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次神準預測金融風暴、寫下投資圈神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 J·席

勒（Robert J. Shiller）7 月 12 日於政大開講，這場訪臺唯一一場校園演講，吸引國內頂尖大

學財經界產學研專家齊聚交流，座無虛席。Shiller 二度來臺，演講開門見山就說，此次來臺

並非要警告臺灣投資人風雨欲來，不過房市上確實有修正的可能，原因是需求面較弱。迎接

Shiller 二度造訪政大，校長周行一表示，「大師講座」是政大九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之一，Shiller

是跨領域整合的代表，政大一向重視人文素養、力推跨領域整合，藉此機會，效仿大師風範。  

 

在這場以「Asset Price Inflation In Housing, Stock and Bond Markets」為題的演講中，Shiller 試

圖解釋房市、股市、債市為何會出現價格「膨風」的現象。以股市為例，過去經常出現大盤

EPS 成長不多，股價（指數）卻猛爆性高漲，就是價格膨風、本益比明顯過高。至於膨風的

理由，媒體過度吹捧、交易量過度放大、賭博投機風氣過盛等，都可能造成股價非理性反應

市場情緒面，而非理性反應基本面，造成資產定價嚴重偏誤，最終走向泡沫、崩盤。 

 

而在眾多膨風因子中，又以市場上充斥著「金融故事」（Narratives，包括媒體的過度吹捧）危

害市場最為劇烈，令人偏聽、偏看，忽略重要事實。Shiller 舉例指出，多數人都記得 1929 年

經濟大蕭條，卻忘了 1920 年也有一波經濟恐慌，當時市場下擺幅度更勝 1929 年。原因起於

1929 大蕭條廣受報導、金融故事也暴增，反觀 1920 年金融故事不多，這場金融災害也因此被

遺忘。 

 

不同於過往財務學研究常以理性數據分析作為研究主軸，Shiller「敘事經濟學(Narrative 

Economics)」概念奠定行為財務學的研究基礎，強調金融市場中的「故事」影響力，主張從

人的心理、行為出發，解釋對現實金融市場、經濟發展等現象及影響。Shiller 將故事的傳播

第二十期 
2017 年 7 月 15 日 出刊    發行處/ 研發處   發行人/ 劉幼琍  

總編輯│蔡瑞煌        編輯│許靖宜、劉世賢    研發處網站  http://ord.nccu.edu.tw/main.php 

本期焦點 

  精闢剖析股、債、房市 

諾貝爾得主席勒 7 月 12 日政大開講 

   

 

 

 

本期焦點 



 

2 

比擬為疾病傳染，援用 Kermack–McKendrick 於 1927 年所提流行病模型，將人對於某故事的

認知分為 SIR 三階段，進而研究故事對於經融市場的影響力。 

 

演講中，Shiller 說明透過本益比概念衡量資產價格是否過高，不過，並非傳統的本益比，而

是他自創的「週期循環本益比」（Cyclically Adjusted PE Ratio，簡稱 CAPE），也就是考量通貨

膨脹、調整過後的本益比，藉此扣除通膨對資產定價的影響，進而求得較真實、較理性的資

產價值。換言之，透過通貨膨脹的調整，反映較真實股價，有助投資人判斷股市是否高估；

至於房地產，Shiller 則提出「Case-Shiller 房價指數」，用以衡量美國普通住宅價格變動。 

 

股市方面，Shiller 指出臺灣股市 1980 年代末期也曾存在非理性繁榮，本益比過高，尤其 1987

年，亞洲市場年初時本益比僅為 16 倍，至 9 月時即上衝至 45 倍，臺股更是居高不下，緊接

而來是股市崩盤，跌幅超過七成，對此，許多資深股民仍記憶猶新。崩盤之前，臺灣瀰漫著

貪婪豪賭的氣氛（全民瘋「大家樂」）、半導體產業起飛、外資登臺（甚至可設立保險公司）、

成交量放大，當然也充斥著金融故事。 

 

Shiller 前次訪臺為 2005 年、金融風暴爆發前夕，當時，他已嗅到市場不對勁。這次再度踏上

臺灣，是否表示臺灣資產價格也過度膨風了？Shiller 演講一開始就說，臺灣房市需求面較弱，

確實有修正的可能，臺灣啃老族多，年輕人成年後仍和父母同住，不會額外添購房產，自然

會降低房市需求，應多加注意。 

 

Shiller 的學術專長之一為「行為財務學」，研究投資人非理性行為對金融市場的影響，研究中

經常加入心理分析或歷史故事，講述人類的愚蠢與非理性。周行一校長盛讚這位諾貝爾大師

堪稱跨領域整合代表，政大一向重視人文素養、力推跨領域整合，降低輔系、雙修的門檻，

同時推出微型跨界課程，讓學生在大學短短四年收穫滿滿，藉此機會，效仿大師風範。 

 

