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發展處訊】為鼓勵教研人員赴國外與國際頂尖大學學者進行深度及實質性的學術交流

與合作，以提昇國際學術影響力及研究能量，本校特訂定「國立政治大學補助教師與研究人

員從事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活動實施要點 」，補助教研人員從事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活動。 

研發處自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一）下午 5 時止受理 107 年度本校專任教研人員國際學術交流

與合作活動補助申請案。本申請案將視國際交流及合作之地區（不適用大陸、港、澳地區），

每案以補助新臺幣 30 萬元為上限；如指導本校博士生共同赴國外從事學術研究者，每案得以

新臺幣 20 萬元為上限增額補助。詳情請參閱研究發展處網頁／最新消息／公告事項／補助類

（網址: http://ord.nccu.edu.tw/news/news.php?class=105&Sn=2956）。 

另外，研發處研訂之「國際拔尖計畫」，運用高教深耕經費提升本校學術研究質量，鼓勵教研

人員成立跨領域之國際研究團隊，與世界各大學之優秀團隊建立深度實質合作機制，持續培

育新生代研究人才。預計每年補助 8 研究團隊，每團隊至多 1,200 萬元，將於 4 月 16 日（一）

中午 12 點截止申請。歡迎專任教研人員踴躍提出申請。 

   
 

第二十七期 
2018 年 4 月 15 日 出刊    發行處│研發處    發行人│劉幼琍    

總編輯│高慧敏      編輯│黃彥琳、蔡彥亭    研發處網站  http://ord.nccu.edu.tw/main.php 

本期焦點 

「國際拔尖計畫」與「107 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補助」

分別於 4 月 16 日（一）中午 12 時及 4 月 30 日（一）

下午 5 時截止申請 歡迎本校專任教研人員踴躍申請 

（海報製作：陳柏宏） 

 

http://ord.nccu.edu.tw/news/news.php?class=105&Sn=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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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記者詹喬穎報導】政大研究發展處 4 月 10 日邀請意藍資訊楊立偉總經理以「社群及人

群大數據在學術上的研究」為題，從選前民意分析、消費預測、疾病擴散與風險預測等，提

及大數據應用範圍越來越廣。楊總經理期待透過產學合作，發掘社群大數據更多可能性。 

 

楊立偉總經理指出，數據分析除技術與統計人才外，既有領域的分析方法與模型最為需要，

因此跨域及產學合作極為重要，尤其大數據發展相當在地化，需有當地人才發展當地模型，

期待透過產學合作，讓大數據更為廣泛應用，他也鼓勵政大學生持續於專業領域上投入，並

思考未來可能的運用。楊立偉總經理也展示意藍資訊旗下「OpView 社群口碑資料庫」的定期

分析週報，進一步分享相關技術。 

 

劉幼琍研發長表示，政大很多老師研究大數據，希望藉楊總經理的業界經歷，分享大數據發

展趨勢與方向，讓師生了解其於不同領域之發展可能性。 

 

傳播所碩一張耕與表示，演講所分析的許多個案超乎原本對於大數據應用的想像，對於未來

的趨勢有更多想像空間。傳播所碩二杜思頡則指出，對於大數據應用之深度一方面驚嘆、一

方面擔憂，她舉例，大數據對於行銷方與賣家相當方便，但對消費者而言，該如何保護隱私，

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轉自校訊新聞） 

 

 

 

 

 

 

 

 

 

 

  

本期焦點 
意藍總經理楊立偉分析社群大數據 期待跨域

及產學合作 

1. 左上圖：與會來賓及同學合影（照片

來源：詹喬穎）。 

2. 左下圖：意藍資訊楊立偉總經理（照

片來源：詹喬穎）。 

3. 右下圖：劉幼琍研發長（左）與楊立

偉總經理（右）（照片來源：詹喬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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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訊】政大周行一校長自 4 月 1 日起至 7 日與科技部、教育部及 11 所頂尖大學組成海

外攬才團，造訪舊金山、洛杉磯、波士頓及紐約，延攬優秀學者來台。教育部招攬優秀學者

計畫分為「玉山學者」及「玉山青年學者」，經學校延攬後，由聘任學校提出申請。周校長強

調，政大協助各院積極招募優秀學者至學校任教，除玉山計畫外，此次多位海外學者或留學

生詢問工作資訊，表達對至本校服務之高度意願。 

   

根據教育部相關規定，「玉山學者」須具 10 年以上任職於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或知名公司

