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盧虹蓁報導】國立政治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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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 日上午於政大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簽署短期進修暨產學合作建

議書，並於政大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舉行進駐啟用茶會。副校長王儷玲表示，政大力推產

學合作，未來將會傾全校之力回饋社會，研發長劉幼琍則期待未來能與 MIC 持續深化合作。 

  

資策會為政府資訊通訊相關政策之智庫，而其中 MIC 專執資訊工業發展之研究調查，累積近

30 年產業研究專業能量，提供整合型顧問服務，側重發展情報力、顧問力及育才力。資策會

MIC 於今（106）年 7月 1日起進駐研創中心，期能結合政大教學及研究資源，共同爭取研究

計畫並積極展開各項合作交流，進駐茶會當天，包括副校長王儷玲、研發長劉幼琍、副研發

長兼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蔡瑞煌與相關院長及計畫主持人皆到場參與，足見政大對於此合作之

重視。 

  

王儷玲副校長指出，政大商學領域成果豐碩，如今與資策會 MIC 合作更是如虎添翼，她希望

這項合作能互利雙方，並承諾將傾全校資源回饋臺灣產業。研發長劉幼琍表示，政大資源豐

富，9大學院各有專長，盼能結合自身強項與資策會 MIC 展開深度交流。副研發長蔡瑞煌亦樂

見雙方合作，他指出資策會 MIC 在文創方面著力很深，並細數政大優勢及提出未來可能之合

作項目，包含數位內容與科技學程、多樣外語課程、轉注藝遊計畫及南風四重奏等。資策會

所長詹文男表示，MIC 與政大過去合作愉快，如成果報告共享與智慧資本研究，期許未來能借

重政大專長，以淺顯易懂的方式幫助民眾了解數位內容及臺灣科技發展願景。(摘錄自校訊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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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儷玲副校長對於雙方合作寄予 

重望。攝影：盧虹蓁。 

政大與資策會產學合作，前排右起：資策會 MIC

所長詹文男、政大副校長王儷玲、資策會 MIC

副所長黃宛華、副研發長蔡瑞煌。攝影：盧虹蓁 

黃宛華副所長介紹共創共營空間

MICxNCCU Cube。攝影：盧虹蓁 



 

3 

 

 

 

 

 

 

 

 

 

 

 

 

 

 

 

 

 

 

 

 

 

 

 

 

 

 

 

 

 

本期焦點 ------------ 1 

公告事項 ------------ 4 

學術與實務活動 ------ 6 

學術榮譽 ------------ 6 



 

4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 

 研發處預訂於本（106）年 12 月間召開學術補助審查小組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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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校外政府機關補助學術性計畫學校配合款」等校內補助者，敬請於 106年 11月 30日(星

期四)下午 5時前備齊申請表及相關資料送達研發處學術推展組，俾利提會審議。 

 

 本校「研究計畫學習型兼任助理作業要點」業於 106 年 9 月 5日以政研發字第 1060024854

號函發布修正，名稱並修正為本校「研究獎助生作業要點」。 

 

科技部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2018 年度「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力」
計畫 

科技部 106 年 9 月 19 日下午 5時 

2017 年第二梯次「LEAP 博士創新之星
計畫」 

科技部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線上截止
收件日期為 106 年 9 月 30 日 

2018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NEP-II） 

科技部 106 年 10 月 2 日下午 5時 

2018-2019 年「臺英（MOST-RS）雙邊科
技合作人員交流計畫」 

科技部 106 年 10 月 6 日下午 5時 

2018 年「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計畫」 科技部 106 年 10 月 24 日下午 5時 

2017 年第二期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
科學類博士後研究人員 

科技部 106 年 10 月 31 日下午 5時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計畫 科技部 106 年 10 月 19 日下午 5時 

 
 面對人工智慧新技術帶來的新契機與挑戰，科技部於本(106)年 8 月起公開徵求 107 年度

「AI 創新研究中心」專案計畫，本校計有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王儷玲教授「因應長壽風