現年 71 歲的 Shiller 曾獲得 1996 年經濟學薩謬森獎、2009 年德意志銀行獎、2013 年諾貝爾經

濟學獎等重要經濟學領域殊榮，亦被美國聯邦儲蓄系統經濟研究機構 IDEAS 評選為全世界影

響力前 100 的經濟學家。其暢銷著作《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分析人們在股市

中的投機心理與行為，當時，美國股市由科技族群領軍，走勢如日中天，該書點出資 

產價格太高，市場未來不樂觀，精準預測 2000 年的網路泡沫化；後來更多次於公開發言中，

預言 2007、2008 年的金融海嘯，事實上，Shiller 於 2005 年即針對房屋市場發出警告，指出

房市將重演 2000 年的股市悲劇，隨後，美國房貸風暴就於 2007 年底引爆。 

 

鐵口直斷，Shiller 因此被《遠見雜誌》譽為「全球經濟先知」，《非理性繁榮》一書則被英國

《經濟學人》雜誌評為「投資人必讀的聖經」（Irrational Exuberance should be compulsory reading 

for anybody interested in Wall Street or financially exposed to it.），該書也一再印刷，翻譯成全球

十五種語言出版，目前已經出到第三版，其中當然包括繁體中文版本，Shiller 也在演講中特

別強調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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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政大學生張郁柏提問，美國的學生貸款是否會在 2020 年造成房市下跌，Shiller 說，這個

切入點不同以往，將學貸問題以全國性結構觀之，或可做為「新的故事」來理解將來的經濟

狀況。另外，財務管理學系周冠男教授提問，如何判斷資產應在何時脫手，Shiller 提醒，市

場上過度交易的現象都是不樂觀的，並提到政大劉玉珍教授關於臺灣短線交易的研究，可以

作為這個議題的參考。 

 

  

 

 

 

 

 

 

 

 

 

 

 

 

 

 

 

 

 

 

 

 

 

 

 

 

 

 

 

 

 

 

Robert Shiller與周行一校長於演講前

接受多家媒體採訪。(秘書處) 

Robert Shiller(中)與周行一校長

(右)、張昌吉副校長(左)合影。(秘書處) 

貴賓與 Robert Shiller、校長合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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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大辦公室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已於 106年 7月 12日舉辦正式說明會，將以「落實教學創新」、

「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社會責任」為四大發展目標，初步計畫書

訂於 8月 31日前繳交，完整計畫書則於 11月 27 日前繳交，說明會簡報內容詳見附件。 

 

本校將以近期規畫之五年校務發展框架為計畫藍圖，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目標內容

方向進行撰寫，敬請相關單位與師長配合計畫撰擬進度及所需資料提供協助。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 

 本校專任教研人員如需申請 106 學年度「舉辦學術研討會」、「出版學術專書」、「組織研

究團隊進行研究」及「校外政府機關補助學術性計畫學校配合款」等校內補助，敬請配

合本（106）年 9 月或 12 月召開之學術補助審查小組會議，於 106 年 9 月 14 日或 11 月

30 日下午 5 時前，備妥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後，請依限送研發處學術推展組，俾利辦理各

項學術補助申請案審查及核定。 

 

科技部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2017 年臺美（MOST-NSF）FACET 雙
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科技部 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應於本項
申請案 NSF 提送計畫之日(以
IM04 美方計畫 COVER SHEET 

FOR PROPOSAL TO THE NA 

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表中 DATE 

RECEIVED 日期為憑)起二週內
於科技部線上申請 

2018 年「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國內
訪問研究計畫」 

科技部 106 年 7 月 25 日下午 5 時 

2018 年「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發展研
究」整合型計畫 

科技部 106 年 7 月 25 日下午 5 時 

2018-2020 年臺波（MOST-NCBR）雙
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科技部 106 年 7 月 25 日下午 5 時 

2018 年「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科技部 申請請依下列時程辦理： 

1、第一階段：106 年 5 月 22 日

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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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5 時前回覆申請意願。 

2、第二階段：106 年 6 月 5 日
下午 5 時前，將 2~3 頁「計畫構
想書」紙本，送至研發處。 

3、第三階段：106 年 7 月 17 日
下午 5 時前，將「計畫構想書」
紙本(以 A4 紙張 15 頁為限)，送
至研發處。 

4、第四階段：106 年 7 月 25 日
下午 5 時前，將「計畫構想書」
(以 A4 紙張 15 頁為限)及個人
資料表(含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
持人)彙整成一份電子檔案並燒
製光碟片送達研發處函送科技
部。 