經驗，或於所屬學術領域具卓越貢獻。被聘任後除由聘任學校提供本薪外，教育部每年外加

薪資最高新臺幣 500萬元，一次核給 3年；

「玉山青年學者」則須符合取得最高學歷

十年內，具有優異產業界工作經驗或學術

經歷，獲選後，除本薪外，教育部每年外

加最高新臺幣 150 萬元薪資，一次核給 5

年。而教育部將提供每年至多新臺幣 150

萬元行政支援費用，供其聘任祕書或助理，

協助其行政工作。 

 

 

周校長表示，政大目前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商學、教育、傳播、國際事務、外語、資訊

科學、應用數學、心理學、神經科學及應用物理等各領域，均開放諸多教師員額擬招攬全球

優秀人才加入教研團隊。此行，周校長亦與美東、美西校友會進行多場交流活動，除感謝校

友對母校的支持，同時也將學校目前全球攬才策略及相關彈性薪資、子女就學、學人宿舍等

各方面配套資源及條件一併傳達校友會，強化多元廣宣管道，以招募全球優秀人才，強化師

資，建立國際化教研團隊。（摘自校訊新聞） 

 

 

 

 

 

 

 

本期焦點 
周行一校長與科技部、教育部及多所頂尖大學

海外攬才 

周行一校長（後排右四）與中華民國科技部及教育部海外攬才團合影留念（照片來源：秘書處）。 

海外留學生向周行一校長詢問工作資訊（照片來源：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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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記者顏妤恬報導】政治大學與陽明大學配合科技部 106 年 GloRIA（Global Research 

&Industry Alliance）國際產學聯盟計畫，以「AI 智慧銀光經濟&生技金融產業發展」跨領域

結盟，鎖定 AI 智慧、金融科技、長照三大產業。兩校於 3 月 21 日舉行結盟儀式，期待未來

除了培育國際級人才，更將共同攜手創造更高的社會效益及產業價值。 

 

政大為全臺唯一獲科技部「金融科技國際產學聯盟計畫」的大學，而陽明大學以醫學見長，

並獲科技部「生技醫材臨床測試/市場推廣國際產學聯盟」之計劃。兩校首度打破跨領域藩籬

而結盟，科技部鄒幼涵次長特別蒞臨主持見證。未來兩校結盟主要探討「AI 智慧銀光經濟 & 

生技金融產業發展」主題，貫穿 AI 智慧、金融科技、長照三大產業，促使各校頂尖團隊跨域

合作，成為科技部為培育人才及打造國際合作新管道的 GloRIA 計畫支持下，首個跨校結盟案

例。 

 

周校長表示，政大為人文社會科學之頂尖大學，透過科技部 GloRIA 計畫與醫學專業的陽明大

學結盟，可謂難能可貴，期待兩校與業界不僅結盟更要密切結合。陽明大學郭旭崧校長則表

示，陽明大學以醫學生技見長，近年積極投入人工智慧運用於臨床醫療研究，而政大以金融

商學領先，未來結合兩者，期許帶動國際產學動能。科技部鄒幼涵次長則強調臺灣健康高齡

社會及生技金融產業之潛力，並期許政大與陽明大學以 GloRIA 首個跨校結盟之姿，引領臺灣

各界推動更多產學合作機會，整合資源，使學術及產業效果加乘。 

 

結盟儀式由周行一校長、郭旭崧校長、政大王儷玲副校長、宋皇志副研發長、陽明大學林峻

立研發長、陳亮恭主任及兩校國際產學聯盟貝先芝營運長、劉先覺執行長共同啟動。業界龍

頭合作夥伴也出席參與盛事，包括以人臉辨識著稱的浩鑫公司余麗娜董事長、近期大力投入

智慧型穿戴裝置的宏碁集團許銀雄總處長，及富邦人壽李回源執行副總等。（轉自校訊新聞） 

 

 

本期焦點 
政治大學與陽明大學國際產學聯盟結盟 發展

AI 智慧「銀」光經濟 

政大周行一校長致詞，表示期待本次

結盟（照片來源：陳品雅）。 

GloRIA 開幕結盟儀式及大合影（照片來源：陳品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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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教育部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特色大學計畫首次舉辦聯盟學校優

良數位課程評選，共計有九校 480 部影片參賽，經總辦公室嚴格遴選，3 月 19 日公佈結果。

本校南風四重奏計畫辦公室所拍攝之數位課程在激烈競爭下脫穎而出，於 5 獎項中榮獲 3 項

肯定，分別為優良後製獎、優良智財處理獎及優良講師獎。 

 

