入商業加值應用。

「區域智慧資本治理創新系統」由政大團隊

整合校內外跨領域學者開發，主要包括區域

智慧資本和治理創新系統兩大次系統，著重

區域內資產盤點，同時解析地方政府如何從

事資源活化、價值轉化與產值創造等區域創

新與治理機制。三年前在經濟部學界開發產

業技術計畫支持下，選定宜蘭為實驗場域，

成功協助宜蘭縣府創造高產值經濟效益。

中衛發展中心總經理朱興華表示，中心過去

無論協助製造業或服務業發展，向來重視「由

下而上」模式，然而現在社會環境不同，也

需要從上而下綜覽全局，政大研發的「區域

智慧資本治理創新系統」正好符合中心所需，

可以系統化衡量並評估臺灣不同區域的智慧

資本，讓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進而帶動

區域發展，貢獻地方治理和決策。

政大校長周行一 ( 左 ) 與中衛發展中心總經理朱興華代表

雙方簽約。攝影：羅皓恩。

政大校長周行一提到，政大的教育理想是領

導思想、啟發社會、影響世界，學校向來鼓

勵教師們以客觀、嚴謹的態度，結合創新研

究，引領社會進步，並成為世界的諮詢對象。

中衛過去和政大許多老師都有合作計畫，相

信締約之後，雙方可以延續過去良好關係，

攜手促進臺灣社會發展。

根據雙方合約，未來雙方除了提供技術諮詢、

拓展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也將相互支援教學、

人員培訓、委託試驗及實驗實習課程。具體

而言，政大將授權中衛使用資料庫、也將移

轉治理創新系統的分析顧問手法，委託中衛

從事系統商業目的推廣、資料庫使用和顧問

工具加值應用。

政大與中衛發展中心都期待藉由締約結盟，促進臺灣整體

地方發展。攝影：羅皓恩。

創新與創造力中心表示，這套系統 2014 年正

式發表以來，中心持續在全國各地大學聯盟

大學推廣，探討探討大學、地方政府與民間

團體合作與共創的可能性與適宜作法，12 月

15 日還將前往花蓮東華大學辦理說明會，未

來透過和中衛合作，可望再延伸不同產業面，

更具體擴散「治理創新」理念，引領整體臺

灣社會向上提升。

 █ 【焦點報導】教育創新統整互聯與
擴散分享計畫

教育部政策性推動偏鄉教育的革新與發展，

因此將 2015 年訂為「教育創新行動年」，教

育部顧問本校教育系教授詹志禹提出「偏鄉

教育創新發展方案架構圖」。案內二十八個

計畫，共分為四個類別：實驗教育 /教育創新、

數位融入 / 虛實共學、資源媒合 / 社群互聯、

看見改變 / 典範分享，以完整框架推行教育創

新，嘗試以不同角度促進偏鄉教育發展，並

以團隊的整合性力量，擴散、深化教育創新

的典範成果。

本校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執行教育部偏鄉

教育創新計畫並擔任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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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辦公室，為連結並統整方案內所有計

畫團隊，主持人分別來自台灣各地專注偏鄉

教育教育專家學者。

2015 年辦理 4 月 18 日第一次團隊計畫交流期

初會議，可視為計畫啟動會議。11 月 7 日辦

理「計畫團隊期中共識營」，互連團隊並擴

散計畫的成果。

計畫辦公室於期末協助篩選出計畫重要成果，

展出七件亮點成果，其中之一即為劉吉軒老

師所主持的「鹿樂—資源募資平台」。

有感於偏鄉許多教育工作者需要幫助卻默默

耕耘，社會上又有很多企業、民眾充滿熱心、

資源卻不知哪裡需要、如何幫助，教育部委

託創新創造力中心成立偏鄉教育資源募集平

台「鹿樂」，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舉行發布

記者會。平台概念來自時下群眾募資網站，

但是既不限制資源的種類、募集的目的，更

開放供需雙向的募集。本計畫利用網路募資

平台協助偏鄉小校募集所需的資源，另一方

面為想出錢出力的民間組織或個人尋找最適

合的地方。計畫臉書粉絲頁「鹿樂」於 2015
年 6 月初上線，計畫網站「鹿樂」(http://fund.
ruraledu.tw/home.php) 亦於 10月初正式上線。

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架構圖

目前共執行 10 個專案，第一個專案「十分綠

計畫」，乃是十分國小招募生態及鄉土意識

相關專業講師以開發生態導覽課程。第二個

專案「馬祖 3D 玩影像」，為馬祖三個小學募

集藝術及科技活動。創立一年內台東蘭嶼、

苗栗公館、宜蘭大里、宜蘭東澳、新北瑞芳、

南投仁愛、彰化二林、嘉義太平等共 11 個專

案陸續透過本平台招募成功。2016 年度預計

有 20 個左右專案會接連上線。

「馬祖 3D 玩影像」，為馬祖三個小學募集藝術及 

科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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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vity 
a n d  i n n o v a t i o n  i n  e n h a n c i n g  n a t i o n a l 
competitivenes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established the Center for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Studies (CCIS) in 2003 as a 
university-level research center tasked with 
leading and promoting releva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th a core research team leading a range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expansion, and exchange 
projects, the CCIS is able to explore crucial 
issues from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has developed into a window and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research in Taiwan.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1 .  In  2015 ,  we  publ i shed  three  books : 
Sensitivity & Sensibility: Influx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 by Chao-Tung Wen and Su-
Li Tsai,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Travels 
by Chao-Tung Wen, and French Aesthetics 
(tentative English title) by Yao-Chueh Juan.

2. Reg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3-year plan (3rd 
year)

As part of this project, the Governance 
Innovation Platform (GIP) was established 
near the end of 2014. Responsibl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upcoming Regional 
Inte l lectual  Capi ta l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System (RIC-GIS), the CCIS 
launched the GIP website (www.GIP.org.tw) 
and Facebook Community Page, facilitating 
dai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ublic and 
management of knowledge communities. In 
2015, it submitted an invention patent for 
RIC-GIS and a trademark application for 
the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Information 
Alliance (GIIA). While carrying out a 
tour of workshops in the north (NCCU, 
Chung-Hua University), central (Feng 
Chia University), south (Nation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and eas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of Taiwan and signing 
MOUs with each school, the CCIS explored 
opportunities and ideal strategies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local 
governments, and civic groups. http://goo.
gl/azUQVi

3. The CCIS is responsible for administer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Rural 
Innovation Project, and oversees the related 
project office. This project unites 30 project 
teams composed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rural education from all over Taiwan.

4 .  Direc tor  Liu  Jyi -Shane,  es tabl ished 
the“Repub l i c  o f  Ch ina  Government 
Post Database”Director Liu Jyi-Shane 
established and updates the“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Post Database” with 
assistance from the libra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Center. It primarily 
catalogues presidential decrees of personnel 
change throughout the Republic of China's 
seven systemic eras. It publishes all updates 
regarding the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of officials in the weekly Presidential 
Communique, and as of December 2015, 
906,990 changes and 15,902 public images 
have been archived. It is the only long-
term database that stores information and 
changes in high-ranking governmental 
positions in the country.

The organized search for the database 
a l lows  use r s  to  look  up  changes  in 
government personnel, with the most major 
website revision in 2012. Besides simpler 
and more intuitive user interface, a visual 
interactive timeline was added to help users 
view incidents in context. It has been a 
tremendous contribution for scholars and 
public users researching and organiz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soci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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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dministratio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other issues.

 █ Academic Journal Publication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Taiwan's next development goal is to create 
an entrepreneur-focused society, as the spirit 
of its flourishing SMEs ha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in spurring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many Taiwanes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ut 
there have been limited avenues for specialized 
periodicals aiding in distribution and circul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To connect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knowledge network, the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was established – the 
first academic journal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focusing on the profession of entrepreneur 
management. Its founding ethos is to encourage 
and promote relevant research, distributed in 
both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formats to broaden 
related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The CCIS 
believes that respect for diversity in knowledge 
helps to improve innovation in knowledge and 
exchange of results, and as such evaluate all 
submissions for publication, while maintaining 
the highest academic standards. The CCIS' goal 
is for the best first-hand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to be published here in 
sync with global academia for parallel sharing 
and exchange.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1. The Creative Design Practices Program 
collaboratively run by NCC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TUST), has extended 
its special bicycle project into a 3rd year. 
Combining the unique teaching resources 
of three schools, these inter-university 
student teams experience facets of the 
creative production process, including 
creative thinking,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to realize a finished 
product.

These three schools also initiated another 
activity, the Creative Youth: Flipping Rural 

Education – Experimental MAKER Action 
Plan, which allows university students to 
carry-out self-designed projects in assisting 
remote schools to create new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ttp://goo.gl/Ss913F

2. This year, the second iteration of the CCIS 
and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s 
(SMU) Asian Youth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me (AYEP) was held at SMU, 
addi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Uls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South Korea to the group. During the five-
day summit, inter-university student teams 
engaged in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visited 
businesses, formulated business plans, and 
received guidance from advisors in the 
business world. The event was received 
coverage by AsiaOne News in Singapore. 
(http://goo.gl/Q8q2c5)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1. The CCIS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MOE 

to create an online platform for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resulting in the Lu-
le*-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 Mobilization 
Platform. This project utilizes the Internet 
to assist elementary schools in remote 
locations in finding needed resources - 
including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dentifying civic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in appropriate 
areas that would most benefit from resource 
support, making it a two-way platform. 
The project's Facebook page (https://www.
facebook.com/rural.not.far) came online in 
June 2015, followed by the official project 
website (http://fund.ruraledu.tw/home.php) 
in October 2015. *note: lu-le is a phonetic 
play on “rural” in Mandarin.

2 .  In  February  o f  th i s  yea r,  the  CCIS 
collaborated with TEDxTaipei. Using 2014 
Design for X: Designing Taipei's Future 
event at the former Air Force Headquarters 
site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Creative Taipei 
forum employed forms of new media to 
help winners of creative idea competitions 
communicate the thoughts and ideals 
behind their products to a broader audience. 
A video can be found here: http://goo.
gl/3OWt9K



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
關鍵智庫：海研中心與臺灣文教機構與基層交流

活動
湯京平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
2015年兩岸鄉村論壇－兩岸民間組織發展與鄉村

治理研討會 
湯京平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簡介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成立於 2002 年，扮演本校的校內中國研究行政平台，透過「研究團隊」之形

式整合本校中國研究之既有能量，建立更具影響力之中國研究社群網絡。2011 年至 2016 年，中

國大陸研究中心之發展定位將配合中心於第二階段頂尖大學計畫所提出之「中國大陸政經制度變

遷與經濟發展計畫」推動。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將在既有研究團隊的基礎上，擴大延攬國內外學者

參與，且擬定更具突破性的研究理論架構、更具前瞻性之研究議題，進行國際合作研究，期望達

到學術拔尖之目標。　

 █ 研究計畫及成果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2015 年度共承接 2 件計畫案：

重要成果詳列如下：

一、2015 年度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共出版三

本中文專書以及一本英文專書。中文專

書部分，包含童振源、李曉莊主編之

《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王

健全、朱磊、童振源主編之《2015 年

投資臺灣藍皮書》；賴宗成、陳琮淵

合著之《藥向前行：臺灣藥品行銷發

展》。英文專書部分為王振寰與熊瑞梅

主 編 之《Rethinking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Greater China: Does 
Guanxi Still Matter? 》本書於 2016年初，

由 Routledge 完成出版。另有三篇 SSCI
期刊論文以及兩篇 TSSCI 期刊論文。

二、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中國農村研究團隊辦

理「中國農村英語品格營」，2015 年度

共辦理三個梯次。2015 年 7 月 12 日到

7 月 20 日於中國河南省開封市蘭考縣儀

封鄉胡寨村舉辦「蘭考英文品格營」；

2015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1 日於福建省

連城縣宣和鄉培田村辦理「培田英文品

格營」；2015年 8月 4日至 8月 11日，

於山西省運城市永濟市蒲州鎮寨子村，

辦理「蒲韓英文品格營」。本年度起結

合中國大陸農村志工服務證照，獲得

2015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獎勵

計畫績優課程教案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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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內外學術合作

第二屆「UC Berkeley 亞洲博士論文寫作工作坊」

201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中國大陸研究中

心代理台灣頂大策略聯盟辦理第二屆「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亞洲博士論文寫作工作坊」，

建立了跨科際、跨區域的連結目標，雙邊學生

經由分享自身博士論文寫作經驗、資料的蒐

集過程以及研究成果發表，幫助年輕學者建

立未來的研究方向，同時促進雙方文化交流。

而透過密集且跨領域的相互研討，可以提升

博士生的研究視野，激發更多的學術想像。

超過 30 位全程參與的師生都認同是一場知識

與文化的盛宴。2016 年 1 月，將再由中國大

陸研究中心籌畫，率領台灣頂大師生移地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辦理「東亞研究的新途徑

與新觀點」博士工作坊。

 █ 重要學術活動

一、2015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國大陸

研究中心辦理「兩岸鄉村社區營造與發

展研討會」，邀請兩岸鄉村社區工作者

及協同參與營造學者舉辦研討會，各方

分享各自參與社區營造的實務經驗，探

討社區營造經驗、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與

發展、社區大學與社區教育、文創與社

會企業等議題。研討會議後，也安排來

訪對岸工作者和學者到臺灣各地實地參

訪，體驗臺灣風土民情。

兩岸鄉村社區營造與發展研討會

2015 年蘭考英文品格營 2015年培田英文品格營

2015年蒲韓英文品格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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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兩岸經濟發展與區域貿易整合」學術研討會 

與韓國西江大學國際經濟學院外賓合影

二、2015 年 11 月 27 日，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中國大陸經濟與區域發展團隊辦理「兩

岸經濟發展與區域貿易整合研討會」，

邀請韓國西江大學國際研究所的兩位學

者進行專題演講。主題為中韓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與中國經濟發展對於韓國與中

國間的貿易演變以及對亞洲經濟的影

響。研討會並邀請國內學者專家與會，

從經濟發展與總體面的制度變遷、技術

面的制度變遷與其永續發展因素等層

面，共同探討中國的經濟現況對台灣、

韓國與中國經貿關係的啟示與未來展

望。

 █ 【焦點報導】跨文化學術想像 亞洲
研究工作坊拓連結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訊】由中國大陸研究

中心和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臺灣頂尖大學策略聯盟

共同辦理「亞洲區域研究的方法與寫作博士

寫作工作坊」於 2015 年 1 月 16 日閉幕，超過

30 位參與師生都認同是一場知識與文化的盛

宴。期間包括中國對臺灣的影響力、跨文化

家庭、日本電影、美國大學碩博士的申請策

略與學習等四場專題演講，也吸引許多校內

外同學聆聽。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湯京平肯定工作坊透

過密集且跨領域的相互研討，可以提升博士

生的研究視野，激發更多的學術想像；另一

方面，政大也藉機與柏克萊大學搭起更穩固

的友誼橋梁，為未來雙方國際合作的願景奠

定良好基礎。湯京平並預告，「將會有第三

「兩岸經濟發展與區域貿易整合」學術研討會

韓國西江大學國際經濟學院院長 Yoon_Heo 教授論文發表

次工作坊」。

柏克萊大學社會系東亞研究中心與社會系教

授 Thomas Gold 同意，工作坊成功建立了跨

科際、跨區域的連結目標，雙邊學生經由分

享自身博士論文寫作經驗、資料的蒐集過程

以及研究成果發表，幫助年輕學者建立未來

的研究方向，同時促進雙方文化交流。「感

謝政大舉辦這次工作坊，除了認識許多優秀

的臺灣師生，也和同行的柏克萊師生有更緊

密的互動。」

柏克萊大學社會系東亞研究中心 

與社會系教授 Thomas Gold

工作坊由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萬

尹亮承辦，他說第一次承辦大型國際會議是

個很大的挑戰，過程卻獲益良多，「期待這

樣學術交流模式可以延續。」

結束學術切磋討論，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2015
年 1 月 17 日安排學員參訪宜蘭蘭陽博物館及

傳統藝術中心，帶領國際學員們親身體驗臺

灣風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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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點報導】亞洲區域研究研習 頂
尖博士生聚政大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訊】由政大中國大陸研

究中心、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以及臺灣頂尖大學策略聯

盟舉辦「亞洲區域研究的方法與寫作博士工

作坊」於 2015 年 1 月 13 日在政大登場，除了

柏克萊大學和政大師生，還有來自全臺各地

頂尖大學的博士生共襄盛舉，展開五天跨科

際與跨區域的學術交流，期待激盪出人文與

社會科學前瞻性的火花。

周行一校長開幕致詞

政大校長周行一表示，透過博士生學術交流，

可開創臺灣未來國際學術舞臺更多機會，而政

大作為臺灣頂尖的社會科學大學，未來也將

持續推動與國際一流大學合作。他感謝柏克

萊大學師生願意來臺交流，還鼓勵把握機會，

順道前往臺北近郊的故宮參訪，「能更深刻

認識亞洲與臺灣的文化。」

政大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湯京平提到，承

續 2012 年辦理經驗，樂觀預期這次工作坊可

順利進行，並可激盪出新的研究想法以及理論

的火花。他稱讚柏克萊大學的學生非常聰明，

可以提供臺灣博士生們更好的正向刺激，「是

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湯京平主任開幕致詞

工作坊為期五天， 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

Thomas B. Gold，Martin Backstrom，Catherine 
Ceniza Choy, DanO'Neill 將分別發表專題演

講，各參與博士生也將分享各自研究成果。

帶領國際博士生更認識臺灣，工作坊最後一

天還安排宜蘭深度文化參訪之旅。

亞洲區域研究的方法與寫作博士工作坊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期盼透過這次會議，持續

強化我國與美國關懷亞洲研究者的連結，同

時提高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領域的國際能

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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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Founded in 2002 as the internal platform for 
the University's China studies, NCCU'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CCS) coordinates existing 
capacity for China studies through organizing 
research teams with the aim to establish a more 
influential China studies network. From 2011 
to 2016, the Center's focus has been “ Mainland 
China's Shift in Political-Economical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part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The Center looks to expand its existing research 
teams by enlisting additional scholars both from 
within Taiwan and abroad, forming pioneer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proposing forward 
looking topics. With these approaches, the Center 
hopes to further collaborate internationally in its 
research, and improve academically.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1. In 2015, the Center published three books 
in Chinese, including The Confrontation: 
Cross-Strait Future for TPP's Elite edited 
by Dr. Chen-yuan Tung and Dr. Xiao Zuan 
Li, The 2015 Taiwan Investment Bluebook 
edited by Dr. Jiann Chyuan Wang, Dr. 
Lei Zhu and Dr. Chen-yuan Tung, and 
March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Marketing in Taiwan by Mr. 
Neil Lai and Dr. Tsung-Yuan. In addition, 
an English Publication, Rethinking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Greater 
China: Does Guanxi Still Matter? edited by 
Dr. Jenn-hwan Wang and Dr. Hsung, Ray-
May wa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 early 
2016. The members of the Center also had 
five articles published by SSCI and TSSCI 
journals.