2017 年「AI 創新研究中心」專案計畫 科技部 科技部受理計畫構想書至 106

年 8 月 4 日中午 12 時止，免備
函 

科技部與中歐三國（波蘭、匈牙利、保
加 利 亞 ） 國 家 科 學 院 共 同 徵 求
2018~2019 年國際合作計畫人員交流
PPP 計畫 

科技部 106 年 9 月 11 日下午 5 時 

 

 「106 年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計 65 位學生提出申請，共 39 件研究計畫獲核定補

助通過，通過率達 6 成，表現亮眼，顯示本校向下扎根學術研究風氣的努力成果豐碩。 

 

 106 年度本校鼓勵大學部學生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各學院獎助經費核撥總計 66 萬

2,000 元整。 

非科技部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106 年度「教育部辦理補助設計思考跨域

人才培育苗圃計畫」 

教育部 106 年 7 月 23 日 

107 年度補助研究計畫 內政部新住民 

發展基金 

106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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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恭賀本校師生論著於 106 年 6 月收錄 Scopus 資料庫共計 21 篇，其中理學院 7 篇、社科院

7 篇、商學院 3 篇、國務院 1 篇、傳播學院 2 篇、選研中心 1 篇。本校論著收錄 Scopus 資

料庫列表，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goo.gl/xaXydq 

 

 

 

 

 

 研究發展處攜手全球最大索引摘要資料庫 Scopus 於 6 月

21 日假社科院國際會議廳舉辦「期刊收錄 Scopus 與經營

管理經驗分享座談會」，劉幼琍研發長期待與各校期刊編

輯交流合作、相互砥礪，特別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期許

國內研究能夠晉升國際。 

 

 

 

 

 本校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簽署標竿產學合作建議書，自 7

月 1 日起 MIC 已進駐研創中心，將結合本校教學與研究資源，共同爭取研究計畫並積極

展開與本校的各項合作交流，豐富本校學術能量與促進產業互動，目前已啟動的合作項

目包括金融科技與文化創意等。 

 

此項合作並提供本校使用「AISP 產業情報資料庫」下 15 項子資料庫一年，資料庫羅列

如下：大陸區域經濟與產業趨勢（China’s Economy & Industry）、總體經濟與市場分析

（Macro Economy and Market Overview）、趨勢前瞻技術創新（Innovation Foresight 

Program）、智慧聯網（IOT）、第五代行動通訊（5G Mobile Communications）、智慧城

市（Smart City）、創新事業營運模式（Innovation 

Business Models）、應用 IC 與關鍵零組件

（Application IC & Components）、智慧連網關鍵零

組件（Intelligent Networking Components）、半導

體產業（Semiconductor Industry）、綠色科技（Green 

ICT）、MIC 圖表資料庫、MIC 線上影音資料庫、

CEO Vision 資料庫，歡迎本校教職員生多加使用。

(摘錄自校訊新聞)  

研究發展處 學術與實務活動 

本校學術榮譽 學術榮譽 

劉幼琍研發長期許臺灣學術

期刊可以晉升國際。 

 

「AISP產業情報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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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台灣文學研究所與本校圖書館於 6 月 9 日共同舉辦「陳芳明榮退研討會暨人文講座成立

座談會」，上午為研討會形式，共發表 6 篇論文，探析陳芳明教授歷年來關注的學術議題；

下午為座談會，邀請學者及出版業界人士討論陳芳明教授於學術、文學創作及文學影響

等成就，為一場相當成功的學術研討活動。 

 

 

 

 

 

 

 

 

 

 

 

 

 

 

 

 

 

 為培養東南亞經貿合作及亞太區域治理人才，社科院與泰國素富盛名的法政大學跨領域

研究學院（Colleg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ammasat University）簽署合作協議，此舉

將為政府實行新南向政策奠定人才培育及學術研究基礎。兩院合作協議並已於 7 月 4 日

由社科院江明修院長及法政大學跨領域學院院長 Decha Sungkawan 代表簽署完成。 

 

法政大學跨領域學院本次來訪總人數多達 48

位，包含教研人員 20 位以及 28 位行政職員，

創下歷年姐妹院出席社科院簽約儀式中總人

數最多的紀錄。社科院也把握此次機會，邀

請本校秘書處引水人社團擔負校園導覽任務，

向該學院全員介紹政治大學暨社科院。引水

人社團以短劇形式，結合當紅泰國電影劇情，

在輕鬆幽默的對白中將本校特色介紹得淋漓

社會科學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照片由左至右依序為：范銘如、蔡明月、

周行一、陳芳明、林啟屏、紀大偉、曾守

正、曾士榮、劉吉軒、吳佩珍、崔末順。 

 