南風四重奏計畫辦公室所拍攝之數位課程是以積木式數位課程製成概念，希望以積木「小巧」、

「彈性」及「可重組」之概念及特點來規劃課程架構。每單元影片長度為 5-10 分鐘，以「微

型磨課師」的方式呈現。南風辦公室 105 年至 106 年所拍攝之數位課程影片主題是以東南亞

為主軸介紹當地國家的文化與語言等，此次得獎的影片為「泰文字」、「印尼美食」等系列單

元。目前已經完成 60 部影片的拍攝，今年開始南風辦公室將以科技導入、創新創業及場域為

主軸拍攝相關數位課程（轉自校訊新聞）。 

數位課程影片連結： http://iquartet.nccu.edu.tw/zh_tw/elearning。  

 

 

 

 

 

 

 

 

 

 

 

 

 

 

 

 

 

 

 

南風四重奏數位課程爭光 教育部智慧生活特

色大學計畫勇奪三獎項 
本期焦點 

智慧生活計畫九校參賽團隊大合影（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http://iquartet.nccu.edu.tw/zh_tw/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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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 

 研究發展處預訂於今年 6 月、9 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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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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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於同年 5 月 31 日（四）、9 月 13 日（四）及 11

月 2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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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2019 年臺灣─法國(MOST-ANR)共同合作研

究補助「擴充加值型(add-on) 國際合作研究

計畫」 

科技部 107 年 4 月 17 日下午 5 時 

107 年「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計畫」 科技部 4 月 19 日下午 5 時 

107 年度「智慧仿生材料與數位設計平台」

專案研究計畫 
科技部 4 月 20 日下午 5 時 

107 年度「積層製造(數位製造)產業應用研究

專案計畫」構想書 
科技部 4 月 23 日(科技部收件時間) 

107 年第二梯次「博士創新之星 LEAP 計畫」 科技部 4 月 30 日 

107 年「國際共同研究暨培訓型合作活動計

畫」(含東南亞區域) 
科技部 5 月 3 日下午 5 時 

107 年度兩岸科技合作研究計畫-「太陽能領

域之研究」 
科技部 5 月 28 日下午 5 時 

107 年度「科技部/環保署空污防制科技學術

合作計畫」 
科技部 5 月 28 日下午 5 時 

107 年度第二梯次「愛因斯坦培植計畫」 科技部 5 月 28 日下午 5 時 

107 年度補助第一期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

類博士後研究人員 
科技部 5 月 31 日下午 5 時 

科技部參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徵求

INFEWS (Innovations at the Nexus of Food, 

Energy and Water Systems)計畫 

科技部 

鼓勵正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且對參與

INFEWS 有興趣的計畫主持人，主動與

美國的合作夥伴聯繫或接受其美國合

作夥伴邀請，參與由美方計畫主持人依

據 NSF 公告規定，向 NSF 提出申請。 

 

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與獎勵 

http://ord.nccu.edu.tw/plan/rd_research_c.php?Sn=808
http://ord.nccu.edu.tw/plan/rd_research_c.php?Sn=809
http://ord.nccu.edu.tw/plan/rd_research_c.php?Sn=807
http://ord.nccu.edu.tw/plan/rd_research_c.php?Sn=807
http://ord.nccu.edu.tw/plan/rd_research_c.php?Sn=810
http://ord.nccu.edu.tw/plan/rd_research_c.php?Sn=810
http://ord.nccu.edu.tw/plan/rd_research_c.php?Sn=803
http://ord.nccu.edu.tw/plan/rd_research_c.php?Sn=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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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科技部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委託/補助機關 委託/補助機關截止日期 

教育部補助「潔淨能源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

育區域推動中心計畫」徵件 
教育部 4 月 16 日 

英國商業、能源及產業策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BEIS)107 年度「台英創新產業研究人員移地研

究計畫」申請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 
4 月 30 日 

文化部徵求「ㄧ百零七年度加速文化內容開發

與科技創新應用」 
文化部 4 月 30 日 

 

校外獎項受理申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辦理「107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甄選，歡迎踴躍參選。來文請參閱研發

處網站「最新消息」http://ord.nccu.edu.tw/news/news.php?Sn=2965。相關資訊可至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www.tipo.gov.tw）／便民服務／國家發明創作獎網頁下載。有關

報名參選事宜，歡迎洽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國際事務及綜合企劃組洪小姐（電話：

02-2376-6131）及本案聯絡窗口陳小姐（電話：02-23 25-6800 分機 888）。 

 

 

 「第十五屆國家新創獎」即日起至 7 月 15 日止開放申請，相關辦法及國家新創獎手冊電

子檔請至官網（http://innoaward.ibmi.org.tw/）瀏覽下載。參賽申請請洽鍾君明專案經理（電

話：02-26557888＃626）；參賽諮詢請洽彭婕妤博士（電話：02- 26557888＃622）。 

 

 

 2018 年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選拔案，自即日起受理推薦。選拔案採線上申辦方式，由

被推薦人至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線上作業系統，填寫並上傳推薦資料，並於 5 月 24 日