2. In 2015, the Center's research team on 
China's rural villages organized three 

separate "English language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camps" : July 12-20 in Lankao 
County in Kaifeng, Henan, July 22-August 
1  in Xuanhe Township in Liancheng, 
Fu j i an ,  and  Augus t  4 -11  i n  Puzhou 
Township in Yongji, Shanxi. The year 
also saw the Center awarded the excellent 
community teaching project by the Ministry 
o f  E d u c a t i o n ' s  Yo u t h  D e v e l o p m e n t 
Administration.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January 13 and 17, 2015, The Center 
organized the 2nd UC Berkeley Asian Doctoral 
Thes is  Workshop on  behal f  o f  Ta iwan ' s 
association of top universities. The Workshop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across disciplines and 
regions, through which doctoral candidates were 
abl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in preparing and 
presenting their theses. This would aid young 
scholars in finding their individu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omote further 
academic possibilities by expanding the visions 
of the candidates to different disciplines. Over 
thirty doctoral candidates and staff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shop, and all felt 
that it was an inspiring event for knowledge 
and culture.  In January 2016 ,  the Center 
also organized the doctoral workshop “New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to East Asian 
studies” at UC Berkeley. See NCCU campus 
news http://goo.gl/SfHQv1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1. The Center organized the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Rural Community Building 
Development, and on November 22 and 
23, the community workers and scholars 
involved were invited to speak regarding 
their experience on individu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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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NGOs, community colleges/
education, cultural industry and social 
enterprises. The Center also arranged onsite 
visits for participants after the event. See 
NCCU campus news: http://goo.gl/hCP0bA

2. On November 27, the Center's research 
team on China's economic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ed the Conference on 
Cross-Strai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Trade Integration, where two 
scholars from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 tud ies  o f  Korea ' s  Sogang 
University were invited to serve as keynote 

speakers. The topic of the Conference 
was “the influence of China-Korea FTA 
and  China ' s  economic  deve lopment” 
on the evolution of bilateral trade and 
Asian economies. The Conference also 
had several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Taiwan that spoke on institutional shifts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technical changes and factor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y on the trade rel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between Taiwan, Korea and 
China.



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 施筆獸 (Soobi) 計畫 曾正男 教育部

2 2015年歐盟官員台灣研究研討會 連賢明 教育部

3 結合決定事後影響評估之研究 胡偉民 公平交易委員會

4 2015年度健保學門委託科技研究計畫 連賢明 衛生福利部

 █ 簡介

台灣研究中心成立於西元 2003 年，宗旨在「推動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相關研究」，並特別著

重在公共政策事務方面。此宗旨有兩個層面的意義：首先，台灣研究中心希望建立成為一個台灣

研究的本土平臺，以鼓勵國內學者投入台灣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其次，台灣研究中心希望建立

一個台灣研究國際平臺，促進國際社會關注和從事台灣研究。2015 年由連賢明教授接任中心主

任。

 █ 研究計畫及成果

台灣研究中心 2015 年度共承接 4 件計畫案：

重要成果詳列如下：

一、研究計畫

( 一 )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 2015 年度健

保學門委託科技研究計畫：由公平性、

中立性及行政執行性等三個角度，分析

「現制保費」（含補充保險費）、「家

戶總所得」、「個人總所得」（折衷版）

等三個收費方案優缺點，並比較不同費

基定義、景氣情況及規避程度下，所收

取保費費基及保費收入金額，進行不同

制度下財務趨勢長期評估，擬定各制度

推動期程規劃。

( 二 ) 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5 年度委託研究計

畫－結合決定事後影響評估研究：本研

究的主要目標為蒐集各國結合決定的事

後評估方法的運用情形及發展，探討這

些方法的使用時機及資料需求，並基於

現實選取適宜方法針對我國之重大結合

決定進行事後評估，以提供競爭法主管

機關做為未來之執法參考。

( 三 ) 科技部跨領域計畫－從人力、政策與資

金論台灣創新創業：台灣研究中心與台

灣大學及台北大學教師合作進行跨領域

計畫，針對台灣創新創業進行研究。

( 四 ) 教育部－施筆獸 (Soobi) 計畫：2015 年

訪視多間學校並發表演講，利用 Zoom
進行遠端授課，參加教育部在松菸舉辦

的偏鄉數位計畫 10 年成果展，致力於

發展偏鄉特色。

 █ 國內外學術合作

一、協議簽署及國內研討會

( 一 ) 臺灣研究中心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於

2015 年 10 月 3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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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學術活動

一、台灣研究中心於 2015 年 8 月舉行「2015
歐盟官員台灣研究研討會」，邀請歐盟

官員到台灣參加專業學術與文化研討活

動，掌握台灣目前的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與教育的現況和條件，並藉由來訪

官員進一步促進台灣與歐洲國家的互

動。

二、台灣研究中心於 2015 年 10 月 3 日於研

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舉辦『科技部跨領

域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三「建立以社會

需求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藍圖─科技產

業、創新技術與人文社會經濟的跨領域

研究」起始工作坊。

三、校務資料與高教學習成效研討會

四、「企業創新研發及實務專利管理對資源

配置及生產力之影響」座談會

五、2015 年兩岸經濟發展與區域貿易整合研

討會－中韓 FTA

六、2015 年 5 月 25 日，美國馬里蘭大學的 
Xuezhen Tao 來訪，台灣研究中心莊奕

琦主任分享台灣研究中心與國外大學合

作以及學術交流之經驗，並藉此機會向

Maryland University 表示建立學術交流

的可能。

七、2015 年 9 月，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大 學 的

Astrid Lipinsky 來訪，台灣研究中心新

任主任連賢明與其討論 2016年即將舉辦

之台奧雙邊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均等

現象之研究：以台灣為例」。

 █ 【焦點報導】維繫文化交流 
歐盟官員深入體驗台灣

【台研中心記者何宜庭報導】為增進文化與學

術交流，台研中心 2015年 8月 3日舉辦「2015
年歐盟官員台灣研究討論會」，透過工作坊

與台灣實地參訪，落實歐盟官員們與台灣本

土文化的互動，深入認識台灣。

前社科院長莊奕琦表示，工作坊每年規劃全球

性的重要議題為主題，希望讓歐盟官員在短

時間內深入了解台灣文化。2015 年是中心第

八度舉辦這項研討會，期許維繫歐盟與台灣

的文化交流，並提升歐盟對台灣的正面印象。

一週工作坊講座中，中心安排經濟學系教授

莊奕琦、歷史系教授周惠民、政治系教授郭

承天、監察委員陳小紅及財政系副教授吳文

傑分別介紹台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

社會。

2015 年共有 20 位歐盟官員參與，分別來自奧

地利、瑞典、德國、法國、比利時、義大利、

波蘭、立陶宛、荷蘭、英國及葡萄牙等國家，

背景橫跨高等教育、經濟、國際貿易、國際

關係等領域。

工作坊課程之外，官員們也參訪台北孔廟、

大龍峒保安宮、中研院文物陳列博物館、101
大樓觀景臺、故宮博物院以及宜蘭傳藝中心

等文化與建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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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The Taiwan Study Center (TSC) was founded 
in 2003 as a civil think-tank which provides 
consulting services, becoming the internationally 
distinguished academic institution in the field 
of Taiwan stud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oc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loration 
in Taiwan studi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SC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will 
depend on the profundity, breadth, and maturity 
on Taiwan studies along the excellence and 
prominence of its academic distributions.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1. Research Projects

(1)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Department 
of Social Insurance- the 2015 Health 
Care & Public Related Research Projects 
 
This project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etween “current premium'', 
“total household income”, and “total 
personal income” from fairness, neutrality, 
and  adminis t ra t ive  implementa t ion 
perspec t ives .  I t  a l so  compared  the 
premium calculation base, and amount 
using different parameters to calculate 
premium base, 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d level of aversion in order to evaluate 
long-term financial trends under different 
systems, and to develop the process of 
promotion for each system.

(2)2015 Fair Trade Commission Related 
Research Projects- Research of Post-
facto Evaluations of Merger Decision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was  to  ana lyze  the  cond i t ions  and 

development of post-facto evaluations of 
merger decision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lso, it discussed the timing and data 
needs through this method. Based on 
reality, it is important to choose proper 
methods for post-facto evaluations of 
merger decisions for our country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authorities in 
Competition Law.

(3)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oss-section Project -  Research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 from perspectives of policy, 
f i n a n c e ,  a n d  h u m a n  r e s o u r c e s . 
 
This was a cross-section project among the 
Center, NTU, and NTPU.

(4)Ministry of Education- Soobi Project 
Results from visiting and schools

• Vis i ted  severa l  schools  and  gave 
speeches. 

• Conducted long-distance class via Zoom 

• Took part in 10-year Recap of Remote 
Area Digital Project held on November 
21  a t  t he  Songshan  Cu l tu ra l  and 
Creative Park, hos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Developed Remote Area characteristics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The Taiwan Studies Center 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s Fiscal Information Agency signed 
a MOU on October 3, 2015 with the goal of 
realizing the target of digital government.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1 .  The“2015  EU Off icer  Taiwa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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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was held in August 2015 by the 
Center. EU officials were invited to attend 
science and culture activities, familiarizing 
them with Taiwan's current situation in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society, and 
education. The workshop also improved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2. The Center hosted the“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 Cross-section Project Item 
3: 'Creating the Blueprints of Innovation 
based on Core Societal Needs – Cross-
Section research of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innovative technique,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Economics'  workshop and 
procedure.” 

3. Seminar on Data of School Affairs and 
results of High School Education

4. The Center held the forum on “Company 
R&D and Patent Management Impact on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Productivity”

5 .  The Center hosted 2015  Cross-Strai 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Trade 
Integration – Korea-China FTA

6 . X u e z h e n  T a o  f r o m  M a r y l a n d 
University visited NCCU on May 25 . 
Yih-Chyi Chua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shared experiences about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exchange, 
establishing the framework for exchange 
with Maryland University. 

7. Astrid Lipinsk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vis i ted  NCCU in  September. 
H s i e n - M i n g  L i e n ,  D i r e c t o r  o f  t h e 
Center, talked about the coming bilateral 
symposium between Taiwan and Austria- 
“Social Equality: Taiwan in Context.”



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 藉由臉部知覺探討連續性的分類決定 徐慎謀 科技部

2 過去情境影響當下決策判斷的機制 徐慎謀 科技部

3
以眼動探討中文口語字彙辨識的聲調與音段激發

競爭之時序歷程
蔡介立 科技部

4
打不打 ? 優秀棒球選手揮棒決策及其神經機制：

fMRI 之研究
顏乃欣 科技部

5
心智科學大型研究設備共同使用服務計畫：台灣

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
顏乃欣 科技部

 █ 簡介

心智乃人類最重要的無形資本，所創造出的各項產物使人類有更好的生活與品質，而心智運作的

生理基礎在於大腦神經機制，心智與大腦研究已是當今和未來開創人類福祉的重要學科。深具人

文學術背景的政大也在此趨勢下，整合規劃認知神經科學、心理學、教育、及各人文社會學科領

域，於 2007年成立「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歷經廖瑞銘教授、顏乃欣教授兩位主任帶領，

2015 年由蔡介立副教授接任。中心成員包括本校 6 個學院超過 20 位教師，利用近代神經科學的

知識及技術，探索人類心智和大腦運作模式，可謂是全國唯一，也是最適合發展認知神經科學、

心理學、資訊科學、及人文社會科學整合研究之學術單位。

 █ 研究計畫及成果

心腦學中心 2015 年度共承接 5 件計畫案：

重要成果詳列如下：

一、2015 年度中心研究成員所發表的優質期

刊論文共 35 篇，其中包含 SCI/ SSCI/
AHCI 類論文 28篇、TSSCI 類論文 5篇、

其他類論文 2 篇。就研究工具而言，著

作涵蓋從微觀層次探討動物腦中化學物

質對認知學習的影響，到巨觀層次利用

功能性磁振造影、腦磁圖、腦波事件關

聯電位、眼動儀與行為等，研究一般成

人或兒童的認知學習功能。研究主題涵

蓋面向多元且豐富，包括語言處理、運

動科學、及其他高等認知功能，如決策、

意識、分類、情緒、美學等。除了基礎

心腦學研究，研究產出也深具應用性，

例如自閉症兒童的認知治療、教育訓練

和壓力對創造力的影響等。

二、本校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推動人文

社會跨神經科學領域研究，提供設備服

務全國大專院校進行大腦研究。在教育

訓練方面，針對不同需求之使用者辦理

工作坊，包括基礎知識、主題應用、及

進階研究等課程，2015 年度舉辦共 5 場
相關研習活動。在儀器使用方面，2015
年度服務案件共 47 件，校內服務案件 9
件，分布於不同學院，校外服務案件計

38 件，推動國內心智科學研究成效斐

然。

 █ 國內外學術合作

心腦學中心研究人員針對各個議題與國際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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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持續進行密切合作，共同發表研究成

果。例如，英國倫敦大學（數學與大腦造影）、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決策與大腦造影）、德

國波茲坦大學（閱讀與眼動）、英國華芮克

大學（認知模擬）、美國加州大學（社會學

習發展）等。

 █ 重要學術活動

一、2015 年 1 月 28 日舉辦「心腦學中心暨

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綜合成果發表

會」。邀請中心諮議委員曾志朗院士和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Northoff 教授主持，

依據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目前主

要的七項研究議題，邀請 18 位老師分

享研究成果。

「心腦學中心成果發表會」由曾志朗院士與 Northoff 教授

帶領中心老師們討論研究成果

「心腦學中心成果發表會」全體與會者合影

二、2015 年 6 月 1 日舉辦「教育神經科學研

討會」。邀請英國倫敦大學認知神經科

學所暨英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士巴

特沃斯教授，以及國內多位專家學者，

進行專題演講，分享語言與閱讀、數學

認知與科學教育等結合大腦功能性磁振

造影之相關研究成果。

 █ 【焦點報導】2015 教育神經科學 
研討會

【心腦學中心訊】政大心智、大腦與學習研

究中心於 2015 年 6 月 1 日，舉辦教育神經科

學研討會。議程分為三大主題進行：語言與

閱讀、數學認知、及科學教育。在語言與閱

讀議題，邀請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李佳

穎研究員進行主題演講，針對大腦與閱讀習

得的議題，從閱讀的大腦研究談到教育學習

的應用。在數學認知議題的主題演講，邀請

在英國倫敦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所，也是英國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士的 Brian Butterworth
教授，針對數學學習發展的演化基礎和研究

證據，進行深入的介紹和論述。在科學教育

的主題演講，邀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佘曉

清教授，以工作記憶的觀點，探討科學概念

學習所呈現的大腦連結特性。 

專題演講實況

與會學者合影

在各場主題演講之後，分別由來自國內各校

的六位學者專家，包括台灣大學心理系周泰

立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詹曉蕙

助理教授、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吳

嫻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楊芳

瑩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顏妙璇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張

葶葶助理教授等，分享各自在教育神經科學

領域的研究。

在場語言、數學、及科學教育的專家學者們，

報告各自結合大腦事件誘發電位、磁振造影掃

描、或眼動儀等技術的研究成果與議題的最

新發展，與國內外對此領域有興趣的學者和

研究人員討論，現場反應和互動熱烈，講者

們也針對聽眾的問題提出精闢的見解與回應，

研討會最後在 Butterworth 教授的總結下順利

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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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Human mind is the dearest intangible capital 
of human beings, and all those created with it 
lead us toward a better life. Neural mechanisms 
of the brain are the physiological bases for the 
functioning of mind, and therefore research on 
mind and brain has become an ever more crucial 
discipline for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thriving of 
human wellbe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deeply rooted in humanities, also see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line of research, and hence 
decisively steers its course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multiple fields, including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sychology,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s a result, Research Center 
for Mind, Brain and Learning made its debut in 
2007, with the lead of Professor Ruey-Ming Liao 
and Professor Nai-Shing Yen. In 2015, the baton 
for leading breakthroughs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was handed over to Associate Professor 
Jie-Li Tsai. 