照片由左至右依序為：楊小濱、蔡欣欣、

尉天驄、陳芳明、高瑞穗（陳芳明教授夫

人）、范銘如、童子賢、紀大偉、崔末順、

吳佩珍、曾士榮。 

雙方代表簽署合作協議。照片來源：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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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致，Decha Sungkawan 院長在聆聽後更當場對同學的演出表示讚賞。(摘錄自校訊新聞)   

 

 為促進非營利組織理論與實務結合，美國「非營利組織與志願行動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ary Action，簡稱 ARNOVA）特與中國人

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於 6 月 6、7 日在北京共同主辦 2017 年 ARNOVA 亞洲會議。

由於政治大學非營利組織相關研究受到國際重視，因此該年會特邀請社科院院長江明修

擔任「亞洲會議顧問委員會」首席顧問，參與規劃本次年會主題方向及討論形式。 

  

此次大會主要由亞洲重點大學及其他各國學

者共同參與，會議主題定為「亞洲的非營利

世界：碎片化研究領域中的多元視角」，討論

主題涵蓋慈善捐贈、特定群體志願服務、社

會企業、在線籌款等諸多議題。ARNOVA 並

特別安排由政大社科院江明修院長與擔任會

長的俄亥俄州立大學 Mary Tschirhart 教授分

別擔任全體大會主持人。江明修院長主持的

會議探討「中國非營利部門與政府關係演進

的研究進展」，顯示政治大學在大陸研究方面

受到國際學界重視。(摘錄自校訊新聞) 

 

 社會科學學院公民社會暨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6 月 12 日舉辦「公民社會沙龍」—台灣的出

路：語言國力及包容力，特別邀請了長期關注臺灣社會發展議題的知名作家范疇先生，

與在場觀眾分享他在多地創業和生活後的思考和觀察。本次沙龍由臺灣資策會資深專家

黃國俊先生主持，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江明修教授致詞。 

 

在與觀眾互動環節，在場校內外師生亦就沙龍議

題展開了激烈討論，有與會嘉賓表示「臺灣年輕

人應當先學好中文，形成良好的中文思維框架，

再透過思維框架的方式來學習外語」，亦有嘉賓提

出「臺灣應該建立了解國際資訊的管道」。活動最

後，江明修院長為范疇先生頒發感謝狀，並特別

表示「公民社會沙龍在未來也可利用新的網絡技

術，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摘錄自校訊新聞) 

 

 

 

 

社科院江明修院長代表出席 ARNOVA 2017

亞洲會議，並主持全體大會。 

江明修院長為范疇先生頒發感謝狀。

照片來源：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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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整合性策略價值管理（ISVMS）研究中心再次強力出擊，於 7 月 4

日至 9 月 6 日，舉辦「AVM 學術與實務結合研討會暨企業 AVM 實作研習營」，期待透過

學界、業界合作，培育「作業價值管理(AVM)」人才，並將 AVM 推廣至國際。 

  

本次研討會由學術界帶領企業實作，誠邀 6 所

AVM 北、中、南大學平臺的多位種子老師共同參

與，培養老師們成為理論專家，共同肩負未來培

育臺灣各區域AVM人才的責任，解決企業界AVM

人才需求之缺口，同時透過 AVM 影片競賽帶動全

國各大學投入 AVM 學習之風潮。此外，更邀請町

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佳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祐嘉電子工業有限公司及興科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優質企業參與，4 家企業皆由董事長帶領高階主

管全程出席，期待透過 AVM 實作穩固企業管理制

度之基礎。(摘錄自校訊新聞) 

 

 

 

 

 

 期望啟發國人發展第二外語文化之興趣，外語學院與教育部北區外文中心於 6 月 24-25

日舉辦「2017 島嶼東南亞文化研習營」，邀請多位印尼和馬來西亞相關領域從業人員，從

各種面向介紹島嶼東南亞文化。 

 

外國語文學院院長于乃明講述外國語文學院深耕東南亞語言文化已九年多，今年更成立

東南亞語文學系，並期許學院透過這次研習營得以深入探討個別國家的文化，並對臺灣

和東南亞之間的交流有更深入的發展，提升國人對此領域的認識。(摘錄自校訊新聞)  

 

 

  

 

 

 

 

商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政大吳安妮講座教授今年甫獲頒北亞管理

會計領袖智庫的 CGMA100專家殊榮。照片

提供：商學院。 

外語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學員與教師愉快合影留念，為充實的研習營留下難忘的回憶。照片提供：外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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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在遊戲的世界裡，人們透過不同的虛擬角色（Avatar）來與對方互動，那麼人與虛擬角色