（四）前完成前述作業，逾期送達或資料不齊全者，不予受理。本獎項作業要點、推薦

書表及上傳作業方式說明等，請至科技部網站：https://goo.gl/yp7huk「學術研究」項下「補

助獎勵辦法及表格」中「 獎勵科技人才」之「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下載使用。如有

關電腦操作問題，請洽本部資訊系統服務專線，電話：0800- 212-058、（02）2737-7590

～7592。 

 

 

 

 

 

http://ord.nccu.edu.tw/news/news.php?Sn=2965
http://www.tipo.gov.tw/
http://innoaward.ibmi.org.tw/
https://goo.gl/yp7h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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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本校 107 年 3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本校師生論著共計 27 篇，文學院 2 篇、理學

院 5 篇、社科院 7 篇、商學院 4 篇、外語學院 4 篇、傳播學院 2 篇、國務院 3 篇。本校

論著收錄 Scopus 資料庫列表，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s://goo.gl/TxQecr。

 

 

 

 

 【研究發展處訊】研發處於 4 月 3 日假行政大樓

七樓第 2 會議室，辦理 107 年第 1 次研究倫理工

作坊，邀請林青足執行秘書（安泰醫療社團法人

安泰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委員），針對本次研習

主題--「從研究人員常見的提問—瞭解研究倫理

審查作業」及「同意書審查常見的問題與知情同

意」進行說明，吸引本校及各校教師前來參與講

習，與會者眾。 

 

 

 

 

 

 【台灣史研究所訊】台灣史研究所與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國立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京大學大

學院法學研究科、中京大學社会科学研究所、

中京大學先端共同研究機構於 3月 10日至 12

日辦理「東亞的歷史與人權」臺日國際學術

研討會，討論台灣政治、文化與歷史的特殊

性，戰前與戰後的差異與變化，並於研討會

後討論未來交流方向。 

 

 【台灣史研究所訊】台灣史研究所與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

究所、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日本

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日本立命館大学文学部於 3 月 17 日至 18 日共同舉辦「第三屆

台灣與東亞近代史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以「台灣、東亞近現代史」為主題，舉辦約 130

本校學術榮譽 學術榮譽 

研究發展處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主講人林青足執行祕書(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與會學者於研討會後合影留念(照片來源：台灣史研究所)。 

學術與實務活動 

https://goo.gl/TxQe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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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研討會，提供國內與國外青年學者和研究生進行討論與交流的平台，促進國際學術

間合作。 

 

 

 

 

 

 

 

 

 

 

 

 

 【歷史系訊】歷史學系於 3月 18日至 4月 16日（一）邀請英國劍橋大學的Uradyn Erden Bulag

教授來臺短期訪問及學術交流，希冀師生接觸在當前學術研究環境中較為陌生的學術領域，

如蒙古對於北亞及東北亞的文化政治影響，以及蒙古在近現代國族建構和認同等議題，

透過兩場學術演講及一場工作坊的交流形式，與系上師生雙向分享研究成果，並藉此機會開拓

視野，促進日後跟劍橋大學的學術交流合作。 

 

 

 

 

 

 

 【社會科學學院訊】2018 年台日高峰論壇，以「AI 科技與未來社會」為主題，邀請日

本及台灣科技產業及政策分析的巨擘與會。台日學術及產業交流，除表彰良好的台日關

係外，也進一步建立前瞻性台日學術交流，並拓展雙向溝通管道。本次會議由國立政治

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

社會科學學院 

2018 第三屆台灣與

東亞進代史青年學

者學術研討會與會

學者和師生合影留

念（照片來源：台

灣史研究所）。 

學術與實務活動 

左為歷史學系楊瑞松教授兼系主任、右為劍橋大學

Uradyn Erden Bulag 教授（照片來源：歷史系）。 

師生踴躍參與專題講座及工作坊（照片來源：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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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共同主辦，希望借鏡日本近年所倡議之「社會 5.0」（society 5.0），

以經濟社會為基礎，推動跨界整合實現科技創新策略及其必要措施，並據以領導產官學

各部會的相互連結。 

 

 

 

 

 

 

 

 

 

 

 

 【國家發展研究所訊】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於 3 月 29 日上午拜訪國家發展研究所並舉行

座談會，由國發所劉曉鵬所長主持。校內外師生參與踴躍，現場座無虛席，與會者就中

共 19 大與兩會之後的兩岸關係進行深入討論。社會科學院江明修院長特別於座談會後與

廈大台研院前院長劉國深教授一行人茶敘，東亞所魏艾副教授也特別撥冗出席，除針對

兩岸關係交換意見外，也討論社科院與廈大及台研院合作機會。 

 

 

 

 

 

 

 

 