The current faculty of the Center includes more 
than 20 members from six colleges of NCCU, 
each diligently engaging in research into the 
functioning of human mind and brain with 
assistance of the most updated knowledge of 
neuroscience and related research techniques. 
It suffices to say the Center is the only research 
unit of its kind in Taiwan and the most adequate 
for lead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etwee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sychology, information 

scienc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tudies.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1. A total of 35 journal papers from members 
of the Center were published, among which 
28  were accepted by SCI/SSCI/AHCI 
journals, and 5 by TSSCI journal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papers include 
micro-level examinations of the influence 

of chemical substances in animals' brains 
on cognitive learning, and macro-level 
studies on cognitive learning functions of 
adults and children through fMRI, MEG/
ERPs, eye tracking,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echniques. The published papers cover such 
wide range of topics as linguistics, sports 
science, and high-level cognitive functions, 
including decision making, conscious 
awareness, categorization, emotion, and 
aesthetics. Aside from basic research on 
mind, brain, and learning, the papers are 
also deep roote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such as those on cognitive therapy for 
autistic children and the ones on impacts of 
training and stress on creativity.

2 .  The Center is dedicated to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neuroscience and has been providing 
essential equipment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fMRI studies to tertiary institutions 
around Taiwan for brain research. It has 
offered five workshops in 2015 to users 
of different needs, including courses on 
basic subject knowledge, application with 
reference to various topics, and advanced 
research techniques. The Center has also 
successfully pushed scientific research on 
mind one huge step forward by providing 
experimental instruments to 47 projects, 
among which nine come from different 
colleges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other 38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Members of the Center have co-authored papers 
and have been collaborating closely with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mong 
which some are listed as follows: University 
of London (mathematics and brain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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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Ottawa (decision making and brain 
imaging); University of Potsdam (reading and 
eye movements);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cognitive modeling); and als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oci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The Progress Report meeting for RCMBL and 
TMBIC was held on January 28, 2015. With 
the consulting members Professor Ovid J.-L. 
Tzeng (Academician of Academia Sinica) and 
Professor Georg Northoff (University of Ottawa) 
participating as the moderator, the forum invited 

eighteen researchers to share their findings 
regarding the seven main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ocus of the Center.

The Center has also reaped fruitful results during 
the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 
on June 1, 2015. Professor Brian Butterworth 
from 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as invited to give 
a keynote speech, and several domestic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e symposium to present 
their fMRI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reading, 
mathematical cogni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
原住民保留地政策調查研究 - 非原住民使用總登記

為原住民保留地問題研析
官大偉 原住民族委員會

2 參與太平洋共同體政策建議書 官大偉 原住民族委員會

3 《續修台北市志‧社會志》纂修計畫 林修澈
台北市 

文獻委員會

4
苗栗縣竹南鎮「重修竹南鎮志」委託編纂專業服務

勞務採購
林修澈 

苗栗縣 
竹南鎮公所

5 翻譯及註釋《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計畫 林修澈 原住民族委員會

6 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建置計畫 林修澈 教育部

7 原住民族語言教材編輯計畫 - 第 5期（文化篇） 林修澈 原住民族委員會

8 臺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政府體制文獻史料彙編 林修澈 原住民族委員會

9 104年原教界雙月刊勞務採購案 林修澈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 拉阿魯哇部落歷史研究 林修澈 
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

11 原住民族部落彙編與檢索 林修澈 原住民族委員會

12 我國族群發展政策之研究 林修澈 國家發展委員會

13
104 年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與原住民教育

研究中心主管聯席會議
林修澈 教育部

14 原住民族語朗讀文章編輯暨數位化工作 黃季平 教育部

 █ 研究計畫及成果

原民中心 2015 年度共承接 14 件計畫案：

 █ 簡介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成立於 1999 年，原名稱是原住民族語言

教育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Aboriginal Languages, Cultures 
and eDucation，簡稱 ALCD），以本校教授群為骨幹，聯合

校外學者專家共同從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學術研究團隊。

2007 年升格為本校的校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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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詳列如下：

一、建置全國原住民族語族語朗讀比賽，文

稿編輯與閱覽平台，截至 2015 年底，共

有 756 篇文稿已完成數位化。

二、出版《原教界》，係全國原住民族教

育唯一刊物，編印完成至 66 期，全文

PDF 於原民中心網站上網。

原教界 61-66 期，聚焦原住民教育問題。

原教界 QRcode

三、建置 16 族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孵育場，

期望活化族語，讓原住民語言與國際接

軌。截至 2015 年底，已完成 656 條族語

詞條。

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 - 賽夏族工作坊

四、辦理「2015 年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

源中心與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主管聯席

會議」，來自全國 48 校全國原住民族

學生資源中心、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或原

住民族學生輔導單位主管 67 位代表齊

聚本校，透過本次會議，聚焦討論發展

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之可行性及

強化研究能量之具體措施。

104年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與原住民教育研究

中心主管聯席會議

五、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原住民族語教材，

新增「太魯閣語」、「宜蘭澤敖利泰雅

語」、「四季泰雅語」、「大武魯凱語」

四語教材，1-6階預定 2016年 1月完成。

 █ 學術期刊出版 

原民中心編輯《原教界》雙月刊，是講究即時

性專題報導與新教育觀念傳遞的刊物，也是

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5
台灣原住民族口述傳統文化資產調查與保存維護案

例撰寫計畫
黃季平 

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

16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原住民族語教材新增四語

原住民族語言教材編輯計畫
黃季平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84

原

住

民

族

研

究

中

心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唯一雜誌。本刊於 2015
年創刊，迄去 2014 年底出刊到 66 期。

 █ 重要學術活動

一、2015 年 3 月 7 日至 15 日林修澈主任、

黃季平副教授前往中國福建省進行中國

高山族與福建民間信仰考察交流。

二、2015 年 6 月 19 日至 26 日林修澈主任、

黃季平副教授前往韓國進行戶籍與名

制、無形文化遺產考察交流。

三、為深化太魯閣族抗日戰爭史之口述歷史、

官方史料研究，辦理「太魯閣族抗日戰

爭史系列座談會」，2015 年度辦理 4 場
次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初步發表相關

研究，邀請族人與會回饋意見，彼此對

話深化研究內容。

四、2015 年 11 月 16 日邀請日本福岡縣立大

學岡本雅享教授，於本校主講「日本的

民族認同─從『出雲民族』案例看多元

民族國家觀的建構」。

五、2015 年 12 月 11 日至 16 日林修澈主任、

黃季平副教授、伊萬納威助理教授受日

本獨協大學、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早稻

田大學台灣研究所邀請，參加「台湾原

住民の姓名と身分登錄：過去と現在を

つなぐ 文化 ‧ 社会 ‧ 制度比較」，進

行演講、論文發表。

六、2015 年 12 月 21 日接待中國青海高校專

業人士參訪團 12 人，介紹本國原住民

族政策發展情況。

七、太魯閣族抗日戰爭至 2014 年屆滿 100 週
年（1914-2014），原民中心於 2015 年

10 月 30 日至 31 日、11 月 1 日舉辦「第

八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太魯閣族

抗日戰爭史學術研討會」，地點為太魯

閣國家公園布洛灣管理站。

 █ 【焦點報導】太魯閣族抗日戰爭
101週年 台日學者與太魯閣族人對話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2015 年是太魯閣族

抗日戰爭屆滿 101 週年 (1914-2015)，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與花蓮縣秀林鄉公所合作，2015

年 10 月 30 日到 11 月 1 日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布洛灣管理站舉辦「第八屆台日原住民族研

究論壇─太魯閣族抗日戰爭史學術研討會」，

也是學術界首度以國際會議規模討論太魯閣

族議題。

論壇邀請日本民族學界具領導地位的「日本

台灣原住民研究會」研究群 12 位學者來台，

加上 23 位台灣學者和八位太魯閣族人參與，

共安排五篇專題報告、二場專題演講、一場

綜合座談，會中共發表 17 篇論文，主題聚焦

「太魯閣族抗日戰爭史相關研究」，並以「台

灣原住民族相關研究」為輔。

第八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太魯閣族抗日戰爭史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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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召集人、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林修

澈表示：「比起其他原住民族抗日事件，太

魯閣事件對於一般大眾普遍陌生。」看到太

魯閣族的民族議題第一次與國際接軌，更顯

本次論壇的紀念意義。

太魯閣抗日戰爭「繪明信片特展」，展出 1914 年太魯閣

事件時，日軍隨軍記者拍攝的照片。

踏查行程：富士紀念碑

兩場專題演講邀請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

授笠原政治、北海道大學愛努 ‧ 先住民研究

中心長常本照樹，分別發表「日本的台灣原

住民族研究」及「日本的日本原住民族研究」。

專題報告則由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兼任助

理教授鄧相揚、慈濟科技大學助理教授石丸雅

邦，報告井上伊之助與太魯閣族的關係。對

此，太魯閣族自治推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帖喇‧

尤道回應，希望藉由研討會能夠打破文明／野

蠻的二元對立論述，「讓歷史和正義在這片土

地上扎根」。

從世界史觀點看太魯閣戰爭，日本早稻田大學

地域 ‧ 地域間研究機構台灣研究所客員上級

研究員春山明哲也在會中提出報告，分析當時

日本政府對台的軍事面向、統治政策，以及太

魯閣戰爭造成的歷史性影響。

促進日本學者、台灣學者、太魯閣族人對話，

研討會中，三方依據口述歷史、官方史料，發

表各自領域的成果。探討議題包含對日本政府

對太魯閣族人的統治政策、在台統治者的觀點

與原住民族之關係、在地族人觀點、事件對於

族人的影響等。

學術討論之外，會議也安排太魯閣戰爭相關史

蹟踏查活動，帶領與會者探勘富世遺址、富世

紀念碑、新城神社、加灣神社、威里紀念碑；

同時參觀太魯閣族的編織與鍛鐵，讓與會者走

入歷史地景，也瞭解太魯閣族的嶄新文化風

貌。

原民中心表示，中心過往曾透過國際會議討論

牡丹社事件、霧社事件，透過這次會議，也將

太魯閣族戰爭議題推向國際學術界。

與會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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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The Center for Aboriginal Studies is an academic 
team dedicated to aboriginal studies 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a group of professors at 
the NCCU and partly other scholars and experts 
outside the NCCU. The Center, founded in 
1999 with the name of the Center for Aboriginal 
Languages, Cultures and eDucation (ALCD), 
has been a top-tier research center of the NCCU 
since 2007.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1. Building the editing and reviewing network 
platform of the reading articles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for national reading competition. 
Totally 756 articles have been completed 
and digitalized at the end of 2015.

2 .  Edit ing Aboriginal  Education World 
Bimonthly, the only magazine on Taiwan 
aboriginal education.  Paper publication is 
completed to Volume 66, and the full texts 
of PDF have been uploaded at ALCD's 
website.

3 .  B u i l d i n g  16  a b o r i g i n a l  l a n g u a g e ' s 
Wikipedia incubator to help revitalize and 
internationalize aboriginal languages in 
Taiwan. 656 articles will be completed at 

the end of 2015.

4 .  Host ing "2015  Jo in t  Meet ing of  the 
Directors of Aboriginal Student Resource 
Centers and Aboriginal Education Centers 
at Colleges". There were 67 representatives 
from 48 colleges nationwide gathered in 
NCCU. Through this meeting,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aboriginal student resource center and the 
methods of enhancement of research energy 
have been discussed. (2015/11/9-10)

5 .  Compiling the Nine-Level Aboriginal 
Languages  Textbooks ,  four  k inds  of 

Supplementary Settings will be finished 
in January 2016, including the language 
version of Truku, Girang Co'li  Tayal, 
Skikun Tayal and Labuwa Drekay.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1. Director Siu-theh Lim and Associate Prof. 
Chi-ping Huang visited China Fujian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GaoshanZu and folk 
beliefs in Fujian. (2015/3/7-15)

ALCD Visited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2. Director Siu-theh Lim and Associate Prof. 
Chi-ping Huang visited Republic of Korea 
to investigat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naming system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15/6/19-26)

ALCD Visited Professor Lim Yong-ki,  

Yonsei University, Korea.

3. Four sessions of History of the Truku-
Japan War forum series were held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f oral history and official 
documents of Truku-Japan War. Related 
scholars and experts were invited to give 



187

The C
enter for A

boriginal Studies

speeches. Truku native participants were 
also invited to exchange opinions. (2015/6/2, 
7/1, 8/4, 9/23)

History of the Truku-Japan War forum series

4 .  Professor  Masataka Okamoto,  Japan 
Fukuoka Prefectural University, was invited 
to deliver a speech on "Japanese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Cognition of Plural 
Ethnic State through the Izumo Case" 
(2015/11/16)

"Japanese Identity : the Construction of Cognition of Plural 

Ethnic State through the Izumo Case"

5. Director Siu-theh Lim, Associate Prof. Chi-
ping Huang, and Assistant Prof. Iwan-Nawi 
were invited by Dokkyu University, Japan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and Waseda 
University's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to 
the conference "Taiwan Aboriginal Naming 
System and Registrat 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Culture, Society and 
System" to give speech and present papers. 
(2015/12/11-16)

"Taiwan Aboriginal Naming System and Registr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Culture, Society and System"

6. Twelve professionals of China's Qinghai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v i s i t e d  N C C U ,  A L C D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boriginal policy. (2015/12/21)

"Taiwan Aboriginal Naming System and Registr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Culture, Society and System"

7. 2014 wa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ruku-
Japan War (1914). The 8th Taiwan-Japan 
Forum on Aboriginal Studies: Conference 
on History of the Truku-Japan War was 
held by ALCD on 30-31 October and 1 
November. The venue for this forum is 
Bruwan Administration Center, Truku 
National Park, Hualien.

This forum invited 12 Japanese leading 
scholars in ethnology, Taiwan Aboriginal 
Research Group in Japan, to Taiwan to 
carry on academic exchanges.  Attendees 
included 23  Taiwanese scholars and 8 
Truku members. 5  topic reports and 2 
keynote speeches, 17 papers presented and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were arranged. 
All presentations focused on the topic of 
"History of the Truku-Japan War" and 
"Taiwan Aboriginal related research".

Through this forum, Taiwan and Japan 
made deep exchanges and dialogue. The 
History of the Truku-Japan War has been 
interpreted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The 
issue on Truku-Japan War is first discuss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after the issues 
on MudanShe(Sinvaudjan) Incident and 
WuShe(Alang Paran) Incident.



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 尋求歷史座標點 周惠民 教育部

 █ 簡介

人文中心於 2008 年 1 月經第 147 次校務會議決議，為配合教育部「推動大學院校設立人文社會

科學中心」而成立。主旨為提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教研水準，培養人文社會科學國際競爭力，

強化人文社會科學對國家發展的影響力，發揚人文精神價值。

 █ 研究計畫及成果

人文中心 2015 年度共承接 1 件計畫案：

重要成果詳列如下：

一、與中華救助總會合作進行檔案數位化：

中華救助總會的檔案資料，涵蓋冷戰時

期至今兩岸特殊的互動及發展，深具中

國現代史與臺灣史的史料價值。中心自

2011 年至 2015 年與救總合作推動檔案

數位化，工作完成之際，適逢本校 88 週
年及救總成立 65 週年，遂於 2015 年 6
月 5 日合辦「中華救助總會數位檔案資

料庫啟用典禮暨座談會」，以利各界瞭

解救總的工作及其史料價值。

二、蔣介石研究重要史料編校問世：為慶祝

對日抗戰勝利 70週年，中心特將蔣介石

研究的重要史料《事略稿本》重新編校，

2015 年 11 月先行出版《民國三十四年

之蔣介石先生》上下冊，再現關鍵時刻

的大小歷史。本書之出版，經國史館授

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中國國

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提供資料，

並由奉化李摩西先生捐助專款經費，動

員國內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學者共

同參與。不僅是學術界的一大要事，同

時也讓 70 年後的社會大眾對抗戰史識

有更普遍的瞭解，並再次顯見本校對中

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具體成果。

三、發行團隊研究專書：人文中心規劃執行

之「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所屬

的 9 個研究團隊，其研究成果經匿名審

查機制後，送政大出版社進行出版作

業。自 2012 年起，已發行 19 本專書，

領域遍及歷史、外交、宗教、文學、少

數民族、影視史學等，將各團隊的研究

成果以最直接的方式反饋學界與社會。

現已進入編校階段的專書，包含《民國

人物與檔案》、《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

交史論》、《唐宋時期的名分秩序》，

以及《文學東亞：歷史與藝術的對話》

等，預計於 2015 年年底至 2016 年第一

季陸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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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計畫成果寓於通識教育：2015 年為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二期第二階段

成果彙總之際，也是教育部長吳思華宣

佈的「教育創新年」。中心主任周惠民

於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現代中

國的形塑」人文通識，試圖以通識課程

的方式推廣並展現團隊研究成果，激發

學生思考，進而翻轉教學。

 █ 重要學術活動

一、陳誠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2015 年 3
月 5 日正逢陳誠逝世 50 週年，人文中心