險 AI 金融科技應用」、資訊科學系劉吉軒教授「前瞻無人機智慧系統：核心技術研發

與情境應用展示」及資訊管理學系莊皓鈞副教授「AI 供應鏈金融創新」等 3件計畫構想

書通過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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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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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元整，已於本年 8月前全數核銷完畢。 

 

 本校 105 年計 57 位學生提出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共 35 件研究計畫核定通過

補助。其中 33 位已依科技部規定期限（106 年 3 月 31 日）線上繳交研究報告，計 8名學

生報告內容經科技部評審成績優良且具創意，頒發「研究創作獎」，成績表現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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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巨蛋 i-Voting 前期之公
民參與程序」委託案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 

106 年 9 月 6日 

107 年度「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
機構計畫」及「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客家委員會 106 年 9 月 30 日 

教育部辦理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
論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論文集 

教育部 106 年 10 月 15 日 

 

科技部獎勵受理申請 

 研發處公告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敬請有意申請之

師長於期限內完成申請，申請相關資訊如下： 

 

一、傑出研究獎： 

（一）依 106 年 8 月 16 日政研發字第 1060023625 號函諒達。 

（二）有意申請者，務請於 106 年 10 月 5 日（四）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以利本校函送科技 

      部。 

（三）申請相關資訊及附件下載請參閱研發處最新消息：https://goo.gl/7KTCSx 

 

二、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 

（一）依 106 年 8 月 17 日政研發字第 1060023765 號函諒達。 

（二）申請資格：申請人線上填寫並繳交送出申請書時，須為本校任職一年以上之博士後研 

      究人員。請符合資格、有意申請者，務請於 106 年 9 月 20 日（三）下午 5時前完成線 

      上申請作業，以利本校函送科技部。 

（三）申請相關資訊及附件下載請參閱研發處最新消息：https://goo.gl/jzf6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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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研發處推動各項大型計畫近期公告 

 高教深耕計畫「第一部分：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初步構想書已於 8 月

31 日送交教育部，完整版將於 11 月 27 日提交。 

 

 本校於本(106)年 9 月 13 日(星期三)由校長召開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專

案推動會議，初步已由理學院、社科院等相關單位提出初步計畫構想，為持續推動本專

案計畫，本校未來將再邀集相關師長與團隊共同討論本專案計畫之提案構想。 

 

106 年頂大計畫經費執行重要事項 

 頂大辦公室將於 106 年第 3 季結算頂大計畫資本門執行經費，並辦理全數計畫賸餘資本門經費回

收作業；敬請校內執行頂大計畫之各相關單位，於本(106)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頂大資本門項目之

經費執行或相關採購程序。 

 
 

 

 

 恭賀本校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徐世榮主任所著《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

被掩蓋、一再上演的歷史》榮獲第 41 屆金鼎獎-非文學圖書獎。 

 

 恭賀本校 106 年 7-8 月收錄於 Scopus 資料庫之本校師生論著共計 84 篇，文學院 6 篇、理

學院 14 篇、社科院 26 篇、商學院 26 篇、外語學院 2 篇、傳播學院 3 篇、教育學院 1 篇、

國務院 1 篇、選研中心 2 篇、國關中心 1 篇及體育室 1 篇。本校論著收錄 Scopus 資料庫

列表，請參考以下網址：https://goo.gl/aifUA8 

 

 

 
 

 研發處於 106 年 9 月 28 日假行政大樓七樓第二會議室，辦理 106 年第 4次研究倫理工作

坊，邀請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研究所邱文聰教授，主講「巨量資料與人工智慧研究的倫理

與法律議題」，現在接受報名中。報名網址：goo.gl/hAog83 

 
 
 
 
 

研究發展處 學術與實務活動 

本校學術榮譽 學術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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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本校台史所與日本大阪大學、愛知大學等三校，於 2017 年 6 月 25 日在大阪大學共同主