的關係又是如何呢？傳播學院於 6 月 30 日邀請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媒體與資訊研究助理

教授 Rabindra Ratan，以「虛擬化身的賦權：虛擬自我的真正潛力」 （Avatars for 

Empowerment: The real potential of virtual selves）為主題進行演講。 

 

Rabindra 強調虛擬化身可以作為促進社會公平的

工具，透過普羅透斯效應（Proteus effect），讓玩

家不論是在線上或是線下，都能夠短暫維持與虛

擬角色同樣的行為，藉此降低刻板印象威脅

（stereotype threat），例如在電玩遊戲中，透過男

性角色來玩遊戲的玩家，在後續數學測驗中的表

現，會優於透過女性角色來玩遊戲的玩家。 

 

 

 

 

 2017 兩岸青年傳播學者學術交流會於 7 月 3 日揭開序幕，本次共邀請 7 位優秀大陸青年

學者來臺，與校內、外新聞傳播學院學者及媒體工作者等進行為期一週的研究學術交流，

本年度訪問會共分為三大主題，分別為（一）新媒介/遊戲科技（二）社群媒體研究（三）

新媒體下的數位內容風潮：動畫、漫畫 與遊戲。 

 

為促進政大與中國大陸各高校傳播學系的學術交流，傳播學院自 2012 年起舉辦兩岸學術

交流會，不僅能使大陸青年學者深入了解臺灣社會文化、建立兩岸傳播學門間的交流基

礎與直接對話的機制，亦能協助大陸青年學者了

解臺灣傳播學術發展現況，並拓展傳播學院教師

合作研究領域。 

  

負責本次活動的傳播學院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程

施琮仁主任表示，過去每一屆他都有參加，而今

年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主題的更改，過去多以「傳

播與風險」為議題，今年首次將兩場主題改為新

媒體，不僅拓展討論面向，也吸引更多不同專長

的青年學者參與，使交流更為多元。(摘錄自校訊

新聞)  

傳播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兩岸學者於傳播學院大樓前合影留念。

攝影：楊建文。 

密西根州立大學媒體與資訊研究助理

教授 Rabindra Ratan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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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於 6 月 14 日主

辦「臺灣新南向政策的展望與挑戰(Strategizing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研討會。 

 

會中邀請來自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國的學者專家與智庫代表參與。本次會議

共有四個場次，其中包括比較中國與日本等區域大國對東南亞交往政策的發展邏輯、政府

推動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倡議與布局回顧、同時也具體呈現來自東南亞國家的關切與回應。 

 

值得一提的是，東南亞研究中心於總統

府資政蕭新煌與國關中心主任丁樹範的

見證下，由中心執行長楊昊與菲律賓大

學 東 南 亞 研 究 區 域 交 流 基 金 會

（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Regional 

Exchange Program, SEASREP）執行長

Maris Diokno 完成雙邊合作備忘錄的簽

署。 

 

 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中心、臺北律師公會、魏千峰律師事務所主辦「東南亞

法學研究的新視野:區域圖像台灣觀點」學術

研討會於 6 月 17 日舉行。本次會議共有五個

場次，其中包括印尼的政治經濟與民主化後

的權利保障、越南法屬時期的法律與殖民代

性、東南亞投資環境研究兼論臺灣越級臺印

投資保障協定、東協國家勞動法制、東南亞

國家商標制度比較等議題。從法律層面探討

臺灣發展新南向政策所會面臨到的困境與挑

戰。 

 

 

 由外交部引薦德國社民黨智庫艾伯特基金會、東亞處處長戴勒森（Knut Dethlefsen）、駐中

國代表仁愷（Christoph Pohlmann）、駐上海主任潘啟泰（Stephan Pantekoek）於 6 月 9 日

至國關中心訪問，該智庫為德國社民黨重要幕僚，本次訪問主題為臺灣內政、政黨體制運

行、臺美關係以及臺歐關係上。德國艾伯特基金會長期關注臺灣民主化與社會轉型過程，

也重視臺灣兩性平權之現況，對於目前臺灣世代關係與世代價值觀變遷相當有興趣。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臺灣新南向政策的展望與挑戰研討會。 

 

「東南亞法學研究的新視野區域圖像與台灣

觀點」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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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研中心於 6 月 11 日在本校舉辦「東南亞選舉與民主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集結海內

外優秀研究學者，針對「社群媒體、認同與政局發展」」、「公眾意見與參與」、「民主與民

調」等主題進行探討。蔡佳泓主任表示，選研中心成立已逾三十年，建立良好的民調口碑

與穩固的學術地位，接下來希望成為東南亞選舉與民主參與之學術研究重鎮。 

 