 

 

 

 

 

 

 

 

 

 

 

茶敘交流時間，由左至右依序為上山隆大議員、

社會科學院江明修院長及周行一校長（照片來

源：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關秉寅

主任（左三）主持「AI 創新對民主社會所帶來的

挑戰」（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1. 左上圖：與廈大台研院老師們有深厚情誼的東

亞所魏艾副教授（後排右四）也特別前來社科院

參與茶敘（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2. 右上圖：社科院江明修院長（右）特別撥冗，

於座談會後與廈大台研院劉國深教授（左）一行

人茶敘並致贈禮品（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3. 左下圖：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訪問國家發展

研究所（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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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學院訊】社會科學學院提出「興隆安康·共好文山」社區共善計畫，社科院江

明修院長期待，透過政大與社區組織整合，提出創新方案，協助解決安康社區問題，並

從脫貧、新住民關懷、兒少及家庭服務、法律扶助等方面著手，傾學校之力，實踐共善

價值。計畫協同主持人王信實副教授則希望透過「興隆安康·共好文山」社區共善計畫，

肩負政大頂大頭銜的使命，跨部門、跨領域投入，以創新方式解決社會問題。江院長期

待，透過該計畫藉由安康平宅作為實驗工作點，打造未來三十年能解決社會問題之人才，

將創新實作課程帶入，讓理論不單憑空想像，也誠摯盼望各方有志之士貢獻己力，自告

奮勇投入。 

 

 

 

 

 

 

 

 

 

 

 

 

 

 

 【法學院訊】法學院刑事法學中心邀請日本相關刑事政策及醫療領域的學者們共 12 位來

訪，於 3 月 13 日假本校綜合院館 5 樓國際會議廳及 13 樓法治斌講堂舉辦「第 25 屆政大

刑法週研討會」，就我國監獄醫療相關議題為出發點，探討受刑人人權、獄中監督機制、

矯正醫療的現況與優缺點等問題，並邀請日本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發表演講，同時和遠

道而來的日本調查團進行意見交換與討論。新聞報導：https://ppt.cc/fI4HLx。 

 

 

 

 

 

 

 

 

 

 

 

左圖：江明修院長（左後一）與王信實副教授（左前二）與當地深耕組織交換意見（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右圖：江明修院長（右）與王信實副教授（左）深入安康社區，了解當地需求（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第二十五屆政大刑法週研討會與會學者及日本矯正醫療研究會台灣調查團合照（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ppt.cc/fI4HLxhttp:/www.law.nccu.edu.tw/lawnews/news.php?Sn=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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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院訊】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商事法學中心、公司治理專業人

員協會，以及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將訂於 4 月 19 日（四）假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共

同舉辦「2018 年吹哨者制度研討會」，有鑑於全球各國紛紛推動相關法案之立法，以期透

過完善的制度，鼓勵公司內部人檢舉不法，落實公司治理，及早阻止違法脫序損及公司

之行為，本研討會預計邀請主管機關、學界專家、產業標竿領袖舉辦高峰座談，探討吹

哨者制度建立之必要性及推動設置之道。活動資訊：https://ppt.cc/fGp8Ex。 

 

 【法學院訊】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邀請來自日本的訪問學者-根岸忠教授於

3 月 16 日假本校綜合院館 13 樓法治斌講

堂舉辦「日本是否引入長期照顧外籍移工

之政策辯論 - 兼論外籍移工在日本的勞

動保障與社會保障」專題演講，解說日本

長照政策引入外籍人力的各項議題，同時

和參與師生進行議題討論與心得交換。新

聞報導：https://ppt.cc/fG2IKx。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訊】政治大學商學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致力促進產學合作，與渣打

銀行、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合作，進行為期一年的金融科技開發，並共同舉辦「2018 渣打

金融科技校園創意挑戰賽」，鼓勵學生組成團隊參加競賽針對無現金社會、應用程式串接

介面（API）、區塊鏈應用、人工智慧應用，及其他相關主題提出創意想法，更提供參訪

渣打銀行新加坡創意實驗室及進入台灣渣打銀行實習機會。此挑戰賽的初賽徵件截至 4

月 15 日止，預計 4 月底公佈初賽結果，獲選進

入決賽團隊於 5 月參加渣打銀行舉辦的「人性

設計創新工作坊」，5 月 21 日（一）進行決賽，

前三名團隊將分別獲新臺幣 20 萬、12 萬、8 萬

元獎金，指導教授將額外獲研究獎勵經費新臺

幣 10 萬元。 

 

 

 

 

與會師長會後合照，由右至左起：林佳和副教授、孫迺

翊教授、根岸忠教授、林良榮助理教授以及與會者（照

片來源：法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商學院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與渣打銀行、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合作舉辦