辦「台灣人走過的民主化‧本土化的歷程-台灣民主化運動 40 年」研討會。會議主要探

討這 40 年來台灣民主化運動的歷程，本校台史所計有三位老師出席發表論文，分別是薛

化元教授發表「台灣民主化改革待解的歷史問題」，李福鐘所長發表「台灣民主化過程

中的本土化」，以及李衣雲教授發表「中國化政策與漫畫審查制下的台灣漫畫」。該研

討會也備受日本學界重視，於 2017 年 7 月 26 日由日本朝日新聞大篇幅報導。 

  

 

 

 

 
 
 
 
 
 
 
 
 
 
 

 【社會科學學院訊】愛沙尼亞塔圖大學 Johan Skyt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學術副主

任（Deputy Head for Academic Affairs）Olga Bogdanova 博士於 8月 29 日訪社科院，拜會

院長江明修，並與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主任關秉寅、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魏玫娟就該校規劃成立的亞洲研究學程，以及該學程與社科院亞太研究碩博學位學

程交流合作交換意見，積極尋求與社科院亞太學位學

程建立夥伴關係，並希望未來可跟亞太碩學位簽訂雙

學位計畫。 

 

江明修院長對 Bogdanova 博士到訪表示歡迎，介紹社

科院目前有三個國際學位學程，國際學生來自約 30
個國家，是政大非常國際化的學院，也支持雙方進一

步交流，並將鼓勵社科院師生參與跟塔圖大學 Joha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的交流。Bogdanova 也對在

社會科學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愛沙尼亞塔圖大學學術副主任 Olga 

Bogdanova 博士拜會社科院院長江明

修。照片提供：社科院 

「台灣人走過的民主化‧本土化的歷程-台灣民主化運動 40 年」研討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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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社科院院館見到多位國際學生印象深刻，希望多瞭解社科院所推動的國際化。(摘錄自校

訊新聞) 

 
 社科院行政管理碩士學程在職專班為拓展學程同學之國際視野，了解日本行政機構政策

推動與實務運作以及大學發展方向與合作關係，特別規劃於 7 月 22 日至 7 月 26 日至日

本經產省、警視廳、慶應義塾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參訪交流。此行由社科院院長

江明修率領行政管理碩士學程執行長張其恆、社科院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任魏

玫娟及學程學生十餘人，進行暑期學術參訪學習之旅。 

  

此行參訪的日本政府機構包括長期引領日本國家經濟及產業政策發展之經濟產業省，以

及東京都層級最高的警察單位警視廳。經產省通商政策局東北亞課長星野光明詳細介紹

攸關日本經濟成長的安倍經濟學核心政策「三支箭」，強調日本目前的經濟成長重點為

「產業 4.0」的推動，同時也進一步說明政策執行成果以及遭遇的挑戰。參與座談的行政

管理碩士學程師生就日本的教育政策如何與產業政策

協調，以及日本是否支持臺灣參與跨太平洋貿易伙伴協

定（TPP）提問，師生們提出臺灣參與 TPP (跨太平洋

戰略經濟夥伴關係協議)議題，經產省通商政策局通商

交涉官篠田邦彥特別就相關議題提出回覆，強調日本的

立場是支持臺灣參與TPP，且臺灣身為亞太經合會（APEC）

成員國之一是有利條件，但最終結果也涉及國際政治特

別是區域強權之間的角力。(摘錄自校訊新聞) 

 

 

  
 
 

 

 【記者賴麒全報導】國立政治大學經營管理碩士學程

(EMBA)辦公室、EMBA 校友會以及 105 級班聯會於 8 月

18 日合辦第一場「創業平臺講座-商業模式系列」，邀

請荷蘭貿易暨投資辦事處紀維德代表，以及循環台灣

基金會陳惠琳副執行長，藉由引入荷蘭推動循環經濟

經驗以及臺灣的現況，與政大 EMBA 同學及校友共同討

論循環經濟的未來藍圖。(摘錄自校訊新聞) 

 

 

 

 

商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EMBA 執行長邱奕嘉致贈錦旗感謝荷蘭貿

易暨投資辦事處紀維德代表蒞臨。攝影：

賴麒全 

參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及創始

人福澤渝吉演講廳。照片提供：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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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金融科技研究中心訊】金融科技浪潮席捲全球金融市場，為協助臺灣更深入掌握這股