與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

亞太科學技術協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

基金會、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聯合舉辦「陳誠

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從軍事、政

治、經濟與社會等多重面向，探討陳誠

在現代兩岸歷史發展過程的影響力。會

後出版作業，刻正進行當中，預計於

2016 年集結問世。

二、籌組國際冷戰研究團隊：冷戰不只是歷

史議題，亦是國際關係的辯證，涉及政

治、社會、經濟等面向，受到亞洲周邊

國家的極度重視。值此，中心規劃籌組

「國際冷戰研究團隊」，已於 2015 年 5
月 22 日與 6 月 13 日辦理兩次工作坊，

邀集香港中文大學、東京大學、神戶大

學、延世大學、南京大學與浙江大學及

本校相關單位之代表與會。會中達成籌

組共識，並規劃於明年度辦理學術研討

會，進一步確立研究子議題，期能以臺

灣為中心，推動國際學界的冷戰研究風

氣。

三、人文中心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再次合辦

研習營，2015 年 6 月 16 日至 17 日於

本校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舉行。邀請

新黨全國委員會顧問李勝峰、國立故宮

博物院院長馮明珠、前行政院院長郝柏

村，與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傅佩榮

開講，以多元視角聚焦討論。由歷史擴

及至政治、文化、國學與哲學等面向，

讓來自中國各地的商界菁英，得進一步

瞭解臺灣所蘊含的知識傳統與文化創

新，在掌握對中華民國史的話語權同

時，亦達成兩岸高校定期交流與合作的

默契。

四、邀集教研學三方互動與合作執行「尋求

歷史座標點」計畫：2015 年人文中心受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執行「尋

求歷史座標點」二年期計畫，秉持回歸

教學現場的精神，透過舉辦「高中歷史

科教師教學教材研習營」、辦理「高中

生史料應用工作坊」及建置「社會科教

學資料庫」等工作，協助教學工作者掌

握歷史形塑脈絡與啟發受教者的自主思

考。2015 年已於北中南東四區共舉行 5
場活動，2016 年將賡續辦理。

 █ 【焦點報導】抗戰勝利七十年  
蔣介石研究關鍵史料重新編校問世 

【人文中心訊】慶祝對日抗戰勝利 70 週年，

人文中心 2015 年重新繕打編校研究蔣介石關

鍵史料《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中

抗日戰爭時期部分內容，依年分稱書名為《民

國某年之蔣介石先生》，在 2015 年 11 月 27
日「抗戰史研究的新史料與新視野」學術研

討會中正式發佈，書籍尚未上市，已經引起

兩岸民國史研究學者關注。

人文中心表示，蔣介石先生特別重視保存史

料，1940 年起，侍從室各組秘書就仿《春秋》

以事繫日，以月繫年體例，按日編纂《事略稿

本》，資料來源多元廣泛，除摘錄其個人日

記、反省錄與講演詞外，更節錄函電、公文、

重要會談、協議與條約等內容，提供包括對

人評論，對事分析，以及為與不為的抉擇等

正史不能記載資料。

2003 年起，國史館將《事略稿本》原件影印

出版為《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共

82 冊，深受學界重視。全書出版後，立時洛

陽紙貴，時隔十多年已經多售罄，現今青年

學者也多無法再窺其究竟。

協助這批資料能再度問世，人文中心取得國

史館授權，也獲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提供資料，

經國內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學者協助審稿，在

奉化李摩西先生贊助編印經費下，2015 年先

發行《民國三十四年之蔣介石先生》上、下

兩冊，內容包括抗日戰爭勝利前後的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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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蔣氏對時局的評論，人事布局與國共

關係發展等，披露 1945 年抗戰勝利前後重要

史實。

人文中心 2015 年 11 月 27 日也與中正文教基

金會合作，在圓山大飯店合辦「抗戰史研究

的新史料與新視野」學術研討會，重溫抗戰

勝利與內戰再起的關鍵年代。

 █ 【焦點報導】民國史研究受肯定  
李摩西贊助人文中心 

【人文中心訊】肯定人文中心長期深耕民國

史研究用心，李摩西醫學教育基金會主席李

摩西於 2015 年 6 月 23 日捐贈 15 萬美元作為

民國史檔案資料出版研究經費，中心將在本

年度重新打字出版《事略稿本》，增益民國

史研究能量。

李摩西向來關心國家民族公共議題，2015 年

3 月參與「陳誠與現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和中心達成共識，有意支持推展民國史

研究工作。

中心表示，適逢 2015 年為抗戰勝利 70 週年，

李摩西和中心主任周惠民多次討論，並與國

史館密切商議，取得國史館同意授權後，決

定由李摩西補助出版經費美金 15 萬元，優先

整理 1938 至 1945 年的《事略稿本》，重新打

字出版。

《事略稿本》內容由前總統蔣中正交代侍從

室秘書整理，起自 1927 年，終於 1949 年，以

日記為經緯，按日編輯而成。雖名為「略」

與「稿本」，但都是由幕僚人員整理的蔣中

正北伐後的言論、文告、信札、日記、實錄，

許多資料都屬第一手，是研究中國現代史不

可或缺的材料。

校長周行一出席捐贈儀式，感謝國史館授權、

捐款人慷慨解囊，幫助政大將重要史料轉為

研究與閱讀的重要成品，充實政大在民國史

檔案資料的底蘊。

國史館副館長葉飛鴻則提及，雖然此批史料非

手稿，然透過函電，仍呈現蔣中正不同的面

貌。《事略稿本》印行後，受到學界及社會的

注目，但因為過去是影印出版且多已脫銷而

未能普及。他肯定，藉由這次重新打字出版，

希望能為民國史研究增添基石，造福學界。

李摩西認為，歷史是痕跡的塑造。如果將蔣中

正日記、事略稿本與總統的起居錄共同佐證，

就可以顯現出歷史不能被磨滅的真相。

前監察院長陳履安也見證捐贈儀式，他幽默

表示，忘記歷史是一個病，擔任醫學教育基

金會主席的李摩西，因此捐款支持民國史檔

案資料出版研究。他也提醒，無需隨他人話

語或思想起舞，知道自己所行之事的意義，

才最重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長廖慶榮同樣出席捐贈

儀式，共同見證學界美事。

國史館副館長葉飛鴻代表將《史略稿本》授權予本校人文中心。攝影：戴正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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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與李摩西醫學教育基金會主席李摩西雙方簽約。攝影：戴正勛。

校長周行一致贈紀念品予李摩西。攝影：戴正勛。

與會觀禮貴賓合影。攝影：戴正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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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roduction

The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HRC), founded 
in 2008 according to the resolutions of the 
147th University Affairs Meeting,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increasing academic influence on 
national developments, and elaborating human 
spirit and value as well. 

 █ Research highlights of the HRC in 
2015 are as followed.

1 .  T h e  a r c h i v e s  o f  C A R E S  ( C h i n e s e 
Assoc ia t ion  fo r  Re l ie f  and  Ensu ing 
Services) cover periods from the Cold War 
till the present and show the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s. These archives 
are valuable for research on both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nd history of Taiwan. The 
Center digitized the CARES's archives and 
also set up a digital database. Along with 
celebrations of the 88th Anniversary of 
NCCU and the 65th Anniversary of CARES, 
the Center held a symposium to introduce 
this database and these valuable archives 
to the public for more understating of the 
CARES and its contributions.

2. Along with the celebration of the 70 th 

annivers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 
v i c t o r y  i n  t h e  Wa r  o f  R e s i s t a n c e 
against  Japan,  the Center  planned to 
republ ish an important  col lect 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Chiang Kai-Shek's 
Chronological  Event  Transcripts .  In 
November, the Center firstly published a 
two-volume book named Mr. Chiang Kai-
Shek in 1945  which reveals many key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1945. Authorized 
by the Academia Historica, Mr. Chiang Kai-
Shek in 1945 compiled documents from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Academia 

Sinica and the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Kuomintang 
Party History Museum, and was financially 
aided by a famous figure, Mr. Moses W. 
Li. The publishing of this book is not 
merely a meaningful event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ut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 to 
have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3. There are nine working groups to execute the 
Center's research project—“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Research results of each 
group will follow blind review process and 
later published by the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From 2012 till now, the Center has 
published 19 scholarly books about history, 
diplomacy, religion, literature, ethnic 
minorities or historiophoty. Publishing is a 
direct way to present the Center's research 
findings and make them open and accessibl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public. 

4. In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15,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Prof. Whei-Ming Chou taught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In this course, Director 
Chou introduced the Center's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and flipped the classroom.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more in class, 
and would be trained to think wider and 
deeper.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1. Along with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Chen 
Cheng's death, on March 5, the Center 
joint ly  held an academic conference 
on“Chen Cheng and Modern China”with 
the Chungche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the Asia-Pacif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th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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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sian Studies at 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Shanghai Songhu Campaign Memorial Hall. 
This conference discussed Chen Cheng's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on the cross-
straits interaction from militar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etal perspectives. 

2. Cold War is not merely a historical phrase 
and limited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It is 
also about politics, society, economy, and 
has been strongly emphasized in Asia. 
The Center  held  two workshops and 
organized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group 
on the research of Cold War in 2015. It 
invited scholars widely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Kobe University, Yonsei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pa r t i c ipa te  in  these  workshops .  Al l 
participants reached a common consensus of 
organizing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group, 
planning related sub-themes, and holding an 
academic conference next year. The Center 
is looking forward to building Taiwan as a 
central research base of the research of Cold 
War and arous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on 
this research field.

3. The Center jointly held a history and culture 
camp with the 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n June 16-17. During this 

camp, Mr. Shen-Fong Lee, a consultant 
of New Party, Ms. Ming-Chu Fung,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r. 
Pei-Tsun Hau, a former Premier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Mr. Pei-Jung Fu, a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re invited 
to deliver lectures covering issues about 
history, politics, culture, philosophy, or 
Chinese studies. Through these lectures, 
business elites from China had opportunitie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in Taiwan. For the 
Center, holding this camp is a means to 
obtain right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promot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cross-
straits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as well.

4 .  I n  2015 ,  t h e  C e n t e r  w a s  e n t r u s t e d 
w i t h  e x e c u t i n g  a  t w o - y e a r  p r o j e c t 
c a l l e d “ S e a r c h i n g  f o r  C o o r d i n a t e s 
i n  H i s t o r y ” b y  t h e  K -12  E d u c a t i o 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refore, it held camps for history teacher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to create and improve 
their teaching materials, and workshops for 
senior high students to read primary sources 
and strengthen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In 
addition, the Center established a database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social studies.



 █ 簡介

政大於 1996 年成立「宗教研究中心」，試圖推展宗教研究風氣。在宗教自由的環境以及全球化

的趨勢下，臺灣宗教發展多元，甚至傳及國外，如漢傳佛教、道教、民間宗教、一貫道、天帝教

及許多新興宗教，皆應時代變化不斷轉型與突破。此乃臺灣別具特色的宗教成就，同時也創造出

難得的學術優勢，鑑於國內、外學界與宗教界的形勢變化，故於 2013 年調整原有之中心建制，

轉型為「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以華人宗教（包含所有華人所信仰的宗教）為對象進行專門的研究，集中政大原有豐富之人文、

社會學科優勢，進而整合國內外相關宗教團體資源，以跨校、跨學科研究為目標，推動華人宗教

相關研究領域的進展。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目前固定出版半年期學術刊物《華人宗教研究》，並主辦多場研討會，期能逐

步落實以華人宗教為主題的學術交流平台，並與國內外各宗教團體相互交流，遠程目標為建置宗

教資料庫，成為國內外華人宗教研究的學術重鎮。

 █ 研究計畫及成果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2015 年度共承接 4 件計畫案：

件數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

1 道與法：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 林振源 科技部

2 103年度宗教主題資料製作專案 李豐楙 內政部

3
道法二門：臺灣北部正一派源流與閩南客家地區

的道教儀式
李豐楙 教育部

4 唯心聖教學術發展專案
李豐楙 
謝世維

財團法人唯心聖

教功德基金會

重要成果詳列如下：

2015 年度敦聘三位客座研究員，林振源博士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宗教學博士）、陳世崇

博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博士）、謝耀

德博士（香港珠海大學文學博士）。其中，

林振源博士獲得本年度科技部補助延攬研究

學者（核定為「獨立博士後研究學者」）暨

執行「道與法：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

專題研究計畫（3 年期）。

 █ 學術期刊出版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以整合國內外不同宗教、學

校、社團等不同領域之相關研究人力資源為

目標，推動以「華人宗教」為核心之相關學

術研究。《華人宗教研究》為中心機關刊物，

每隔半年定期出刊，為一國際性學術期刊，歡

迎海內外學者投稿與華人宗教相關之各領域

研究。未來亦規劃出版特定主題之研究專刊。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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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內外學術合作

一、與內政部簽訂「內政部 103 年度宗教主

題資料製作專案勞務採購契約」。

二、執行一貫道學術發展專案，邀請國立中

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鍾權煌先生至中

心擔任訪問學人，來校訪問期間為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另頒發一貫道研究

生獎學金予本校宗教所碩士班學生李秀

賢。

三、執行唯心聖教學術發展專案，邀請國立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洪維揚先生、

輔仁大學心理學博士班社會文化與諮商

心理組進行博士生短期訪問。

四、與美國普度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合作

執行「當代中國佛教與道教口述歷史

（1949年至今）」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簽

約中），計畫期間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重要學術活動

一、2015 年 3 月 24 日於研創中心文山未來

館舉行文山宗教地圖展開幕儀式，展期

維持至 2015 年 9 月。

二、2015 年 5 月 11 至 17 日協助宗教研究所

舉辦宗教文化週。

三、2015 年 6 月 8 ～ 10 日 與 美 國 普 度

大 學 (Purdue University) 共 同 舉 辦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ross-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學術研討

會。

四、2015 年 6 月 14、15 日與台灣宗教學會

合辦「臺灣宗教學會 2015 年會」。

五、2015 年 7 月 25 至 8 月 1 日前往韓國大

真大學參加「當代東亞宗教的轉換與創

新」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五篇論文。

六、2015 年 9 月 6 日舉辦「東亞視域下的華

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

七、2015 年 11 月 13、14 日舉辦「第三屆中

國基督教之本土與全球發展」學術研討

會。

八、2015 年 12 月 4、5 日舉辦「東亞視野下

的佛學與哲學之發展工作坊」。

宗教所蔡源林所長及時任中心主任李豐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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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應許」或「有條件的應許」看法又有差

異，自然導致紛爭不斷。

李熾昌整理聖經和不同學者角度，也和現場

宗教所教授討論，只是無論支持以色列建國

與否，多還是從自身論點出發。

以巴問題之外，近來 IS（伊斯蘭國）等以宗

教為名引起國際動盪，以及其他宗教在臺灣

落地生根後的本色化等議題，皆於 2015 年宗

教文化週論壇上充分討論，宗教所也歡迎對

宗教議題有興趣的師生民眾參與。

論壇之外，宗所從 13 日起到 22 日也在中正圖

書館總館二樓經典書房舉辦「宗教圖書展」，

展示許多各宗教藏書，呈現宗教所自 95 學年

度開始累積購置典藏圖書超過五千冊的成績。

而由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李豐楙統籌下推

出「文山宗教地圖」特展，目前也持續在研

創中心一樓展覽廳開放參觀。策展團隊從文

山區所有宗教場所與史蹟的全面性調查開始，

期待藉此保存各宗教的在地歷史文獻、掌故、

儀式、文教活動，以及其他有形無形的文化

資產，希望喚醒民眾的在地文化認同意識。

 █ 【焦點報導】宗教文化週 多元形式
探索宗教議題 

【校訊記者曾韋竣報導】宗教所 2015 年 5 月
11-17日推出「宗教文化週」，透過專題講座、

宗教電影賞析、宗教圖書和文山宗教地圖展

覽，吸引師生和一般民眾更了解宗教文化議

題，關注焦點從文山地區到世界各重要宗教

與國際情勢發展，兼顧學術和常民文化對話。

身為許多宗教共同的「聖地」，以色列和周

邊地區的衝突，向來是國際矚目焦點。香港

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教授李熾昌 5 月

13 日發表「一地、二民、三宗教，聖經與以

巴衝突」演講，從以色列地區的歷史、以巴

之間的衝突、對照各家學者對於聖經經文的

解釋與論點，綜合探討以巴關係的複雜性。

李熾昌解釋，以色列同時存在閃族的猶太人和

阿拉伯人，以及三大一神宗教：基督教、伊

斯蘭教和猶太教；而巴勒斯坦地區地處低窪，

自然環境良好，自古以來也是各國爭討不休

的戰場。

以色列人依據聖經，認為巴勒斯坦地區是上帝

的「應許之地」，但各方對於聖經經文是「完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教授李熾昌解析以巴衝突。攝影：劉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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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宗教地圖特展陳列許多文山區宗教文物。攝影：劉柏宏。

宗教所在中正圖書館總館經典書房推出宗教圖書展。攝影：劉柏宏。



198

 █ Introduction

NCCU has been widely known for its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es. Many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ligion-related research in its early years. With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liberal, the trends for discipline integration 
and the rise of multiple religious groups over the 
year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s was 
established in 1996 in the attempt to foster an 
atmosphere conducive to religious studies. 

Owing to religious freedom and globalization, 
re l ig ions  in  Taiwan have seen a  d iverse 
development over the years. Chinese Buddhism, 
Daoism, folk religions, Yiguandao, Heavenly 
Teaching and other emerging religions have been 
brought to the world and encountered changes 
and breakthroughs over time. Such diversity in 
religious development can be seen as a unique 
achievement of Taiwan, which also has created 
notable academic advantages. Given the changes 
of the situation in academic and religious circles, 
the Center was transformed to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in 2013.

The Center conducts research focusing on 
Chinese religions, gathering the existing and 
abundant resourc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es of NCCU and integrating 
rela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resources to push for cross-collegiate and cross-
disciplinary Chinese religious research. 

The Center publishes the biannual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and hosts various seminars in 
the hope of serving as a platform for academic 
exchang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religions 
and of interacting with vario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groups.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is to build a database of 
Chinese Religions and to become an academic 
center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hievements

The Center recruited three recruited three 
research fellows in 2015: Dr. Lin Chen-yuan, Dr. 
Chen Shih-Chung, and Dr. Hsieh Yao-te. Dr. Lin 
is awarded a 3-year research project fellowship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onduct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local Daoism.