 

 

 

 

 

 

 

 

 

 

 選研中心於 6 月 20 日舉辦「臺灣政治學

研究論壇：現狀評估與趨勢前瞻」，特邀

多位海內外政治學界重量級臺灣學者與

談，論壇共分三個主題：「政治學研究的

重要趨勢」、「臺灣政治學研究的現狀和評

估」與「串連臺灣與國際政治學研究」，

豐富與極具深度的對話為臺灣政治學研

究的前景迸發出更多新火花。 

 

 

 

 

 

 

 徐世榮中心主任於 6 月 16 日受邀參與本校所舉辦的原住民傳統領域會議，並發表「回到

百年前的過去？還是一起建構百年前的過去？」一文。 

 

 徐世榮中心主任於 6 月 22 日受新竹荒野保護協會邀請進行演講，題目為「土地正義」。 

 

學術與實務活動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選舉研究中心 

研討會發表人、評論人與主持人合影。照片提供：選研中心。 

臺灣政治學研究論壇與會者合影。 

照片提供：選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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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本校台史所李為楨教授於

6 月 27 日代表中心前往文化部，報告「航向新視界-海

關博物館培力與國際交流推廣計畫」內容，進行該計畫

的複審，深受評審委員的肯定。 

 

 

 

 

 

 

 徐世榮中心主任於 6 月 28 日至 30 日參加由荷蘭

University of Utrecht 所 主 辦 的 LANDac (Land 

Governance for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年會，今年的會議主題為「Leave No One Behind: Setting 

the Land Agenda to 2030」。徐主任在會議中發表論文，

題目為 「 Land Expropriation, Forced Eviction, and 

Resistance in Taiwan」，深受與會者的重視，會議開幕式

時的主題演講者（Keynote Speaker）、美國加州 UCLA

地理學系 Professor Eric Sheppard 並與會及提出問題，

雙方交談甚歡。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計畫承接文化部有關於海關博物館研究計畫，徐世榮主任於 7 月 1 日

特別前往荷蘭鹿特丹（Rotterdam），參觀荷蘭的海關博物館，收穫甚豐。 

 

 

 徐世榮主任受 Professor John Byrne 之邀，於 7 月 7 日返回

美國母校（University of Delaware），擔任博士論文口試委

員，參與博士候選人 Yeng-Chieh Tsai 博士論文口試，論文

題目為「An Analysis of Taiwan's Quest to Build A Nuclear 

Society as A Strategy to Address Issues of State 

Legitimacy」。 

 

 

 

 

 

中心諮詢委員、本校台史所李為楨

教授在文化部報告計畫內容照片

提供：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在 LANDac 會議中發

表論文。照片提供：第三部門研

究中心。 

 

與美國加州 UCLA 地理學系

Professor Eric Sheppard 合影。 

照片提供：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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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執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學習精進計畫」，

於 6月 10日辦理「教育百花開 學習廣博來─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學習精進期末成果發表會」，

本次期末成果發表會，敬邀各子計畫團隊、學校分享其計畫推動執行成果、與經驗分享，

以「跨域、跨級、跨文化」，及「活化、轉化、國際化」為主軸，帶領師生一起轉化，啟

動教育新文化；並藉此活動提供各縣市教師、國民眾，對各子計畫深入瞭解與交流之機

會，為十二年國教注入更多元創新之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相關網址：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8841&_sp=detail 

 

 

 

 

 

 

 

 

 

 

 

 

 鹿樂志工為了讓學生熟悉海洋，臺東縣長濱國中藉著靠海的優勢，積極舉辦海上成年禮

獨木舟活動。讓孩子親身體驗感受自然，也希望讓更多外地人從獨木舟的活動中，認識

海洋教育及環境保護的重要觀念。 

 

長濱國中七年級生學習自力造舟，親手用簡易素材完成一艘船；八年級生有浮潛課程，

提升學生海上技能；九年級生則為畢業獨木舟航行做準備。今年夏天，長濱國中與鹿樂

平台合作，招募各項專長志工，協助獨木舟航行活動進行。鹿樂平台成功媒合 10 位志工，

自 5 月 31 日籌備期開始協助，6 月 9 日正式出海！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與創造力中心 

受邀團隊大合照。 

 

行前說明後，學生體驗獨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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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城市，偏鄉地區有著更為豐富的生態環境與

文化生活，給予學生適性發展、學校活化課程與實

踐教學創新的機會；透過「教學換宿」的概念與實

踐，鹿樂平台提出「來偏鄉小校過生活」的邀請，

希冀帶來更多具熱忱的退休老師及專長人士投入

偏鄉教育事務，為偏鄉教育挹注不同的力量，同時

帶動人與人、人與土地的情感流動，建立有溫度的

連結。 

 