趨勢脈動，政治大學金融科技研究中心、FinEX Asia 等

相關機構於 7月 18 日共同舉辦「2017 FinTalks CEO 高

峰論壇 金融科技巨擘在亞洲-臺北」活動。在此次論壇

中，FinEX Asia 宣布成為政治大學金融科技中心的鑽石

級贊助企業，並與政治大學、點融網、Upgrade 共同提

供「金融科技人才啟動計劃」，將提供學生至矽谷、上

海及香港的金融科技公司實習機會，申請時間自 106 年

9 月 1日 107 年 1 月 31 日，鼓勵學生們把握機會踴躍報

名。(摘錄自校訊新聞) 

 

 

 
 
 
 

 【外國語文學院訊】配合教育部南向培育人才方案，外國語文學院今年再次籌劃暑期越

南語經貿班，並擇優補助校內外共 11 位具越南語專才之學生前進越南見習並參訪臺商企

業。行程從 8月 12 日至 23 日，共拜訪胡志明市、平陽省、頭頓省、前江縣近十幾家企

業和代表。 

 

政治大學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位學程段雅芳老師表示，「學

生透過本次企業參訪，深入瞭解臺商企業在越南的投資狀

況，以及東南亞近期發展趨勢。此外，學生們也能藉此更

清楚掌握當前廠商的人才需求，若把握機會發揮所長及優

勢，深信對自身未來職涯發展定有助益。」(摘錄自校訊新

聞) 

 

 

 
 

 
 

 【秘書處訊】第 74 屆威尼斯影展今年首度開設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競

賽片單元，政大傳播學院教授黃心健 VR 作品《沙中的房間（La Camera Inssabiata）》，勇

奪最佳 VR 體驗獎。傳播學院院長林元輝表示，政大傳院致力發展數位內容，潛能無限。

校長周行一肯定黃心健老師在創新教學及研究中，持續展現具體成果，獲獎是實至名歸，

傳播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國語文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政治大學、FinEX Asia 、點融網 、

Upgrade 共同發起金融科技人才培養發

展計畫。照片提供：金融科技研究中心 

胡志明市臺灣商會熱情招待本校

外語學院團參訪。照片：外語學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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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政大全體師生同仁都感到欣喜而振奮，與有榮焉！ 

 

《沙中的房間》是一個龐大的虛擬空間，有如巨大的記憶迷宮，參訪者可以有如身在夢

中，於其中自由飛行，裡面有八個獨特的房間，像是如同星雲旋轉的文字銀河；參訪者

的聲音也會凝結成聲音的雕塑，畫作逐漸轉化為文字，消散於空氣之中。這些獨特的互

動房間，將抽象的符號轉化為具像、可以互動的實體，讓參訪者探索文字與記憶的連結。 

 (摘錄自校訊新聞) 

  

 
 
 
 
 
 
 
 
 
 

 
 【東亞所訊】東亞所於 9月 4日邀請中國社會科學

院政治所周少來主任、張君助研究員分別就「中國

大陸民主發展的路徑分析」以及「中國大陸基層人

大代表選舉程式分析」兩個主題進行演講，探討中

國大陸民主發展的可能路徑，並深入介紹基層選舉

模式。(摘錄自校訊新聞)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之東南亞中心於 8月 17 日邀請到

馬來西亞國民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郭清水（Kuik 

Cheng Chwee）博士來臺訪問，並於政大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舉辦「Bilater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Emerging Third Pillar in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入圍作品《沙中的房間  （La Camera Inssabiata）》。（黃心健提供）  

 

國際事務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東亞所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所周少來

主任、張君助研究員探討中國大陸民主發

展的可能路徑。 照片提供：東亞所 

郭清水博士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進行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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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Architecture?」工作坊。另有來自國內各地的專家學者，針對中國一帶一路政策之

現況、理論基礎以及實務作業進行討論。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之東南亞中心於 8月 24 日接待外