 █ Academic Journal Publication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ims to integrate 
the personal resources of diverse religions, 
schools and associations to promote academic 
research centering on“Chinese Religion.” The 
Center publishes the academic journal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twice a year regularly. Being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it welcomes 
submissions related with Chinese religions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bi-
yearly journal regularly publishes articles, using 
blinded peer review. It also plans to publish 
some special issues focusing on certain topics in 
the future.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ooperation

1. Signed contract with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o establish a database of religious subjects 
and terms in 2014 and completed the project 
in 2015

2. The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Project 
with I-Kuan Tao

(1) Short Term Visiting PhD Student: PhD 
Candidate Chung Chuan-huang,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pril-
June, 2015.

(2) Graduate Student Fellowship: Suhyun Lee,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NCCU.



199

The C
enter for the Study of R

eligion Introduction

3. The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Project 
with Wei Xin Zong

Short Term Visiting PhD Student: PhD 
Candida te  Hung Wei-yang ,  His 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hD 
Student, Psycholog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4. The Center will launch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roject on Or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Buddhism and Daoism in 
China with Purdue University an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anuary 1 , 
2016~December 31, 2017.

 █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1. The Grand Opening of the Wenshan District 
Religions Exhibition was held in the Future 
Hall of th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n March 24, 2015.　　　　　　

2. Co-sponsored the series activities of the 
Religion Week on campus with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NCCU, 
during May 11-17, 2015.

3. Co-sponsored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ross-Cul tural  and Rel igious 
Studies with Purdue Universit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une 8-10, 2015.

4. Co-sponsored the 2015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for Religious 
Studie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une 14-15, 2015.

5. The members of the Center attended and 
gave five present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Religions held by Daejin University in 
South Korea, July 25-August 1, 2015.

6 .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houghts of Buddhâvata saka in East Asia, 
was held on September 9, 2015.

7. The Third Conference on the Indigenou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was held on November 13-14, 2015.

8. Workshop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Philosophy in th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was held on December 4-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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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大深耕：2015 年成果展現
本校執行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以「成為亞太地區人文社科學術重鎮」、「培養世界公民與

未來社會領導人」為計畫願景，投入六項發展工作，分別為：拔尖研究領域計畫（包括兩岸關係

與中國研究、選舉研究、創新研究）、教學卓越計畫、提升研究成果社會影響力計畫、人文社會

科學學術資源服務平台計畫、組織創新與人力發展計畫、國際學城計畫。

本校不只學生素質優異，同時在教學、研究、國際化、公共服務表現方面，也俱屬國內大學頂尖。

近年國家面對全球化、新興國家市場崛起，再加上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法政財經外交語言等人才

需求孔急，政大的獨特性更形重要。部分跨領域研究議題，如：「兩岸關係與中國研究」、「民

主選舉研究」、「創新研究」等，非但是最佳區域性研究議題代表，其研究成果可以對國家社會

發展作出具體貢獻，且在國際學術界已建立一定聲望。

由本校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學位學程（IMBA）四位學生共同組成的「IMPCT」團隊，獨創為

貧民窟幼童打造的「微型教育投資平台」，榮獲 2015 年商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霍特獎」（Hult 
Prize）全球冠軍殊榮，一舉擊敗來自全球如英國牛津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美國坦帕大學等

國際名校，並由該獎項創辦人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手中，接下冠軍獎盃及首獎美金 100 萬元創業獎

金。2015 年國內知名媒體《遠見雜誌》發表之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以科系排名，在「人文 / 社
科系」畢業生的表現，本校排名第一，在「商管 / 財經系」、「媒體 / 傳播系」畢業生的表現，

本校均列第二，顯示本校在培育人才方面的表現，為國人所肯定。只是與其他綜合性大學相比，

本校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之各種特色成果不易在世界大學排名資料庫中呈現。

一、拔尖研究領域計畫
 █ （一）兩岸關係與中國研究領域

本計畫從歷史觀照出發，探究中國崛起對臺灣以及區域安全之間的相關問題。本計畫進展迄今已

有相當成效，包括協調建立研究團隊、強化英文進行學術發表、推動設立相關教學課程、與國際

一流頂尖大學建立密切之合作關係，這些努力已有顯著成果。

1. 在學術出版方面：

2015 年已出版專書 14 本，累計國內外期刊已發表 190 餘篇，其中包含 SSCI 期刊論文共計

42 篇、TSSCI 期刊論文共計 58 篇、THCI Core 期刊論文共計 10 篇；以及累積超過百篇之

Working paper。為建立以中華民國為主體的史觀，編纂完成《中華民國發展史》，並推動國

民政府時期政府機關、國營企業、非政府組織、重要民國人物的文書徵集的近現代史料數位

化，且接管「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這些工作已有可觀之成果。

2. 在教學上：

本計畫除建構不同主題之資料庫外，並開設多項國際課程，其中包含與國際合作執行之夏日

課程，以及擴大辦理兩岸菁英學人 / 學生蹲點互訪研究夏日課程。另也逐步將各團隊累積的

學術能量，以通識課程配合翻轉教學的方式，讓學生更容易認識現代中國發展的各個面向。

3. 在國際合作上：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與全球頂尖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維吉尼亞大學、

英國劍橋大學、德國杜賓根大學持續合作進行研究計畫。法學院與德國慕尼黑大學合辦「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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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學院」與日本東京大學、一橋大學合辦「臺日法學院」。與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

心以及東南亞國家主要大學，共同合作創辦「東南亞研究中心」。其他研究主軸同時亦與美

國、德國、日本、韓國、香港等大學建立密切關係，進行研究和培育人才合作。

本計畫每季對全球發行中英文電子報，與中國研究學界分享各項成果。同時，本計畫強化既

有之英文《Issues & Studies》、《政策研究》(Strategic Vision)、《中國大陸研究季刊》。在

人文領域發行《東亞觀念史》集刊，法學領域出版《中國法研究》中英文期刊。

4. 在學術影響力方面：

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研究，不只具有學術性，亦深具政策建議與政治社會影響力。在本計畫

內，多位主持人曾擔任政府公職（陸委會副主委、諮議委員、國安會委員等），同時接受多

項政府委託之國際研討會，計畫成果對於政策制訂有一定的參考作用。此外，本計畫對中國

政治社會的發展已經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政大的中國法研究已經成為中國知名大學之學者與

學生來訪和學習的據點，其研究和互動影響中國現今立法方向。其次，藉由全盤研究中國法

制發展的脈絡，已成為臺灣法學領域研究中國法制發展的重鎮，提供政府在面對兩岸議題時

之施政參考；中國非政府組織以及基層治理研究團隊，藉由近年來密集的邀訪與合作，已成

為中國非政府機構與公民社會活躍人士來訪與研究的重要平台，讓臺灣的民主經驗間接影響

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最後，本計畫支持的農村研究團隊，因為深入農村社會辦理英語教學

營，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支持，另結合中國農村志工服務證照，獲得教育部優等教案之殊榮，

已持續發揮臺灣對中國農村發展的影響力。

本計畫的研究能量與影響力，在臺灣已具有領先地位，更積極與世界一流大學建立合作平

台，建立國際能見度，在政治社會發展也發揮了影響力。本計畫期望在中國研究各領域逐步

建立亞洲領先地位，成為臺灣做中國研究的人才培育基地，以打造東亞中國研究重鎮，朝世

界一流努力。

 █ （二）選舉研究領域

「民主選舉與公民參與」計畫（Election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簡稱 ECP）執行單位為本校選

舉研究中心（Election Study Center, ESC），由本校黃紀講座教授擔任總計畫主持人，除選舉研

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皆為本計畫之主要團隊成員外，另結合校內外及國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共同組成

ECP 團隊。本計畫團隊在有限的經費下，仍維持高品質的研究成果。

1. 學術出版：

2015 年共發表中、英期刊論文 30 篇，其中 13 篇收錄 TSSCI 期刊、6 篇收錄於 SSCI 期刊、

1 篇收錄於 SCI 期刊；中、英文專書篇章共計 5 篇，中、英文研討會論文共計 43 篇。其中

英文專書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and Executive-Centric Theory: Taiwan, Japan and 
Beyond 已在 2014 年 5 月通過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最終審查，即將在 2016 年出版，

這部探討臺灣、日本、泰國、俄羅斯、紐西蘭等國家的選舉制度變遷的專書，完整涵蓋政

黨競爭、競選過程、各國實例；另一本英文專書 The Taiwan Voter 之撰寫及編輯，業已通過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兩輪的審查，預計 2016 年可完成簽約、2017 年出版，這將是國

際知名出版社所出版的第二本討論亞洲國家選民行為的專書。

2. 研究成果特色：

(1) 學理上，提出創新之「選制知識的選舉週期理論」（electoral cycle theory of electoral 
system knowledge）及融合之「選制鑲嵌於憲政體制論」（electoral systems embedded within 
constitutional systems）；(2) 實證上，分析社會分歧之演變與選制及憲政體制間之互動關係，

綜合宏觀與微觀，更深入理解臺灣人、中國人及雙重認同之長期趨勢與意涵；(3) 調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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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發中文化「電腦輔助面訪系統」（e-CAPI）與「線上調查實驗室」系統（Pollcracy 
Lab），讓個體民調資料蒐集更有效率，並可與宏觀資料之「政治地緣資料庫」（TPGIS）

密切結合，相輔相成；(4) 政策建言與選舉實務影響上，將 ECP 跨國研究之心得學以致用，

與中選會、陸委會等機構合作以民調實證資料作為政府施政之基礎，並協助政府規劃評估電

子投票（e-voting）循序漸進之可行方案，以利提升公民參與。

3. 跨國團隊：

本團隊以第一期頂大計畫「亞洲選舉研究」（Asian Election Studies, AES）建立的平台為基

礎，近幾年繼續推動在韓國（2011 年、2014 年）、日本（2012 年、2015 年）與臺灣（2013
年），分別舉辦 AES 第三至七屆國際研討會，另已積極準備 2016 年在本校舉辦第八屆 AES
國際研討會。

4. 教學與人才培育：

選研除長期培訓民調人才外，自 2011 年起與中研院政治所合辦的「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IPM），在團隊推動下已與美國政治學會「政治學方法論

學社」（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密切合作，自 2012 年起由該學社配合年度講授

主題，提供一流師資以英文授課的方式，共同培育亞太地區更多的實證研究人才。2013 年
IPM 並榮獲美國密西根大學 ICPSR 認證為合作夥伴，使選舉研究中心成為實證方法在亞洲

的人才培育重鎮。

 █ （三）創新研究領域

創新強國的目的在於提供精緻的生活品質與創造普遍的財富，而欲實現此願景，必須超越科技與

製造業之創新思維，並擴展至社會層面，因此，本「創新研究 - 以人為本之在地創新」計畫，共

有四大主軸，包含心腦學領域的「創新的科學與人文基礎」、文創領域的「文化創意產業之發

展」、傳播領域的「傳播 / 資訊之演化與創新」與商學領域的「服務創新與電子商務」，為一個

跨領域組成的研究計畫，由吳靜吉教授擔任計畫總主持人，在執行五年頂大計畫後已累積相當成

果。

1. 學術研究面：

在研究產出上，四大主軸 2015 年出版專書 7 本，累計出版期刊論文 446 篇，其中 SCI/SSCI/
A&HCI 類論文 237 篇、TSSCI 類論文 71 篇。2012 年集結兩年研究成果舉辦「創新研究之跨

領域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匯聚國內外創新研究學者相互交流，藉此建立跨領域創新智慧

的交流平台、提昇國內創新學術網絡之跨界國際視野與連結，鑑於成效良好，已於 2014 年
舉行第二屆研討會，另已積極規劃 2016 年第三屆研討會。

2. 教學與人才培育面：

將創新實證研究形成教學個案延伸至教學課程之中，2015 年執行成果共完成 3 件本土化個

案教材。自 102 學年度起與臺師大、臺科大合作開辦「創意設計實務學程」，以培育創新實

務人才，第一屆及第二屆學程學生作品已有 6 件獲得專利，成果斐然。此外，舉辦「Design 
for X」系列論壇、「Design for doing」系列工作坊暨「臺北的未來，價值由你決定」、「青

年創意 ‧ 翻轉偏鄉：MAKER 行動實驗計畫」提案大賽等活動，透過產官學界共同探討創

新前瞻議題，使政策或法令更符合時代需要，另透過師生參與，由做中學鼓勵學生實踐創意、

開拓視野，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社會實踐上，逐步成為未來學術發展及影響力擴散的典範。

3. 產業連結面：

以臺灣當前關鍵議題與產學界進行合作與研究，如：與宜蘭縣數位中心合作研發 uvoyage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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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平台；與創意引晴旅遊手札合作 FunTrip、HuayuNavi、Plastoy App；整合過去研究成果建

立「整合性策略價值管理系統（ISVMS）」，已通過臺灣及大陸之商標權申請；開發「JoJoSan 
行動秒殺搏來客應用平台」，開創散播優惠資訊吸引顧客上門的簡便即時行動管道，替消費

者、實體商家以及網路平台帶來多重經濟效益；與故宮合作，探討如何有效地利用公司或

組織的社群媒體或 APP 遊戲進行創意行銷，並及時掌握分析市場變動；參與執行經濟部一

般型學界科專「區域智慧資本 3 年計畫」，以宜蘭為實踐基地，整理宜蘭的創意城鄉發展模

式，以為其他城鄉之參考；接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委託執行「跨社群平台訊息傳播與

議題發掘」研究計畫；與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進行產學合作，追蹤調查臺灣民眾暖化意識，

透過記者會發佈合作結果，做為環境教育與宣導參酌；與驊陞科技合作推動自有品牌「Light 
Farm」光合齋系列產品在智慧綠能的發展；協助世平集團建置採購決策支援工具，促進產業

供應鍊管理之升級；此外，還與中華電信、薏藍科技、華達數位公司等進行產學合作案。

同時將創新研究延伸至創業實踐，成立臺灣第一個共有微型辦公室「創意創新創業交易所」，

帶動政府與民間單位，如：臺北市政府、資策會、臺鐵、卡市達創業加油站等，皆開始提供

微型創業和自由工作者創業空間。隨著本校 2015 年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的成立，已將原

「創意創新創業交易所」吸納整合，啟動創新創業平台，除提供實體進駐空間，亦提供創新

創業相關研習活動、業師輔導、天使基金等資源。

而由溫世仁基金會贊助發行的服務創新電子報亦已於 2013 年 7 月份正式發行，目前持續出

刊，定期將最新科技訊息讓社會大眾周知，藉以傳達創新與創業相關知識。

4. 國際接軌面：

與本計畫有合作連結的學校包括：英國倫敦大學、曼徹斯特大學、華芮克大學、蘭卡斯特大

學、牛津神經倫理學中心、德國波茲坦大學、澳洲西澳大學、美國杜克大學、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雪城大學、上州醫學大學、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心理健康研究院、日本明治大學、滋

賀醫學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北京大學等。

此外，也透過團隊形式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如 2015 年亦帶領學生赴新加坡管理大學參

加 2015 亞洲青年創業峰會，藉此持續擴大國際創新平台的建立。

服務創新及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已於 2013 年起正式發行在國際電子商務領域排名第四的《電

子商務研究期刊》(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本刊由商學院講座教授梁定

澎、資管系教授苑守慈與普渡大學教授 Prabuddha De 以及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教授 Melody 
Kiang、Robert Chi 擔任共同主編。本期刊為臺灣第一本進入 SSCI 的商管領域國際學術

期刊，並獲科技部補助。而梁定澎講座教授於 2014 年 12 月得到美國資訊管理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AIS）肯定，獲頒「Leo Award」終身傑出成就獎，表彰

其對資管領域的創新與貢獻，也是華人世界首位獲此殊榮者。

二、教學卓越計畫
在教學卓越方面，本校分三個層面強化教育成效，一是持續深化通識教育及書院教育內涵，推動

「以書院為核心之博雅教育計畫」，二則透過學院特色計畫，強化學院專業辦學特色，三是強化

學生學習成效。

 █ （一）在通識教育方面

已達成幾項目標：103 學年度共增撥 18 個員額，結合系所專業發展核心通識課程；開設 22
門核心通識課程健全跨領域知識基礎；成功建置通識課程地圖，縮短開課端與修課端目標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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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提升 TA 制度的專業成效，全面進行設有 TA 課程之進班觀察與檢討輔導；完成核心能

力評量尺規、學生學習成效自評與互評量表、核心能力學習成效追蹤問卷並實施。

 █ （二）在書院教育方面

在硬體部分，已完成山上校區生活學習圈相關規劃與建設；在學習軟體部分，推動新生書院

及主題書院，讓「學習無所不在」的教育理念，透過住宿學習與自主學習，在不同學習階段

實踐落實。

新生書院已達成大一新生集中住宿的目標，相關實驗性措施都已逐步制度化，如：在「國立

政治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準則」增設「書院通識」，推動「新生定位」及「行動實踐」二類課程； 
2015 學年度起增加每周一次的 HAPPY HOUR 活動，讓新生自由參與聊天聚會，透過宿舍成

員豐富、多元背景，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中擴展新生視野，體會不同背景的思考與反應、學

習群體關係，增加批判反省的能力，達到書院培養全才的目標。

主題書院係以大二學生為主要對象，目前推動的是博雅書院、國際發展書院、X 書院，總

計 778 名院生。博雅書院課程幫助學生獲得面對未來需要的文理基本知識及思考方法，同時

透過學習活動孕育博雅精神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院生共同自主歸納博雅書院核心價值為「榮