「2018 渣打金融科技校園創意挑戰賽」（照片來源：金融科技

研究中心）。 

http://www.law.nccu.edu.tw/app/news.php?Sn=1749
https://ppt.cc/fG2I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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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學院訊】政大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於 3 月 29 日（四）舉行簽約儀式，期待在雙方合

作下，以金融科技建構更完善的老人醫療與健康照護社會。此次簽約除將雙方合作面向

擴大到研究教學實習上，更將透過金融科技與智慧醫療結合，協助臺灣提供更完善的退

休需求、在地老化、在宅照護與健康促進安全網，如透過 Pepper 機器人解決照護人力不

足的問題，或應用區塊鍊與保險公司結合建立自動理賠系統，降低醫療保險詐欺風險，

持續朝以人為本的醫療前進。 

 

 

 

 

 

 

 

 

 

 

 

 

 

 

 【校訊記者劉益強報導】政大財政系與台大化工系合辦「臺灣 2018 循環經濟、化學產業

及租稅政策國際研討會」， 4 月 2 日至 3 日於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舉行。中央研究院

廖俊智院長指出，循環經濟必須持續發展，滿足社會未來能源需求。政大財政系在臺復

系於今年屆滿 60 週年，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除已於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邀請於各大學

任教之系友返回母系演講，亦辦理研討會，於系慶扮演重要角色，列為 91 週年校慶重要

活動之一。（摘自校訊新聞） 

 

  

由左至右依序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翁林仲副總院

長、臺北市衛生局黃世傑局長、周行一校長（照片

來源：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政大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舉行簽約儀式，期待以金

融科技建構更完善的老人醫療與健康照護社會（照

片來源：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左圖為政大王儷玲副校長、中圖為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右圖為 Jiři Jaromír Klemeš 教授（照片來源：劉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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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語文學系訊】韓國語文學系韓國文

化教育中心開設韓語師資培訓課程第一

期，3 月 31 日至 5 月 26 日（六）為期兩

個月，周六 9 點至 13 點上課，邀請海內

外韓國學專家進行授課，課程內容含括韓

語語學教育、教程設計以及韓國經濟、政

治、文化等領域之課程，並。 

 

 

 

 【韓國文化教育中心訊】韓國文化教育中心 4 月 10 日下午 2 點

至 4 點於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舉辦韓國學特

別講座-政經與外交講座「韓國政經現勢與展望」，邀請國立政治

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研究員陳蒿堯教授進行演講。 

 

 【外國語文學院訊】外國語文學院新成立的東南亞語言與文化

學士學位學程積極拓展東南亞相關的學術發展及國際連結，本

學期安排「東南亞系列演講」，內容涵蓋泰國、印尼、新加坡、

緬甸等國家之語言與文化，歡迎全校師生報名參加。 

 

 

 

 

 

 

 【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於 3 月 12 日邀請紐

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榮譽學院張惠晶

院長至傳播學院發表全英語演講，講題為

「Nami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Labels in 

Taiwan」。張惠晶院長以台灣自國民黨 1949 年

遷台迄今對中國指稱方式的改變來探討台灣

半個多世紀以來身份認同的發展，點出語言與

政治之間有著相當重要的連結。 

政大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舉行簽約儀式，期待以金

融科技建構更完善的老人醫療與健康照護社會（照

片來源：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語學院 

韓國釜山大學交換教授權卿根教授講授韓語音韻

論課程（照片來源：韓國文化教育中心）。 

東南亞系列演講海報（照片來源：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 

學術與實務活動 傳播學院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榮譽學院張惠晶院長（照

片來源：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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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於 3 月 14 日邀請本院新進教師陳宜秀副教授進行傳播沙龍演講

活動，題目為：人機互動，人自互動，人智互動。陳宜秀副教授先是分享自己的專長與

經歷，從哥倫比亞大學念溝通心理學，接著做 AT&T（VoIP、E-Contact），到 Avaya（PBX 

business service product design），再到 Verizon wireless、HTC。從人與系統的角度思考，

談對溝通對象的了解，累積設計者與使用者的共同認知（common ground）的過程，也思

考系統出錯時，溝通內容如何即時即地被修補。當設計者透過互動設計，向使用者溝通

設計的意圖，設計始終面對的困難是無法

立即、直接地解決使用者的問題，因大部

分使用者通常不理解系統的運轉機制，系

統設計者也未思考系統的不確定性以及備

轉容量。再者，因人機互動的心理模式為

一個過度簡化的模型，當系統出問題時，

人自互動的障礙，將導致使用者無法隨時

掌握狀況，隨時介入，只能眼睜睜看系統

垮掉。最後結論說到當生產問題都被機器

解決了，人只需要解決人的問題，人的問

題也只有人能解決。 

 