交部亞太司引薦新南向訪問團，該團團員主要來自於

印尼、馬來西亞、泰國、菲律賓、澳洲、越南等國之

國際相關研究智庫學者，席間就我政府當前新南向政

策議題與各國實際反應進行深入討論，具有相當重要

之政策意涵。 

 
 

 
 
 

 選舉研究中心與中研院政治所於 7 月 12 至 28 日共同舉辦的 2017「政治學計量方法研習

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 IPM）舉行，邀請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的

Harold Clarke 與 Karl Ho 教授、Vanderbilt University 的 Brett Benson 教授共同參與。此次

計量營的課程主題為「跨層次分析」（Cross-level Analysis），同時亦包含與往年相同的核

心課程：迴歸分析、類別資料分析、STATA 與 R 的統計運用介紹等，與會師生皆受益良

多。 

 
 
 
 
 
 
 
 
 
 
 
 
 

 由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代表本校向文化部提出之「航向新視界--海關博物館培力與國際交流

推廣計畫」，已經獲得通過，第一年補助金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該計畫主持人為中心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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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引薦新南向訪問團 

2017「政治學計量方法研習營」圓滿落幕（照片提供：中研院政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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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委員、本校台史所李為楨教授，並且已經組成跨校之研究團隊。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台灣第三部門學會、海棠文教基金會、喜憨兒社會福利基金會、與

台灣公益責信協會於 8 月 5 日共同主辦「非營利組織之評估-績效與責信」國際研討會。 

 

 由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協助策劃及由徐世榮主任所著《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

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歷史》榮獲第 41 屆金鼎獎-非文學圖書獎，中心主任於 8 月 15

日在臺北市中山堂接受文化部頒獎。 

 

 由於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即將承接文化部有關於海關博物館的推廣計畫，中心主任及研究

團隊特別於八月下旬前往馬來西亞進行移地研究。行程如下：（1）8 月 19 日參觀該國位

於麻六甲的海關博物館；（2）8 月 23 日拜訪單斯里丘思東並參觀錫礦博物館；（3）8 月

23 日拜訪拉曼大學，由黃文斌副院長、劉紹瑜院長、及林德明院長接待；（4）8 月 24 日

拜訪馬來西亞華社研究中心，由詹緣端主任接待；（5）8 月 24 日馬來西亞財政部副部長、

拿督李志亮晚宴接待；（6）8 月 25 日參觀馬來西亞國家銀行博物館。 

 

 

 

 

 

 

 

 

 

 

 

 
 
 

 由政大、臺師大、臺科大三校合作之創意設計實

務學程於今年招收第四屆學生，並於 7月 5日在

臺師大公館校區舉行暑期簡報。本屆主題為「生

活居家創意」，各組同學在暑期密集授課期間集

思廣益，提出改良雨傘、雨衣、嬰兒車、行動電

源等各種生活物品，亦有同學提出建立社區共享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與創造力中心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研究團隊與單

斯里丘思東（右三）合影。 

研究團隊與馬來西亞財政部副部

長拿督李志亮（右四）合影。 

三校創意設計實務學程暑期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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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等共享經濟概念。指導老師們分別就各組概念提出建議，學程同學將於今年底舉辦

成果展。 

 

 由創新與創造力研究中心及政大科智所共同舉辦之 2017「創新創業」海峽兩岸暨香港地

區研習營，於 7月 12 日順利落幕。今年參與之學校有浙江大學、香港理工大學，以及臺

灣的政治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共五所學校。主題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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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由科智所所長鄭至甫

教授設計帶領，包括「社會企業創業家講座」、「設

計思考工作坊」、「移動互聯網環境下的商業模式

創新」、「社會創新田野訪查」等。參與的同學在

歷史的脈絡下尋找臺灣社會創新的特色，並透過

地域文化上的不同，透過合作與交流，在保守成

熟的產業中激盪出創新的創意與競爭力。 

 

 2016 年秋天，鹿樂平臺協助「深夜黑白切」工作室主人李奇芳發起「甜點教遊趣」計畫，

走出臺北城，由北而南、從西向東，環島一圈，沿路拜訪 11 所偏鄉小校教烘焙。 

過程中，李奇芳以在地特色農作物為甜點發想基礎，烘焙專屬該校的點心，希望藉此讓

學生認識自己生長的土地有多麼豐盛飽滿。兩次等待烤箱烘焙的時間，還分別帶入與烘

焙相關的自然科學知識及性別平等觀念。 

 