譽、知識、關懷」。國際發展書院讓學生在課程和住宿學習的過程有系統地拓展國際視野，

將國際歷練視為重要的學習目標，並有能力轉化各項跨文化學習經驗，連結至本科專業和未

來生涯的發展。Ｘ書院創意的招生方式、課程、體驗活動、如家住宿文化等，「以創意實驗

教育、用行動打造未來」影響本校與國內各大學對「創意教育」的重視和「未來大學型態」

的想像。

 █ （三）在學院特色發展計畫部分

目前各院均訂有明確且極具突破創新的策略據以推動，也已看見初步成果，如：文學院所進

行的文史哲基礎課程整合；理學院發展臨床心理學與行動科技、職場心理健康、認知神經科

學等的跨領域學術研究團隊；社科院以「深化兩岸四地研究合作架構」帶動教學與社會實踐

創新；法學院結合日德名校共同合作之全日語及全德語夏日學院；商學院辦理全院碩、博士

班必修課程「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及「學術倫理」（屬全臺商學院的創舉）；外語學院運

用本身多語種的特性，建置學習者語料庫；傳播學院推動院實體化、院統招及大一二不分系

等。

 █ （四）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輔導與檢討面向

本校已於 101 學年度全面更新教學意見調查問卷設計，增加期中回饋機制及各領域特殊題

目，建立教師輔導機制、營造新進教師社群、推動教學資源網路化、建立教學助教管考輔導

制度、培訓博士班兼任講師、研訂數位學習發展策略，以加強對教育品質的把關。特別是當

「學生學習成效」已為世界各先進國家設定為主要的大學評鑑重點時，本校也配合教育部授

權學校自辦外部評鑑的機會，重新檢討並制定各系所專業教育及全人通識教育之「單位」學

生學習成效考評機制，如課程地圖、學生學習反思歷程檔案、核心能力評量尺規 (Rubrics)、
學生自評與互評量表、核心能力學習成效追蹤問卷等，這些工具研發都已完成並進入實施階

段。另 2011 年起也在本校講座教授王平院士領軍下，組織校內教師，利用經濟學工具，針

對入學方式和學習環境評估政策如何影響學生課業及未來成就。

本校深信沒有好的教育品質，不足以名列頂尖大學之流；我們也有信心，政大不只擁有重視

教學的傳統，積極投入建構完整教育成效追蹤機制之努力，待運作成熟，將可成為各校人文

社會科學教育興革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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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研究成果社會影響力計畫
催化人文社科學術正常發展，發揮人文社科新的社會貢獻與影響方式，並擴大學術影響力，是本

期計畫新增本項子計畫的目的。

一般具有深遠影響力的人文社會科學著作絕大多數都是「專書」，此一傳統正因市場化趨勢以及

對期刊收錄資料庫的誤用而日漸動搖。本校著眼於學術的長遠、文化效應，積極鼓勵專書寫作及

多語種學術著作發表，目前在幾個重點研究領域提出的成果中，都可看到專書出版數量大幅成

長，多項已出版或即將付梓之英文專書更是由國際知名人文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政大出版社所堅持之學術專書審查制度，更為國內學界所肯定，2015 年已出版人文、社會科學

及法學領域 15 本中、英文專書，其中更有多本專書榮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學研究中心補助

出版」，展現不錯的成果，另為推廣大學出版社，本校已於 2013 年起首度參加臺北國際書展，

並陸續參加其他相關國內外書展，如亞洲 AAS 書展、美國 AAS 書展、新加坡書展、馬來西亞書

展、香港書展、北京書展、上海書展、廈門書展等，積極開發學術出版能量。

此外，加速現有學術期刊國際化及發行政策取向期刊，亦為本校新的努力重點，如《Issues & 
Studies》英文期刊已列入 Scopus 期刊並與 EBSCOhost 以及 Jstor 簽約加入大型國際期刊網、另

2013 年與普渡大學共同發行《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TSSCI 期刊《中國大

陸研究季刊》加入 Jstor、TSSCI 期刊《教育與心理研究》加入 Scopus、發行中英文雙語《NCCU 
China Law Review》、發行《Strategic Vision》。

在頂大計畫經費和校務基金的支援下，本校成立研創中心，除有實體建築外，也透過計畫經費將

研創中心建置為整合創新、教學、研究、育成單一窗口的服務形式，精簡服務流程，提高行政效

率。研創中心已於 2015 年 3 月正式啟動，除結合既有之校級研究中心能量外，亦整合原公企中

心所屬的創立方共同工作空間，使創立方的精神與資源持續於研創中心發揮，並建置創新創業平

台，推動產學合作，如：設立標竿企業實驗室，目前已有台達電子、溫世仁文教基金會進駐。

提升學術研究能量同時，本校亦積極建立學術聲望，希冀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鎮的角色提高學

術研究價值。因此，本校積極推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觀念，建置研究倫理委員會，並加強本

校教研人員對研究倫理的重視程度，提升研究倫理送審案件，截至目前已受理 60 件審查案。

四、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資源服務平台計

畫
傳統人文學研究仰賴圖書文本資料、社會科學研究則望重田野研究及調查數據分析，然而資訊科

技日新月異，運用數位技術翻新資料蒐集及典藏方法、輔助學術研究、擴大資料理解與運用型式，

甚而帶動新的學科發展，已為不可逆之勢。本校身為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重鎮，無法迴避此一趨勢。

本校持續支持各重點研究資料庫之發展，如亞洲選舉研究資料庫、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產業創

新資料庫、中國大陸社會抗爭資料庫、中國能源政策資料庫等；另同步整合相關系所之力，全力

推動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軟硬體轉型為數位圖書館並兼具社會調查中心功能。短短幾年，社會科學

資料中心不只在硬體設施上耳目一新，更在資料庫資料多元展現，以及資料庫強化學術發展上，

累積相當成果。其中具特色者，如：「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 (1830-1930)」、「中

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臺灣總督府 ( 官 ) 報人事資料庫」、「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

料資料庫」等，都已具備相當規模。當中之「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 (18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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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嘉惠學界人士、建立國際合作網絡、整合學術社群，也在推廣數位人文及觀念史研究上，擴

大了政大的學術影響力，截至目前共計 443 次使用紀錄、搜尋 2734 筆關鍵詞，據此發表文章約

100 篇。

2013年數位人文正式成為科技部人文處下的一個新學門，並對全國徵求數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

本校通過率與通過計畫數均為各大學校院之冠，證明本校已從數位典藏邁入數位人文研究。數位

人文在政大，已具備多個成熟的跨領域合作團隊，2015 年 3 月正式啟用的研創中心，計有 11 個
數位人文團隊進駐，領域橫跨社會、傳播、人文、心理、資科、商學、國際關係等各領域，在頂

大計畫經費支持下，「數位人文」已逐步成為政大新的學術亮點。

五、組織創新與人力發展計畫
本校對於新進助理教授、特聘教授、講座教授以及教學和服務特優之教研人員皆訂有完整的彈性

薪資制度。每年投注 15% 左右的頂大經費用於彈薪方案，多位延攬自國外知名大學之長駐型講

座教授，亦積極投入教學研究行政工作中，如唐揆講座教授（來自普渡大學）任商學院院長、錢

致榕講座教授（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博雅書院總導師、Prof. Evan Berman 為國際知名公共

行政學者在 100-101 學年度擔任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主任、張廣達院士任講座教授並投入

文學院及博雅書院授課等。校方及部分學院更訂有人力發展政策，搭配募款計畫，期可擴大人才

延攬之效。

此外也因應高教環境快速變遷，調整並建置符合時宜之行政單位，另在本期計畫中更致力於突破

研究部門與學術部門之間的藩籬，2012 年本校已發布施行鼓勵教學研究單位合流方案，此舉將

有效加速國關中心及選舉研究中心等建制性研究部門學術力量引入教學部門。2015 年已有半數

研究人員為跨研究中心及學院合聘人員。

六、國際學城計畫
近年投入耕耘的是如何建設一個更具國際氛圍、特色與內涵之大學城，以吸引更多國際菁英來到

政大，在校園裡、在社區中既縱情於所學，又可讓全球文化特色融入周遭，創造政大學生更多學

習成為世界公民的機會。

 █ （一）在辦學國際化方面

目前本校已有「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國

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亞太研究英

語碩士學位學程」、「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國際研究生博士

學位學程」等 7 項全英語學位學程。各學程均深具特色，吸引優秀國際學生就讀，其中不

乏畢業自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等名校學生，相較於國內其他大學，實屬不易之

成就。

103 學年度本校境外生已超過 2 千人，超過全校學生比例 12% 以上，相較於 102 學年度全

學年的 1,887 人，增加了 100 多人，可預期的 104 學年度全年度境外生人數將再創新高。而

在薦外與外薦學生人數方面，100 學年度薦外和外薦人數均首度突破 4 百人，並達到薦外與

外薦的平衡交叉，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薦外生達 377 人、外薦生達 341 人，均能維持一定數

量。整體而言，國際學位生以來自亞太地區學生居多、美洲次之；在外薦交換生部分，則

以歐洲國家學生為主，前十名分別是：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韓國、西班牙、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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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香港、丹麥等。境外生大幅成長，顯示本校辦學國際化的水準獲國際所肯定。

除了提供質與量均佳的全英語課程，以吸引國際學生穩定就讀外，本校亦開辦國際夏日課

程，提供一般國際學生及姊妹校學生利用暑假期間到校修讀中華文化、亞太經貿、華語學

習。

為使學生國際化學習更為具體，除了交換生計畫外，也透過鼓勵研究生參與國際會議或出

國短期研究、推動學生海外實習、開設寒暑假海外短期學習課程、鼓勵學生從事海外志工、

參與海外社團等獎補助措施，擴大學生國際學習綜效。原定的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學

生國際學習歷練 30%-30%-30% 目標，103 學年度已達 28%-13%-14%，將再持續努力。

為能蓄積國際化能量與擴大國際影響，研擬將國際化透過聯盟的方式，經由國內跨校合作

擴大國際化的觸角，採整合或互補的模式，如聯合宣傳、交換生跨校選課、共同規劃英語

課程 / 營隊等，此一構想已著手進行，初步合作協議已於 2015 年 12 月由政大、陽明、清華

及北藝大等四校共同簽署。

 █ （二）在發展國際大學城方面

配合指南山莊校地取得，本校運用頂大計畫一小部分經費完成校園及國際大學城規劃，也運

用學校經費投入相關建設，並藉由日漸蓬勃的國際化教育帶動社區發展地球村內涵。以下是

利用學校經費但同為打造國際學城理念而努力之幾個重大進展：

1.打造符合國際水準之教學、研究、生活空間。2015年 3月正式啟用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同時指南山莊已完成移撥。另已陸續推動體育館與田徑場整修工程、法學院館興建計畫、

公企中心興建工程、校園東側圍牆景觀改善工程。新的場館與校地，將讓政大辦學特色

有更充裕的環境烘托與支持，產生更巨大的學術力量，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性大學。

2. 以大學作為「社區知識樞紐」，帶動文山社區發展成為國際大學城。本校設置社區合作

發展委員會，秉持扮演「社區知識樞紐」的社會服務精神，與社區居民共同解決社區發

展問題。此外結合指南山莊新校區開發，配合政府單位推動本校周邊地區的都市更新計

畫，爭取捷運環狀線南環段「政大站」的設立，希望可加速周邊生活環境品質之改善，

提升本校對外交通的便利性，以吸引更多國際學人及交換學生至本校從事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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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of the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In i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is following a project vision to make NCCU “Become a leading center 
of academic excellenc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Cultivate 
‘world citizens' and people who will lead society in the future.” To realize this vision, NCCU is focusing 
on six key areas: Top Research Fields Project (cover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China Studies, Election 
Studies and Innovation Studies), Teaching Excellence Project, Improv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ocial Impact Projec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ources Service Platform Plan, 
Human Resource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lan,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own Plan.

NCCU recruits good students, and ranks among Taiwan's leading universities in terms of teaching, 
researc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been faced with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the markets in emerging countries, an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cross-
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s a result, there has been growing demand for talent in the 
areas of law,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finance, business, diplomacy and foreign languages, etc. In this 
new environment, the features that make NCCU stand out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In som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s – such as China-related research and 
research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search on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 NCCU 
is more than just a leader in regional research issues, it is also able to provide research results that make 
a meaningful,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ward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joys 
significant prestige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Team IMPCT,” comprising four students enrolled in NCCU's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MBA) program, developed PlayCares, a revolutionary micro-equity education 
investment platform designed to help young children living in urban slums, which won the 2015 Hult 
Prize (the “business world Nobel Prize” ), defeating rival teams from leading universities such as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U.K.,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Canada, and the University of Tampa in the 
U.S.A. Team IMPCT received their award, together with US$1 million in start-up funding, from former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Global Hult Prize Competition). In a survey 
conducted in 2015 by leading Taiwanese magazine Global Views Monthly to find out which domestic 
universities' graduates are most sought-after by employers, NCCU ranked first in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s” category, and second in th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s” and “Media Studies /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s” categories. These results are a tribute 
to NCCU's achievements in talent cultivation. Compared to other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NCCU has 
shown many strength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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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results achieved in the six key 
areas are summarized below:

 █ 1.Top Research Fields Project

(1)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China Studies

In this research area, NCCU has take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 its starting point, seeking to 
explore th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China on Taiwan and on regional security. 
Significant results have already been achie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earch in this area, 
including coordin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research teams, strengthening researchers' 
ability to present their research results in English,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teaching 
programs, and establishing close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s with leading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NCCU's hard work in these areas is already starting to bear fruit.

Academic publications: As of 2015, NCCU researchers have published 14 books in this field, and 
have had a total of over 190 papers published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journals (of which 42 were 
published in SSCI journals, 58 in TSSCI journals, and 10 in THCI Core journals), along with over 
100 working paper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NCCU's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continues to collaborate on research 
projects with leading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Tübingen 
University in Germany. NCCU's College of Law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Munich on 
organizing a “Taiwan – Germany Law Summer School” and with Japan's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on organizing a “Taiwan – Japan Law Summer School.” NCCU has also 
collaborated with Kyoto University and several leading universities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t NCCU. In other research areas, 
NCCU has developed close ties with universities in the U.S., Germany, Japan, South Korea and 
Hong Kong, collaborating with them on both research and talent cultivation.

Within Taiwan, NCCU already enjoys a leading position in terms of its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influence in this area. NCCU is working actively to establish platforms for collaboration 
with leading global universities, aiming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and influence.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op Research Fields Project, NCCU will be able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 leading position in Asia regarding China-related research fields, become a 
major center of China-related research talent in Taiwan, and cement itself as a world-leading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a within the East Asia region.

(2) Election Studies

NCCU's Election Study Center (ESC)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lection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ECP) programs, with NCCU Chair Professor Chi Huang serving as project 
coordinator. All of the ESC's researchers are key members of the Top Research Fields Project, and 
a dedicated ECP team has also been formed in conjunction with scholars in related fields at NCCU 
and other Taiwanese universities, and also overseas. Despite the limited funding available, high-
quality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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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ublications: In 2015, NCCU researchers published a total of 30 papers in Chinese- and 
English-language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of which 13 were published in TSSCI journals, 5 in 
SSCI journals and 1 in an SCI journal), along with 16 chapters in Chinese- and English-language 
books and 43 Chinese- and English-language conference papers.

Teaching and talent cultivation: Besides undertaking the long-term cultivation of public opinion 
poll specialists, since 2011 the ESC has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on the holding of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IPM) camp. With support 
from the ECP team, the NCCU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 in 
the U.S.; since 2012, the Society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courses taught at NCCU, arranging for 
first-rate instructors to teach classes in English, and working together with NCCU on the cultiv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talen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2012, NCCU's ESC was awarded ICPSR 
certific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onfirming the ESC's status as a major center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talent in the Asia region.

(3)  Innovation Research

The goal of becoming an “innovation superpower” is to provide a high quality of life for people 
and foster wealth creation at every level of society. To realize this vision, a country needs to go 
beyond the approach to innovation taken in the hi-tech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extending the 
scope of innovation to the social sphere. NCCU's Innovation Research – Human-centric Localized 
Innovation Plan has four key research areas: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Foundations of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Mind and Brain Scienc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Innovation and 
E-Commerce. This is thus a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ject. With Dr. Wu Jing-jyi serving as 
coordinator, the project has already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Academic research: As regards research output, in 2015 NCCU researchers published 7 books in 
the four key research areas; NCCU researchers have now published a total of 446 journal articles 
in these areas (including 237 articles in SCI, SSCI or A&HCI journals, and 71 articles in TSSCI 
journals). 

Building international linkages: The research team is collaborating with several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oversea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Lancaster University and the Oxford Center for Neuroethics in the U.K.; 
the University of Potsdam in Germany;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Duk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yracuse University and SUNY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Research in Canada; Meiji University and 
Shiga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 in Japan; Chulanlongkorn University in Thailand;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in China, etc.

 █ 2.Teaching Excellence Project

As regards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Project, NCCU has been working in three areas to strengthen its 
teaching performance: (1) Deepening the scope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provided by NCCU,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llege-Focused Liberal Arts Teaching Plan.” (2) 
Working to enhance the unique strengths of NCCU's individual colleges. (3)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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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Improv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Social Impact Project

With support from the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and from NCCU's Endowment Fund, NCCU 
has established the NCCU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ncubation Center. The Center is more than just a 
physical facility; project funding has been used to develop the Center as an integrated, “one-stop” portal 
for innovati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incubation, with streamlined service providers that enhance the 
Center'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The Center formally opened in March 2015; besides integrating the 
capabilities of NCCU's existing university-level research centers, the Center has also taken over the shared 
incubation work spaces of the former NCCU Center for Public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helping to ensure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support it) remains alive 
and strong at NCCU. The Center also incorporates an Innovation-Incubation Platform, and is working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the university sector,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ividual laboratories within the Center in collaboration with leading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including DELTA Electronics and the Sayling We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 4.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Resources Service Platform Plan

NCCU continu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research databases, including the Asian 
Election Studies Databas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al Elites Database, Taiwan Industrial 
Innovation Database, Social Protest in China Database, and China Energy Policy Database, etc. NCCU 
is also working to integrate the capabilitie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graduate school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social science databases into “digital libraries,” so 
that they may serve as social survey centers. 