 

 

 

 

 【外交學系訊】 本校外交系代表團 3 月 29

日（四）參加美國 2018 年全國模擬聯合國

會議（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NMUN），在位於紐約聯合國總部所舉辦的

閉幕典禮上，獲選為「卓越代表團獎」

（Distinguished Delegation），為此次會議亞

洲各大學所獲得的最佳獎項，亦是外交系參

加該活動 14 年來第二度獲此殊榮。 

 

 

 

 

 【外交學系訊】外交系 4 月 11 日中午舉辦本學期首場「國關論壇」，外交系陳秉逵教授

以「安全聯盟管理與盟約再談判」分享聯盟管理與盟約再談判的研究心得，本場次由外

交系連弘宜主任主持。外交系「國關論壇」旨由外交系教師分享目前投入的研究議題，

傳播學院陳宜秀副教授（照片來源：傳播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政大外交系在美國 2018 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閉幕

典禮獲頒卓越代表團獎（照片來源：外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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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公開發表提升學生對於國際事

務認知的廣度與深度，同時促進師生

間對於國關研究的交流與相互切磋。

陳教授在演講中，展示他所建立的資

料庫，該資料庫收集自 1945年至 2001

年間的雙邊安全聯盟的資訊。 

 

 

 

 

 

 

 

 

 

 【教育系訊】教育學系鄭同僚副教授於 3 月

29 日（四）帶領「質性研究方法」課程同學

前往實驗教育機構「同心華德福」參訪，現

場聆聽 8 年級學生「無投影片、無麥克風」

簡樸卻又豐富的成果發表，8 年級的孩子面

對近百位聽眾，仍不露怯地呈現學習成果，

令人動容。鄭同僚副教授致力於推動實驗教

育多年，亦是同心華德福機構的創辦人，目

前也同時擔任多項實驗教育計畫的主持人，

此次「宛若回家」的參訪，亦是另類目睹其

教育熱情果實展現。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3 月 15 日舉辦「美國印太戰略的影響與討論」

座談會，由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張劍教授引言，解析印太戰略提出

的脈絡與可能發展。國關中心寇健文代理主任與劉德海、袁易、湯紹成、蕭琇安及王韻

等多位老師一同出席，討論該戰略的現在與未來。 

學術與實務活動 教育學院 

鄭同僚副教授（後排右一）與修課同學合影（照

片來源：教育學系）。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外交系連弘宜主任（前排左三）及陳秉逵教授

（前排左四）與參與學生合影（照片來源：外

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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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發展、機遇與挑戰」國際研討會 3 月 17 日

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行，12 篇發表的論文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兩岸關係等議題。本

研討會舉行時逢中國大陸完成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此時探討中共政局與其對兩

岸關係的影響具重要意涵。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3

月 23 日下午舉辦「從鄧小平到習近平－新權威

主義視角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座談會。主談

人邀請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的歷史系

退休教授蕭功秦，從歷史學角度解析新權威主義

在中共各領導時代的轉變，並提出未來可能的發

展走向。此座談會由國關中心寇健文代理主任主

持，東亞所名譽教授丁樹範、歐盟研究中心張台

麟主任等多位老師一同出席參與。

 

 

 

 

 

 【選舉研究中心訊】川普當選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與其

隨行的爭議性政策和各種言行，讓川普當選這個議題始終聚

焦於政治學領域的鎂光燈下。政治系與選舉研究中心於 3 月

29 日共同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選舉研究

中心 Christopher H. Achen 協同研究員以「Ideologies, 

Identities, and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為主題，探討美

國總統選舉中選民的投票行為究竟被何種因素影響。 

 

 

與會學者合影並與陸委會邱垂正副主委會談（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蕭功秦教授（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選舉研究中心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選舉研究中心協同研究員 Achen 教授解

析美國選民的投票行為（照片來源：選舉研究中心）。 

http://www.nccu.edu.tw/uploads/asset/data/5abf57ffe78fe108c80005ef/1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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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研究中心訊】政治系與選舉研究中心於

3 月 30 日共同邀請到伊利諾州立大學政治系

王德育教授，針對美國總統川普在執政一週年

後，在經濟、外交等的施政表現，以及川普對

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帶來的影響、參眾議員的

補選結果等重要議題，進行精闢的分析。 

 

 

 

 

 

 【選舉研究中心訊】選舉研究中心及政治學系於 4 月 2 日共同舉辦《The Taiwan Voter》新

書座談會，邀請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的本書主編 Christopher H. Achen 教授、任教於