2017年推出偏鄉甜點教學深化版--「來去偏鄉就醬玩」

計畫。除了以在地特色食材做果醬，並現場用於製作

甜點；還要引導孩子寫下自己家鄉與果醬的故事，並

從中挑選幾篇作為果醬販售宣傳的文案。盈餘作為孩

子的閱讀或旅遊基金。有機會的話，希望還可以結合

社區與學校，一起合作執行更深入長遠的計畫。活動

網頁：https://goo.gl/7YMYZD 

  

 

 

 

 

創新創業海峽兩岸暨香港地區研習營合照 

教學換宿－「甜點教遊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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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學術與文化交流，臺灣研究中心於 7

月30日至8月5日接待2017年歐盟官員臺

灣研究訪問團。在為期一週工作坊講座中，

藉由課程讓歐盟官員了解台灣的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及教育等領域現況，此外，參訪

行程安排更是希望藉此讓歐盟官員實際品

嚐台灣美食、體驗台灣獨特的文化、認識台

灣在地人文風情。。 

 

 

 政大經濟學系、政大台灣研究中心、臺灣經濟學會於 8 月 7 日辦理「2017 科技服務創新

論壇-產業躍升策略：智慧醫療和跨域整合」，本論壇提供一個平臺，討論如何協助臺灣

產業順利轉型。本論壇除借重王平與謝長

泰兩位院士的寬闊視野和研究專長，提點

臺灣經濟轉型的關鍵要素，也邀請業界菁

英，從務實觀點來分析臺灣過往產業轉型

的困境以及突破的策略；最後，並透過政

府官員出席對話，集思廣益草擬適合創新

經濟的產業、教育、與人才政策。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於 8 月 31 日舉辦數學認知、教育與實務分享講座（Math 

Cognition,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系列一邀請義大利 University of Padova 神經科學

系教授 Dr. Carlo Semenza、英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士 Dr. Brian Butterworth 演講，演

講題目－「Math education at both ends of life in normality and pathology」、「The science of 

dyscalculia」。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9 月 5 日於本校舉辦數學認知、教育與實務分享講座（Math 

學術與實務活動 台灣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歐盟官員臺灣研究訪問團至台灣研究中心參訪。

論壇與會貴賓合影於研創中心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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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系列二邀請芬蘭 Pekka Räsänen 教授演講，演講題

目－「Reflections from the Finnish educational system based on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data: 

Effects of educational decisions on the skills and attitudes of the poor performers in 

mathematics」，以及英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士 Dr. Brian Butterworth 擔任與談人。 

 
 
 
 

 

 

 

 

 
 
 
 
 
 

 《原教界：原住民族教育情報誌》第76期（8月號）出刊。本期主題

為「原住民族的個人權與集體權」，設定此主題的動機，是正視新

局勢，隨著政黨輪替和新政府原住民族政策的推出，諸如原住民族

傳統領域、平埔族群正名等議題，勢必挑戰到既有原住民族行政的

框架，因此我們需要新一波社會教育與對話，也需要就政策的價值

和目標做根本的思考。歡迎有興趣者詳閱本期原教界。期刊全文閱

覽請洽原民中心網站 http://alcd.tw/aew/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執行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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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持續巡迴辦理條目寫作

研習會及輔導工作坊定期聚會。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於7月24至26日和8月14至16日於新北市深坑假日飯店舉辦兩梯次「維

基百科寫作工作坊」，會中引導族人進行孵育場的介面轉譯。截至目前已有3語（泰雅語、

撒奇萊雅語、阿美語）進入「維基孵育場」活躍觀察名單，朝成為正式語言的目標持續

努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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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與會師長與講者合影 

活動海報 

原教界第 76 期 



 

16 

同參與推廣。教學影片連結：https://goo.gl/atFG93 

 
 
 

 

 