In 2013, “Digital Humanities” was formally recognized as a new discipline falling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MOST has encouraged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aiwan to submit applications for funding 
support for research projects relating to the digital humanities. NCCU ranks top among Taiwanese 
universities in terms of the percentage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roject application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as well as in terms of the absolute number of projects, reflecting NCCU's successful 
expansion from digital collection into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NCCU already has several well-
establishe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eams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NCCU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ncubation Center, which opened in March 2015, now has 11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teams working there. These teams undertake digital humanities related research in areas including social 
studies, communications, the humanities, psychology, information studies, business stud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tc. With funding from the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the digital humanities have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new academic focus for NCCU.

 █ 5.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lan

NCCU has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flexible wage system for newly-appointed assistant professors, 
visiting professors, chair professors, and other teaching and research staff who display outstanding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 performance. Every year, around 15% of NCCU's funding under 
the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is allocated to a flexible salary program, and NCCU now has 
several chair professors recruited from leading overseas universities who are teaching at NCCU on a 
long-term basis, and who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eaching, research and administration at 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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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own Plan

(1) With regards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operations, NCCU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seven degree programs that are taught in English: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MBA) program,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MICS),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MPIS),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Applied Economics & Social Development 
(IMES),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Asia Pacific Studies (IMAS), the International 
Doctoral Program in Asia Pacific Studies (IDAS), and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Human-Centered 
Computing (SNHCC) doctoral program.

Besides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high-quality courses taught entirely in English to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study at NCCU, the university also offers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programs, giving other overseas students (including students at NCCU's sister universities)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anguage, th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etc. at NCCU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2) With reg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own, NCCU has taken advantage 
of the university's acquisition of additional land at Chihnan Village to devote a small portion 
of the funding received under the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along with NCCU's 
own funds) towards the planning for the university's expans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own. In this way, NCCU is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the trend tow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education to stimulat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ider “global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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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共創： 

文化創意產業知識創造、創意加值、 

商品化與事業化交換樞紐計畫
三校合作文創計畫依據 2011 年 8 月 1 日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大學人文社會領域卓

越發展審查暨諮詢會議審議建議，由政大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三校以「創意」

作為整合主軸議題，擬定整合推動計畫。據此，三校以「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三校共同探討之領

域，共擬「文化創意產業知識創造、創意加值、商品化與事業化交換樞紐計畫」。 

此計畫是三校首次合作的大型整合性計畫，分二個階段思考。階段一（2011-2013 年）以強化各

自強項為主，從過程中逐步凝聚共同合作經驗與共識。在第一階段三校共同開辦了創意設計實務

學分學程；階段二（2014-2016 年）三校不只在經費也在合作內容上擴大規模，進一步提出創意

學院（台師大主責）、實踐型智庫（本校主責）與文創銀行（台科大主責）三項合作想法，讓三

校合作的力度與內容更具明確目標。

實踐型智庫：發揮公民共創的力量
由政大主責之實踐型智庫目標在於發展出具

影響力的政策智庫，以創意募集的方式，輔

以系列性的政策論壇，與實踐場域的結合，

探討在社會場域中確切所需之政策制定或法

令鬆綁等議題，而得以逐漸發展成為一「實

踐型智庫」。

藉由實踐型智庫的執行，讓三校到全國的大

學師生都能從學術思考提升到實際的行動，

成為「實踐」智庫的實行者（MAKER）。推

動策略以創意募集的方式，收集各界的創意或

在進行中之想法，加以聚焦；再以這些有實踐

意義的想法為重點，邀集學生參與設計規劃，並搭配工作坊邀請專家學者給予建議，在實作過程

中予以輔佐，而能逐步匯聚成果，看見創意想像的實現藍圖。

2015 年的實踐型智庫以「TED X Taipei Salon 城市想像」、「青年創意 ‧ 翻轉偏鄉：行動實驗

計畫」、及「思考匯聚：實踐青年議題論壇」為三大執行成果，共有 2 場大型成果展示活動、1
場工作坊、4 場政策議題論壇，總計約有來自全國各地數百位大學生一同參與實踐智庫計畫之執

行。

「TED X Taipei Salon 城市想像」與 
「青年創意‧翻轉偏鄉：行動實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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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The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 
Furth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c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formulation of a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plan involv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as the result of a recommendation made on August 1, 2011 by the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 Furth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c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view and Consultative Committee, which proposed that the three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innovation” as the basic theme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should formulate an integrated 
promotion plan. The three universities decided to focus o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 an area 
for common exploration, and jointly formulate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Knowledge Creation, 
Value-added Innovation,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Exchange Hub Plan”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lan” ). 

The Plan represent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se three universities have worked together on a large-scal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n. The framework adopted for the Plan's implementation envisages a two-
stage approach. In the First Stage (2011 – 2013), the main focus was on enhancing each participant 
university's individual strengths, and using this process to gradually accumulate experience and build 
consensus on where there is potential for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hree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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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Stage, the three universities jointly developed credit programs that emphasize practical innovative 
design. In the Second Stage (2014 – 2016), the three universities expanded the scale of their collaboration 
in terms of funding, and also put forward three proposals for collaborative projects: an“Innovation 
College”(implementation of which would be directed b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 “Maker 
Think-tank”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a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ank”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im was to establish clear objectives regarding the 
direction and content of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hree universities.

Maker Think-tank
The aim of the “Maker Think-tank” initiative, for whic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s chief 
responsibility, is to develop a policy think-tank that will be able to exert real influence. The Think-tank 
will canvas for innovative ideas, supplemented by the holding of systematic policy forums, and working 
closely with practitioners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field, to explore those issues where society 
has a clear need for the formulation of new government policies or for the relaxation of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etc. In this way, the new organization gradually develops into a truly practical “Maker Think-
tank.”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ker Think-tank” helps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s well as at other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aiwan, to take the step from academic 
thought to practical action, becoming “Maker Think-tank practitioners” or “maker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for the Think-tank concentrates on canvassing for innovation, collecting innovative ideas from 
all sectors (some of which may already b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and seeking to give them 
a more precise focus. These practical ideas can then serve as the key focus for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be involved in designing and planning, supported by the holding of workshops where experts offer 
advice, and by the provision of assistance during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so that a body of 
successful results can gradually be built up. This would create a roadmap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nnovation 
and imagination. The three big achievements of the “Maker Think-tank” in 2015 were the TED X 
Taipei Salon, Using Youth Innovation to Transform Remote Communities – Action Plan, and Thought 
Convergence: Forum on Youth Actualization Issues. 2015 also saw the holding of two large-scale project 
achievements presentation activities, one workshop, and four policy issue discussion forums, with several 
hundre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aiwan taking par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ker Think-tank”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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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萬順  
語言所特聘教授

何萬順教授專長於句法學、漢語語言學、計算機語言學。在其研究中他搜尋世界上七千多種語言，

整理出 450 多種分類詞語言，將分類詞語言以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在世界地圖上

呈現，繪製出目前全世界最完整的分類詞世界分布圖。透過歷史、遷移史和文化推理，大膽提出

「世界分類詞語言單一起源」的假說。他長期埋首鑽研語言學研究，卓越表現也獲得科技部 99年、

103 年度傑出研究獎。

Professor One-Soon He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CCU.

Professor Her organized more than 450 classifier languages, using them with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drawing a mapping these classifier languages on the world map. For this contribution, he 
received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in 2010 and 2014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is annually given to researchers whose studies are innovative 
and significant, raising Taiwan's academic status in the world.

◎ 年度人物焦點 /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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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威傑  
商學院國貿系助理教授

蘇威傑教授鑽研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並首度提出實證性研究，

發現企業政策與社會責任結合後、對財務表現的影響。他以美國 Fortune 500 大企業為研究樣本，

探討如何將多角化策略結合企業慈善，提升企業財務績效。經過證實分析後，他的發現為空泛的

理論提供有力的證據。這個突破性的實證研究，2015 年還登上國際頂尖學術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其傑出的研究表現獲得 2015 年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Professor Wei-Chieh Su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of Commerce, NCCU.

Professor Su'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empirical studies, he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following the combining of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social activities. Using American Fortune 500 corporations as research samples, 
he explores how multifaceted strategies combine with corporate charity to improve overall financial 
standing. Through analysis, he provided strong empirical proof for previously theoretical hypothesis. With 
such research, he was published in the 2015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nd was also recognized 
with the 2015 Tao-You Wu Memorial Aw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年度人物焦點 / 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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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延麟  
國務院東亞所助理教授

鍾延麟助理教授研究興趣是中共歷史。著有《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 (1956-1966)》，

曾在 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中國大陸研究》、《國

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他的專書在 2015 年榮獲

中央研究院頒發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Professor Yen-Lin Chung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CCU.

Professor Chung specializes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and has published several significant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journals on the major figures and political events in CCP history. He 
is also the author of the book Wenge qian de Deng Xiaoping: Mao Zedong de “fushuai” (1956–1966) (Deng 
Xiaoping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s “Vice Marshal” (1956–1966))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3). His book received the Scholarly Monograph Award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2015 from Academia Sinica.

◎ 年度人物焦點 /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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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定澎  
商學院資管系講座教授

梁定澎教授擅長運用資訊系統進行策略分析、知識管理、電子商務與服務創新，他的研究在學術

理論與實務應用上皆具極大價值。其研究成果在 Google 學術搜尋上被引用次數超過萬次，多篇

論文刊登《MIS Quarterly》及《Operations Research》等頂尖國際商管期刊。除獲國內多項獎項外，

於 2014 年也獲得美國資訊系統學會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AIS) 「Leo Award」

終身成就獎肯定。

Professor Ting-Peng Liang of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llege of Commerce, NCCU.

Chair Professor Liang specializes in information system strategy analysi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commerce, and service innovation. Liang's research, which has been cited over ten thousand times 
on Google Scholar Search, are of great value to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Some of his research has 
also been published in top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ournals such as MIS Quarterly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Besides being the recipient of multiple awards in Taiwan, he also won the Leo 
Award from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in 2014.

◎ 年度人物焦點 / 「Leo Award」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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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本校學術研究獎 
本校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自 95 年度公布，迄今已舉辦近九年，為本校展現研究品質的指標之一，

不只期待全校師長的支持與參與，讓優異的學術成果榮耀本獎項，也希望透過本獎項的產生過

程，形塑本校學術核心價值。故本獎項積極回應學術趨勢及檢討呼籲，自 101 學年度起在作法上

有所改變，包括：

一、 回歸學門分組，設人文學、社會科學 ( 一 )、社會科學 ( 二 )、自然科學及工程等四組，由

申請人自行選擇組別。

二、 著眼學術出版著作的高品質與影響力，取消過去計點作法，以出版著作之品質與影響力為

主要考量。

三、 適度公告得獎人獲獎理由，藉以樹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典範，形塑本校學術氛圍。

103 學年度為新制度施行第三年，面對學術日新月異，本獎項亦不斷調整，期能更公平客觀地評

選。研發處未來也將延續本獎項改革成果，並持續關注老師們在新興學術出版類型的發展，希望

日後對於不同型式、不同媒介和管道的多元學術價值，能逐步形成學術評鑑共識。

本學年度共有 5 位師長獲得審查委員高度評價，榮獲本學年度研究特優獎，另有 40 位獲頒研究

優良獎。

The University's Regulations Governing Incentives for Academic Research Awards were announced in 
2006, and have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sign of quality research. We are hopeful that the entire faculty 
honor this award with thei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through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addition, the 
Awards' judging process hopes to cultivate the University's core values. For this reason, the University 
adjusted the executive mode in 2012 in response to public opinion and developments in academia. The 
adjustments include:

1. Return to the previous application categorization by discipline groups. These groups are: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I, social sciences II,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 Judging criteria focuses on application's quality and academic influence, replacing the points 
system used previously.

3. Merits of the awarded applicants are announced when appropriate, in order to establish good 
exampl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and cultivate the University's academic 
capacity.

2014 was the third year under the adjusted mode. In this time, the Awards have adapted to academic 
developments, with the objective of further improving fairness and objectivity. The R&D Office will 
also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wards,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aculty's work in emerging 
academic areas, hoping that the Awards will gradually come to represent a paradigm for a multitude of 
academic values in various forms and mediums.

This academic year, five NCCU faculty members were honored with the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 
An additional forty faculty members were honored with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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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開  
理學院應物所特聘教授

楊志開教授於國內曾任國家理論科學中心物理組計算材料研究群召集人，對國內學界貢獻良多；

於國外持續及穩定地於國際優秀期刊發表論文，整體研究表現傑出，具國際水準；在近幾年於物

理學界拓樸絕緣體薄膜材料研究領域位居國內領先地位，也為國內第一原理電子結構計算領域代

表性人物。其傑出的研究表現，獲得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特優獎。

Professor Chih-Kai Yang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College of Science, NCCU.

Prof. Yang has been coordinator for the Focus Group of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Physics in the 
National Center of Theoretical Sciences, providing considerable academic services. In addition, he has 
continuously and consistently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s in high-impac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s. 
His performance as a whole is outstanding and up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Prof. Yang is one of the 
leading physicists engaging in the research of thin-film topological insulators in Taiwan. He is also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ab initio calculation of electronic structures in the country. Due 
to his outstanding research achievement, he won the 2014-2015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 from NCCU.

◎ 學術研究特優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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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健文  
社科院政治系 / 國務院東亞所特聘教授

寇健文教授長期耕耘中國政治發展及菁英研究，以菁英的團體派系結構和領導人的更替權力轉型

等重要研究課題，累積深厚的學術基礎與成果。其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一流出版社及中國研究頂

尖期刊如 The China Quarterly 及 China Journal 中，並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社群，為國內中共菁英研

究代表性學者。其傑出的研究成果，獲得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特優獎。

Professor Chien-Wen Kou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CCU.

Professor Kou's expertise areas include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lites. He has a profound 
academic basis and has contributed much to crucial research thesis in elite clique structures, power 
transformation. His research is published in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language journals, 
including The China Quarterly and China Journal. In addition, he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as an excellent representative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elites. Due to his 
outstanding research achievement, he won the 2014-2015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 from NCCU.

◎ 學術研究特優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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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維裕  
商學院國貿系教授

郭維裕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金融市場微結構」、「全球金融市場的共動性與結構性間斷」及「保

險契約脫退率與死亡率之動態行為」等議題。在其探討交易人行為的研究，是第一篇利用臺灣本

土的期貨與選擇權交易資料而順利發表於國際頂級期刊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的論文。整體

研究表現優異，研究成果具學術及實務應用價值，值得肯定。其傑出的研究表現，獲得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特優獎。

Professor Wei-Yu Kuo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of Commerce, NCCU.

Professor Kuo Wei-Yu focuses on market microstructure in financial markets, the co-movement and 
structure breaks betwee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dynamic behavior of lapse rates and mortality 
rates of insurance policies.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he authored the first paper published in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to investigate individual investors' behavioral biases in trading based on 
local TAIFEX futures and options intraday data. Overall, his research performance has been excellent, 
and the results have significant academic as well as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and deserve well-earned 
encouragement. Due to his outstanding research achievement, he won the 2014-2015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 from NCCU.

◎ 學術研究特優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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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特優獎 ◎

湛可南  
商學院財管系教授

湛可南教授研究主題橫跨公司理財與資產定價兩項領域，觀察企業行為如何影響股價報酬，並從

公司特徵以預測未來股價。研究成果發表於科技部認定之國際頂尖期刊，包括財務金融領域第四

大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顯現優異研究能力。其傑出的研究表現，獲

得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特優獎。

Professor Ko-Nan Chan of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College of 
Commerce, NCCU

Professor Chan's areas of expertise include corporate finance and asset pricing. He examines how 
corporate activities affect performance in the stock market and whether investors can predict stock returns 
based o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m. His research is published in several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cluding the top-rank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Finance. His outstanding 
publication record demonstrates his superior research skills. Due to his outstanding research achievement, 
he won the 2014-2015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 from NC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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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煌堯  
教育學院教育系教授

洪煌堯教授為國內少數研究「知識翻新」議題之學者，探討「面對知識快速變遷的世界，如何讓

學生不受困於知識的累積，而能勇於提出創新」重要教育議題。其研究成果發表於教育及教育心

理領域國際重要期刊，在促進知識翻新的教學環境設計、教學方法及評估工具等面向有學術上及

實務上的貢獻，具影響力。其傑出的研究表現，獲得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特優獎。

Professor Huang-Yao Hong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Education, NCCU.

Professor Huang-Yao Hong is a leading scholar in Taiwan who studies knowledge building theory, 
pedagogy, and technology, focusing on issues such as how to better prepare students to become knowledge 
innovators (rather than receivers) in a constantly changing world. His research has been published in 
top journals (such a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reported in other media (including Time 
Magazine), and could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assessment tools that celebrate the idea of education for knowledge creation. Due 
to his outstanding research achievement, he won the 2014-2015 Research Excellent Award from NCCU.