 

   如今「教學換宿」計畫已執行一年半，6 月 16 日於彰化縣香田國小舉辦「教學換宿計畫」 

   成果展暨食農分享會，展現學校與教學換宿志工合作成果，也感謝志工的付出。 

 

 

 鹿樂平台成功媒合美商科磊股份有限公司與彰化縣

香田國小，美商科磊是一間半導體設備科技公司，

除了捐款給學校之外，40 位科磊公司的員工也於 6

月 23 日前往香田國小服務，並將這次活動命名為

「科技與人文的對話－大手牽小手一日志工」，40

位志工種下 40 顆種子，協助設備維修，親自備教具

帶領科學教育活動，並向孩子學習騎單輪車、體驗

鬆土耕種、收割稻米，過程充滿歡笑與汗水，也是

平台拓展與企業合作案例又邁進一大步，使偏鄉教

育風氣越來越美好！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與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自 7 月 6 日至 12 日共同舉辦「創新

創業海峽兩岸暨香港地區研習營」，邀請中國浙江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政治大學、臺灣

師範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共五所亞洲頂尖大學一同參與。今年的主題「以愛創業」，以社

會創新、創業為主軸，望透過社會創業家創業歷程分享、實際走訪地方文化與宜蘭蘭陽

博物館，與來自兩岸三地的學生合作交流，一起點亮大中華社會創新。課程內容包括「社

會企業創業家講座」、「設計思考工作坊」、「文化體驗」、「社會創新田野訪查」與「商業

模式創新提案」。 

 

 

 

 

彰化縣香田國小舉辦「教學換宿

計畫」成果展暨食農分享會。 

 

彰化縣香田國小小朋友教柯磊志工

騎單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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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於 6月 13日辦理系列演講活動，

邀請短期訪問學人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系

周利敏副教授主講「從大數據到大應急：大數據時

代的應急管理變革」。藉由陽江模式來檢視如何將

應急預警落實成切實有效的預案行動、如何避免過

度應急、如何進一步納入其他部門資料、如何實現

大應急管理創新等問題，並為中國大陸應急管理改

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思考、政策借鑒和實踐指南，

獲得在場聽眾的熱烈迴響。 

 

 

 為慶祝政大 90 周年校慶，國立政治大學與遠流出版

社共同辦理「求是論壇」世代正義系列講座，並由

社會實踐辦公室與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於 2017年 6月

21 日執行辦理第一場演講，邀請本校哲學系的林遠

澤教授以「世代正義與永續發展的未來責任」為題，

討論世代正義的問題根源，以及對未來世代負責的

道德基礎。求是論壇每月將舉辦一場演講，並同步

於政大官方臉書粉絲團中進行直播，歡迎師生親臨

現場或於網路上收看直播。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於 2017 年 6 月 24 日，與美國杜

克大學、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共同辦理 2017 年「琢玉

計畫：學術新秀論文出版精進」工作坊。琢玉計畫

先前已對外徵求政治、公共事務、區域研究、中國

研究等適合投稿期刊的中英文論文稿件，並從中選

出 8 篇論文，本次工作坊為論文發表會，並邀請美

國杜克大學牛銘實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州立大學

王德育教授、美國 Wake Forest 大學李偉欽教授、美

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林澤民教授來臺協助給予回

饋與建議。未來更將逐步輔導參與者完成學術期刊投稿。 

 

 

學術與實務活動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林遠澤教授暢談世代正義的問

題根源與道德基礎。 

 

 

琢玉計畫：學術新秀論文

出版精進工作坊。 

 

 

周利敏副教授暢談大數據時代的

應急管理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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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研究中心於 6 月 24 日舉辦台韓經貿研討會 2017 KATIS-TEA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邀請韓國 KATIS、KIEP 與臺灣國發會、臺灣經濟學會、政大、臺大、清大…

等專家學者齊聚一堂，本會議旨在增進臺灣與韓國間之學術交流，包含面向甚廣，學者

們將經濟與政策、社會、產業及國際貿易等議題融合，藉由開放性的討論，帶入多元觀

點，打破原先框架，為現有之研究增添新想法，期望能為雙方日後之研究帶來正向的影

響。 

 

 

 

 

 

 

 

 

 

 

 

 

 

 

 心腦學中心於 6 月 20 日接待廣州暨南大學楊鋒教授等學者及臺灣師範大學李俊仁教授參

觀眼動與閱讀實驗室、臺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進行研究交流並洽談未來合作的方向

與議題。 

 

 

 

 

 

 

 

學術與實務活動 台灣研究中心 

台韓經貿研討會合影。 

 

 