 
 
 
 
 
 

 印度尼赫魯大學中國大陸及東南亞研究中心墨普德（Priyadarsi Mukherji）主任伉儷於

8月 14 日拜訪原住民族研究中心，針對印度尼赫魯大學欲設立「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之

計畫，向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諮詢過去發展之經驗及未來經營方向。由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黃季平主任與林修澈教授接待，介紹歷年計畫與成果，讓墨普德（Priyadarsi Mukherji）

主任伉儷先對中心研究方向有初步了解。墨普德主任伉儷對原民中心的成果甚感興趣並

深表讚許，也期望日後能有更多與原民中心相互交流、學習之機會。 

 
 
 
 
 
 
 
 
 
 
 
 

 

 

 人文中心啟動「抗日戰爭史基礎研究」計畫，以 1942 年我國派遣印緬遠征軍與英美盟軍

協同作戰為切入點，將對日抗戰置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架構中作討論。8 月 26 日舉行籌

備會議，邀集國內進行相關研究的重要學人，共同討論研究議題及籌組團隊事宜。初步

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文中心 

7月24日-26日維基百科寫作

工作坊族人 

8月14日-16日維基百科寫作工作坊 

族人轉譯狀況轉譯狀況 

印度尼赫魯大學中國大陸及東南亞研究中心墨普德

（Priyadarsi Mukherji）主任伉儷來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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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共識，期於 2019 年二戰爆發八十週年之際，以出版專書及辦理國際研討會的形式展

現具體研究成果，為學界與社會帶來一定的影響力。 

 

 9 月 2 日起至 30 日，人文中心辦理本年度第一

梯次的「兩岸人文社會研習營」。邀請中文、歷

史、宗教、文化、經濟、社會、兩岸關係、臺

灣原住民等領域的講師授課，希冀在短期集中

的研習期間，對於兩岸人文社會的各項知識有

全面性的瞭解，增益學術交流的成效。 

 

 
 
 
 
 

 創新育成中心創立方創業講座於 7月 13 日邀請

虎咖啡創辦人林楷偉於創咖啡舉辦創業講座，主

題為「賣一杯世界最貴的咖啡」。當天吸引許多

對創業及此主題有興趣的學生、社會人士及正在

創業的創業家，講者分享了非常多自身一路以來

從無到有的創業歷程及其寶貴的創業經驗，Q&A

互動的時間，大家也相當踴躍提問，參與講座的

現場來賓均感獲益良多。 

 
 

 
 創新育成中心創立方創業講座於7月20日邀請戴

華國際有限公司行銷總監蔡建郎於創咖啡舉辦創

業講座。主題為打造跨境電商「全球品牌力」，講

師非常詳細的針對此主題內容進行解說，並分享

了許多不同的經驗，在 Q&A 互動的時間，講者與

聽眾互動相當熱絡。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育成中心 

「抗日戰爭史基礎研究──遠征軍與第二次

世界大戰」研究計畫籌備會議。 

虎咖啡創辦人林楷偉進行創業講座 

戴華國際有限公司行銷總監蔡建郎 

進行創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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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院師生於106年8月28日蒞臨研究暨創

新育成中心參訪，本校由圖書資訊與檔案研究所陳志銘所長進行

接待。廣東大學參訪師生對於本校輔導創業機制表現高度興趣，

除了針對本校鼓勵學生創業之相關配套進行交流外，亦對於本校

創立方與創意實踐獎助金的相關制度進行詳細瞭解。 

 

 香港港專學院行政主管於 106 年 8 月 23 日蒞臨研創中心參訪， 

    本校由社會科學院江明修院長率副院長白仁德暨院內同仁接待。 

    港專學院行政主管對於本校轉注藝遊計畫辦公室與國立故宮博物 

    院共同辦理文山雅集藝術展深感興趣，並親身體驗透過 VR 虛擬實 

    境，以虛擬毛筆親手題寫書法，體驗懷素狂草藝術的精髓。

學術與實務活動 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廣東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院師

生參訪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香港港專學院行政主管至研究

暨創新育成總中心進行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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