◎ 學術研究特優獎 ◎



◎ 學術研究優良獎 ◎

文學院歷史系

林美香副教授

文學院歷史系

羅彤華教授

文學院哲學系

汪文聖特聘教授

文學院圖檔所

林巧敏副教授

文學院圖檔所

陳志銘特聘教授

文學院圖檔所

蔡明月特聘教授

社科院政治系

蔡中民副教授

社科院地政系

顏愛靜特聘教授

理學院心理系

蔡介立副教授

理學院心理系

李怡青副教授

社科院經濟系

徐士勛副教授

社科院經濟系

陳樹衡特聘教授

理學院心理系

姜忠信教授

理學院心理系

楊建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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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台文所

崔末順副教授

社科院政治系

郭承天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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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優良獎 ◎

社科院社工所

宋麗玉特聘教授

法學院法律系

沈宗倫副教授

商學院統計系

余清祥教授

商學院統計系

楊素芬特聘教授

商學院會計系

金成隆特聘教授

商學院會計系

諶家蘭特聘教授

商學院企管系

黃家齊教授

商學院企管系

蔡維奇特聘教授

法學院法科所

王曉丹教授

商學院國貿系

簡睿哲副教授

商學院企管系

林月雲特聘教授

商學院企管系

胡昌亞教授

商學院資管系

苑守慈特聘教授

商學院資管系

楊亨利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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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財管系

周冠男教授

商學院財管系

張元晨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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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優良獎 ◎

教育學院師培中心

葉玉珠特聘教授

教育學院教育系

周祝瑛教授

外語學院語言所

何萬順特聘教授

外語學院語言所

黃瓊之特聘教授

商學院風管系

黃泓智特聘教授

外語學院英文系

徐嘉慧特聘教授

外語學院英文系

陳音頤特聘教授

外語學院英文系

鍾曉芳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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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芽： 

政大五學生獲科技部大專生專題 

研究計畫創作獎

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創作獎得獎者，依序為法律系邱柏誠、政治系翁立紘、歐語系張晉瑋、

地政系廖雅虹以及資科系葉佩雯五位同學。【照片提供：創作獎得獎者】

【研發處訊】科技部為提早培育國內優秀研究人才，特地向下紮根，鼓勵大學生提出專題計畫申

請，並設立「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創作獎」，獎勵傑出的大專生研究。本校學生近年來積極

申請且成果豐碩，2015 年本校送出 88 件申請案，科技部通過 60 件，通過率近 7 成。其中，5 位
學生獲得「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創作獎」獎項，分別為歐語系張晉瑋同學、地政系廖雅虹同

學、法律系邱柏誠同學、政治系翁立紘同學及資科系葉佩雯同學。

 █ 天分與努力兼顧  歐語系張晉瑋與他的文學之旅

歐語系張晉瑋申請領域為法國文學，並以「死亡與書寫：從莒哈絲《情人》與《寫作》探尋其書

寫根源」為題，參考精神分析理論，嘗試穿過作品主要描寫情慾以及半自傳式的文字，更深入解

析令作家不得不寫的創作泉源，並由此討論死亡、憂鬱、愛與寫作之關係。

「作者莒哈絲說：『等待是我畢生漫長的工作。』」寫作是等待，研究更是等待，需要研究者終

其一生以生命追求、慢磨。由參與獎勵大專生研究計畫，張晉瑋在學術研究領域中找到很大的自

由，題材沒有任何限制，能往自己最有興趣的方向進行研究。這次經驗也讓他了解完成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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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流程，從蒐集資料、擬訂計畫、提出研究問題到本文寫作等，明白做研究除了需要耐心與

累積，具有問題意識也非常重要。

 █ 跨出自身專長  地政系廖雅虹跨領域研究

地政系廖雅虹以「原住民地區特定空間計畫之研究－以北部泰雅族為例」為題，結合空間規劃、

測量與民族學等領域，跨出本身空間規劃的專長，進行跨領域的研究。

廖雅虹表示，投入研究計畫的撰寫需要長時間的規劃與努力，並非一蹴可幾，平時課堂的靈感與

老師的互動，是幫助學生進行研究計畫的推手。從大二即投入相關的研究，並在研究計畫繳交前

半年開始思考研究方向、確定研究題目與文獻回顧。長時間的規劃與耕耘，使廖雅虹的研究基礎

紮實，最終獲得創作獎。

 █ 培養研究方向  法律系邱柏誠與研究議題的對話

法律系邱柏誠的得獎計畫為「中央與地方對於食品安全衛生問題立法之權限劃分」。他以美國牛

肉的進口爭議為切入點，探討中央與地方對於食品安全衛生問題的立法權限劃分。

邱柏誠認為，在美國牛肉議題中，中央放行但地方不從的情況在公法領域中具有討論空間。「提

出對於社會上有所改進，或是對社會有幫助的法學思考。」邱柏誠認為在尋找具有研究價值的議

題上，不斷地找尋報章新聞，並從中發現近期的法律爭議事件，進而思考爭議事件中可能討論的

方向。

 █ 做自己喜歡的研究  政治系翁立紘的研究之路 

政治系翁立紘很早就開始規劃研究藍圖，本次獲得創作獎的研究題目為「兩公約內化下的轉型正

義－台灣實踐的新途徑」。這是在他大二時所提出的計畫，議題橫跨法律與政治兩個學門，而目

前進行中的計畫則純粹在政治學的領域內。翁立紘說：「不論是跨領域或者是本領域，只要對該

領域有一定的貢獻，就會獲得通過的首肯。」對於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他走出了一條與時下

潮流不同的路。

「讓你有一筆經費，能夠做自己喜歡的研究！」翁立紘認為執行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能讓自

己在有興趣的學門內，持續鑽研喜歡的研究。他鼓勵其他學生踴躍提出計畫，讓自己能夠獲得更

多知識，成為未來研究之路的墊腳石。

 █ 找到研究的熱忱  資科系葉佩雯與她的歌

資科系葉佩雯興趣在人工智慧類別，題目為「為你寫一首歌：以資料探勘為基礎的自動產生歌詞

器」。研究目的是以資料探勘為基礎，建立自動作詞系統，讓電腦為你寫出以假亂真的好歌詞。

從申請研究計畫一路到最後獲得創作獎，葉佩雯歷經研究所申請、資訊應用服務創作競賽、資科

系工作坊與大專生創作獎簡報。面對不一樣的閱聽人準備不同簡報，使她的簡報能力大有精進，

是執行計畫外的額外收穫。

「在執行計畫之前，我原本沒有很想讀研究所。」對葉佩雯而言，執行科技部計畫讓她發現做研

究是有趣的，也激發她對相關領域的熱忱，進而往學術之路邁進，持續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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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NCCU Students are Awarde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Creation Award
The five winners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Creation 
Award were (clockwise, from the top): Po-Cheng Chiu (College of Law), Li-Hong We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Wei Chang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Ya-Hung Liao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and Pei-Wen Yeh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Photos courtesy 
of the individual prize-winners]

[NCC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lletin] With the aim of supporting the cultivation of 
research talent in Taiwan from a younger age, Taiwan'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has been taking active steps to encourag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submit research project applications, 
and has established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Creation Award to provide recognition for 
outstanding research work undertaken by university and junior college undergraduat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student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have been participating enthusiastically 
in this initiative, and the results achieved have been very impressive. In the 2015 academic year, NCCU 
submitted 88 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ject applications under this scheme, of which 60 were approved 
by MOST (representing an approval rate of nearly 70%), and five NCCU students were awarded the 
MOST Under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Creation Award: Chin-Wei Chang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Ya-Hung Liao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Po-Cheng Chiu (College of 
Law), Li-Hong We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ei-Wen Yeh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A combination of talent and hard work: Chin-Wei Chang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his literary journey

The field in which Chin-Wei Chang of NCCU's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ubmitted his research project application was French literature, with“Death and writing: In search of the 
creative source in Duras' L'Amant and Écrire”as the research topic. Making reference to psychoanalytical 
theory, Chang attempts to use the semi-autobiographical descriptions of romantic passion in Duras' works 
to develop a more in-depth insight into the sources of Duras' sense of being“compelled”to write, an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ath, depression, love and literary composition.

“As Duras put it, ‘Waiting has been my lifelong work'.” Writing involves a great deal of waiting, and 
this is even more true of research. What is more, research work often represents a quest, and a slow, 
gradual process of improvement, which continues over the entire course of the researcher's life. Through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MOST Pla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Research by Graduate Students, Chin-
Wei Chang has been able to enjoy considerable freedom in his academic research; MOST imposes no 
restrictions on the types of research themes that are eligible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lan, and as a result 
Chang was able to undertake research in the area that he himself was most interested in. Th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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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ject has also helped him to gain a broad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process 

for completing an academic research paper, from the initial collection of research materials,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the research plan,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 actual writing of the 

paper. He found that the experience also showed him the need for patience and steady accumulation of 

results when undertaking research,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n awareness of potential problems 

with one's findings.

 █ Moving beyond one's own area of expertise: Ya-Hung Liao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undertak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Ya-Hung Liao of NCCU's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decided to undertake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ject with the topic of “Development of the Spatial Unit for Land Management in Indigenous 

Area – A Case Study of the Tayal Community Region in Northern” moving beyond his own area 

of expertise in spatial planning to engage in research that combines spatial planning with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and ethnology.  

Ya-Hung Liao found that writing a research plan involv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ime and effort; it 

was not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achieved overnight. Inspiration received from his regular classes and 

from interaction with his teachers was a major factor in his decision to undertake the research project. 

Liao had been involved in related research work since his second year in university, and six months prior 

to submitting his research proposal he had already begun thinking about what approach his research 

project would take, having already decided on the title and conducted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extended period of planning and advance preparation establish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research, and contributed in no small part to his being chosen to receive the MOST Prize.  

 █ Developing his own approach to research: Po-Cheng Chiu (College of Law) engages 
in a “dialog” with his research topic

The topic of College of Law student Po-Cheng Chiu's prize-winning research project was “The 

Legislative Decentralization on Governing Food Sanitation. ”Taking the dispute over imports of U.S. 

beef into Taiwan as his starting point, Chiu examines the division of lawmaking responsibility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n relation to food safety issues. Chiu suggests that the situation 

that developed in Taiwan in regard to imports of beef from the U.S. (about which health concerns had 

been raised), where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opted a laissez-faire approach while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ought to impose restrictions, raises important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public law. Taking this 

as his research topic, Chiu appli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ST Pla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Research by 

Graduate Students, and was subsequently awarded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Creation Award.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legal thinking that helps society to progress, or benefits society.” Po-Cheng 
Chiu notes that, while trying to decide on a worthwhile research topic, he was constantly poring over 

newspaper and magazine articles, which helped him to identify the major legal disputes of the past few 

years. He then went on from this to consider how these disputes could best be discussed, which helped 

him to decide on an approach to use in his own research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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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ing able to undertake the type of research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path to 
research taken by Li-Hong We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Li-Hong Weng of NCCU'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began planning out her research “roadmap” 

at a very early stage, having originally developed the research plan for her study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unde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aiwan's New Approach to Practice” while still a sophomore. The issues 

addressed fall within the fields of both politics and law, although the work that Weng is currently 

undertaking is confined to the political aspects. Weng notes that “Regardless of whether your planned 

research is interdisciplinary or limited to a single field, as long as it is perceived as being capable of 

making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hen you can expect to have the project proposal approved by MOST.” 

As far as Weng is concerned,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ST initiative has provided an experience 

that goes very much against the grain of what has become normal in recent times.

“It gives you funding to undertake research into an area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Li-Hong Weng 

explains that participating in the MOST Pla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Research by Graduate Students 

has been a marvelous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undertaking research in a field that is of personal interest. 

She urges othe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consider submitting their own research proposals to MOST, 

so that they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areas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and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work.

 █ Acquiring a passion for research: Pei-Wen Yeh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her Songs

The research proposal submitted by Pei-Wen Yeh of NCCU's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fell with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r proposal was titled “A Song For You : Automatic Lyrics Generator 

based on Data Mining.”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was to use data-mining as the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n automatic lyric generator system, so that a computer can produce song lyrics that are good enough 

to appear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a human being. Pei-Wen Yeh feels that participating in this MOST 

project has helped her to develop her academic abilities, and has strengthened her ability to give effective 

presentations. From her initial applic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scheme through to her receiving the award, 

Yeh had to give presentations in relation to her application to graduate school, taking part in the IT 

Applic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Competition, participating in Department of Compute Science workshops, 

and competing for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Creation Award. She believes that the need to 

tailor presentations to the needs of different audiences helped her to achieve a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in her presentation-giving capabilities, and she sees this as an important additional benefit from 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ize scheme.

“Before undertaking this project, I wasn't really very keen on going to graduate school,” explains Yeh. She 

says that taking part in the MOST award scheme helped her to realize just how interesting research can 

be, stimulated her interest in related fields, and encouraged her to continue with her education by going on 

to graduate school to undertake research in a relat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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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ultiple rewards: Participating students find that they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experience in many different ways

Taking part in the MOST Pla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Research by Graduate Students has not only 
enabled the Prize-winning students to make progress in their research, it has also enhanced their visibility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NCCU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student Ya-Hung Liao found 
that his research project gave him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hil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 Pei-Wen Yeh was able to take part in the IT Applic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in a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Workshop.

All of the NCCU students who were awarded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Creation Award found 
that they had benefited from the experience. For all of them,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was the gateway that opened up new horizons of research, and encouraged them to move onwards 
towards a higher level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encouragement provided 
by MOST represents the possibility of an exciting new beginning. Othe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n academic career are urged to start making preparations as early as possible, so that they 
can seize this opportunity for pers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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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錄：2015 年度科技部、非科技部研究統計

獎項 教師人數 科技部 非科技部 合計 每人平均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文學院 87 50 35,088,980 10 21,712,220 60 56,801,200 0.69 652,887

理學院 59 54 53,952,340 8 11,663,764 62 65,616,104 1.05 1,112,137

社科院 132 94 92,801,279 37 32,377,405 131 125,178,684 0.99 948,323

法學院 45 41 23,219,840 4 2,088,858 45 25,308,698 1.00 562,416

商學院 152 116 88,271,839 51 25,525,445 167 113,797,284 1.10 748,666

外語學院 95 39 24,487,200 14 32,955,994 53 57,443,194 0.56 604,665

傳播學院 44 33 34,884,389 8 18,037,137 41 52,921,526 0.93 1,202,762

國務院 23 9 4,587,000 14 12,789,326 23 17,376,326 1.00 755,492

教育學院 28 17 12,739,000 11 17,673,418 28 30,412,418 1.00 1,086,158

合計 665 453 370,031,867 157 174,823,567 610 544,855,434 0.92 819,331

製表日期：105 年 1 月 25 日。（註：教師人數依人事室 105 年 1 月 10 日統計表資料，不含約聘

及專業技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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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Statistics of 2015 MOST/non-MOST research programs

College
Number 

of 
teachers

MOST Non-MOST Total Average per person

pieces Amount spent pieces Amount spent pieces Amount spent pieces Amount spen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87 50 35,088,980 10 21,712,220 60 56,801,200 0.69 652,887

College of 
Science 59 54 53,952,340 8 11,663,764 62 65,616,104 1.05 1,112,137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132 94 92,801,279 37 32,377,405 131         125,178,684 0.99 948,323

College of Law 45 41 23,219,840 4 2,088,858 45 25,308,698 1.00 562,416

College of 
Commerce 152 116 88,271,839 51 25,525,445 167 113,797,284 1.10 748,666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95 39 24,487,200 14 32,955,994 53 57,443,194 0.56 604,665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44 33 34,884,389 8 18,037,137 41 52,921,526 0.93 1,202,762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3 9 4,587,000 14 12,789,326 23 17,376,326 1.00 755,492

College of 
Education 28 17 12,739,000 11 17,673,418 28 30,412,418 1.00 1,086,158

Total 665 453 370,031,867 157 174,823,567 610 544,855,434 0.92 819,331

Chart created: 201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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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錄：2015 年論著統計表

 單位別 專書 專書篇章 期刊論文 Scopus 文獻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2 6 30 0

歷史學系 1 7 11 2

哲學系 2 1 8 0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1 1 17 1

宗教研究所 0 2 2 0

台灣史研究所 2 2 3 0

台灣文學研究所 1 4 7 0

小計 9 23 78 3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0 1 11 10

心理學系 0 0 24 12

資訊科學系 0 1 2 18

神經科學研究所 0 0 6 8

應用物理研究所 0 0 9 9

小計 0 2 52 57

社科院

政治學系 0 4 19 2

社會學系 0 0 6 4

財政學系 1 1 19 8

公共行政學系 3 3 11 1

地政學系 3 5 43 4

經濟學系 3 4 16 11

民族學系 1 0 9 0

國家發展研究所 4 7 6 2

勞工研究所 0 0 1 1

社會工作研究所 2 0 2 1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0 0 0 2

小計 17 24 132 36

法學院 法學院 1 25 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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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別 專書 專書篇章 期刊論文 Scopus 文獻

商學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 3 23 6

金融學系 1 0 13 6

會計學系 0 2 14 12

統計學系 0 2 11 6

企業管理學系 0 1 20 13

資訊管理學系 0 0 33 21

財務管理學系 0 1 22 7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 0 20 15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0 2 18 3

小計 3 11 174 89

外國語文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 2 4 14 4

阿拉伯語文學系 1 0 0 0

斯拉夫語文學系 0 1 6 0

日本語文學系 0 0 5 0

韓國語文學系 0 0 1 0

土耳其語文學系 2 0 4 0

語言學研究所 0 3 3 1

歐洲語文學系 1 3 7 0

外文中心 0 1 7 3

小計 6 12 47 8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 2 6 14 10

國務院 國務院 2 7 20 1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 4 5 36 7

校級中心

國際關係研究所 4 5 11 2

選舉研究中心 0 0 5 1

心腦中心 N/A N/A 2 17

小計 4 5 18 20

其他 體育室 0 0 0 0

總計 48 115 596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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