學術與實務活動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楊鋒教授等學者參訪心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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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於 7月10日在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

濟世大樓 915 室舉辦「認知神經科學巡迴工作坊－腦動一夏」，

以推廣心智、腦科學研究，團隊研究人員與高雄醫學大學教

師介紹 fMRI 與其應用於各項認知神經科學的主題研究。 

 

 

 

 

 

 

 

 

 臺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將於 7 月 27 日在逸仙樓 201 視聽教室舉辦「fMRI 進階影像分

析工作坊」，提供已具基礎 fMRI 學者進一步進修，由臺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執行委員

陽明大學吳仕煒老師授課，主題為「心理生理交互作用影像分析」(Psycho-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 analysis, PPI analysis)，報名網址：https://goo.gl/aQm5wE。 

 

 

 

 

 

 

 《原教界》第 75 期（6 月號）出刊，本期主題為《原住民族的

博士名錄》。原住民族教育是本期聚焦於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

培育議題，原住民族的博士名錄與人才培育。本期邀請教育部綜

規司黃雯玲司長、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浦忠成院長、新科阿美

族陳誼誠博士，分別從整體教育政策面、學校培育端和在職進修

經驗，談對原住民族博士培育與發展的見解，歡迎有興趣者詳閱

本期原教界。期刊全文閱覽請參閱原民中心網站。 

 

 

 

 

 原民中心執行教育部「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計畫」，希望透過推動孵育 16 族的族語維基

百科，進而活化族語，讓原住民語言與國際接軌。持續辦理條目寫作研習會及輔導工作

坊定期聚會。6 月 22 日前往臺北市部落大學北原會館辦理條目寫作研習，引導族人撰寫

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認知神經科學巡迴工

作坊－腦動一下」海報。 

 

 

《原教界》第 75期

（6月號）出刊。 

 

https://goo.gl/aQm5wE
http://www.alcd.nccu.edu.tw/index.php?routing=Index&actio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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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條目，穩定累積條目數目。目前撒奇萊雅語持續在孵育成為正式語言的第一階段

(submitted)，泰雅語維持於第二階段(verification)，繼續朝成為維基百科正式語言列表之目

標前進。孵育場網頁介紹及撰寫族語條目之教學影片已上線，歡迎本校原住民族學生一

同參與推廣。（教學影片網址：https://goo.gl/atFG93） 

 

 

 

 

 

 

 

 「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計畫」之「寫作團隊諮詢會議」於 6 月 27 日召開，邀請 16 族原

住民族語召集人檢視目前計畫執行成果，並於會議中說明維基孵育場介面翻譯的方式。

原民中心預計於 7 月底和 8 月中辦理 2 場次「介面翻譯工作坊」，希冀產出更多原住民

族語詞條，朝向成為維基百科正式語言列表的目標持續努力。 

 

 

 

 

 

 

 

 

 

 

 

 

 

 為紀念全民抗日戰爭爆發八十週年，人文中心與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國民黨

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於 7 月 7 至 8 日聯合舉辦抗戰八十研討會。特邀請前總統馬英九

先生、中國國民黨代主席林政則、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豐正，及本校校長

周行一致開幕詞，細述對日抗戰曲折始末。並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發表專題演講，

明確指出 7 月 7 日是全面抗戰的開端、八年抗戰的起點，扣合本次大會的意涵。兩天會

期計發表 12 篇論文，與會人數達百餘人，研討成效甚佳，再次表彰本校於中國近現代史

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文中心 

臺北市部落大學北原會館。 族人們討論條目狀況。 

各語召集人專心聆聽。 蔡佩珍助理說明計畫成果。 

https://goo.gl/atFG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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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影響力。 

 

 

 

 

 

 

 

 

 

 

 

 

 

 

 

 

 

 

 育成中心創立方舉辦創業講座，6 月 22 日邀請惠譽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鄭惠方於創

咖啡舉辦創業講座，主題為『新創公司之「募資規劃」及「股權估值」』，當天現場來了

許多想進一步瞭解募資及公司會計的創業家、想創業的學生及社會人士，講者非常詳細

的針對此主題內容進行解說，現場的聽眾均獲益良多。 

 

 育成中心創立方舉辦創業講座，6 月 1 日邀

請到人生百味營運長巫燕德到創咖啡舉辦演

講說明會，主題為「社會議題如何創業?」講

座吸引許多對創業有興趣的學生、社會人士

及正在創業的創業家，講者分享了許多自身

創業的寶貴經驗以及創業需注意的事項，聽

眾也相當踴躍的提問互動。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育成中心 

「紀念全民抗日戰爭爆發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詞貴賓合影。 

 

人生百味巫燕德營運長進行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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