伊利諾州立大學政治系的 T. Y. Wang（王德育）教授、政治學系劉義周教授、黃紀講座教

授、選研中心 Nathan Batto（鮑彤）副研究員進行對談，並由政大陳樹衡副校長蒞臨致詞。

陳副校長在致詞中指出，本書提到的認同政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在經濟學界也針對

認同與行為進行研究。同時也稱許選研中心不斷研究選舉與調查方法的成果，已經是政大

的亮點之一。兩位主編指出《The Taiwan Voter》的主要貢獻是，影響選民的投票因素除了

傳統的政黨認同、議題立場還有候選人評價之外，在台灣有個比較特殊的因素是政治分歧

（Political Cleavage）。台灣的政治分歧源自於

多元族群造成的社會分歧，而政治分歧造就

的是人們有不同的認同（Identity）與統獨立

場，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

《The Taiwan Voter》將這些內容編入書中深

入討論。 

 

 

 

 

 

 

 

 

 

 

 

 上圖：《The Taiwan Voter》作者群與政大陳樹衡副校長合影（照片來源：選舉研究中心）。 

伊利諾州立大學政治系王德育教授針對美國總統川普在

執政一週年後的施政表現及回顧，進行精闢分析（照片來

源：選舉研究中心）。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選舉研究中心協同研究員

Achen 教授與黃紀教授合影（照片來源：選舉研究中心）。 

http://esc.nccu.edu.tw/files/archive/579_231538a3.jpg
http://esc.nccu.edu.tw/files/archive/584_10ec2d91.jpg
http://esc.nccu.edu.tw/files/archive/577_46eac19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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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訊】「台灣政經

傳播研究中心」（TIGCR）於 3 月 21 日

邀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傳播系 Patricia 

Moy教授至選研中心進行學術演講，Moy

教授是 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APOR)前任會長，同

時也是國際知名期刊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的主編。本次演講主題

為”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Survey 

Research”，主要討論調查研究面臨的挑

戰與未來發展，並分享投稿國際期刊應

當特別注意的事項。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徐世榮主任於 3 月 19 日受國立中正大學「中

正傳播當代社會問題課程」邀請前往專題演講，講題為：城鄉變遷與土地政策。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3 月 23 日早稻田大學

田邊寬子老師，邀集了其所輔導計畫的關鍵人

物，一級建築士赤羽孝太、溜池小姐訪問台北，

並與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科技部研究計畫團隊」

在迪化街「大橋工社」分享他們團隊在長野縣

辰野町的街區振興計畫。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徐世榮於 3 月 27 日《蘋果日報》發表專文：

「如何看待社運人士入閣」。新聞連結：https://goo.gl/eBpF87。 

 

學術與實務活動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成員與早稻田大學田邊寬子老師研究團隊合影

（照片來源：第三部門研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傳播系 Moy 教授講解調查研究和投稿國際

期刊的注意事項（照片來源：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https://goo.gl/eBpF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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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科技部研究計畫團隊」於 3 月 31 日及 4 月

1 日兩天前往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及雲林縣台西鄉進行田野調查及訪調，分別訪問台西村

許奕結老村長、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施月英總幹事、雲林縣淺海養殖發展協會林進郎理

事長等人，收穫相當豐富。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文化部海關博物館研究團隊」於 4 月 2 日

在政大李為楨副教授的帶領下，前往拜訪財政部關務署，並分別訪談了財政部關務署謝

鈴媛第一副署長、秘書室蔡美華公關科科長、王雅茹科員等人，雙方並針對參與國際海

關博物館協會（IACM）、海關博物館行銷推廣策略、及海關博物館粉絲團經營管理等相

關事宜進行廣泛的討論，研究團隊的努力也

甚獲謝副署長的肯定與讚賞。此次訪談研究

團隊參與人員還包括廖麗敏副教授、張怡敏

助理教授、及陳思瑾專任研究助理。 

 

 

 

 

 

 

 

 

關於創意，你不能不知道的幾件事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3 月 24 日與美國在台協會、傳播學

院共同舉辦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reativity(關於創意，你不能不知道的幾件是)，

研究中心成員與台西村許奕結老村長（右三）及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施月英總幹事（右四）合影

（照片來源：第三部門研中心）。 

 

雲林縣淺海養殖發展協會林進郎理事長（左一） 

解釋環境污染的範圍及情形（照片來源：第三部

門研中心）。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文化部海關博物館研究團隊與財政

部關務署謝鈴媛副署長（左三）及其他成員合影（照片

來源：第三部門研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與創造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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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Dr. Steven Pritzker 同時身兼教師、研究員、編劇、講者及創意指導等身分。亦是創

意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Creativity）的共同主編，首次完整檢視了許多不同領域

裡的創意研究。成為教師之前，曾為美國無線電視網撰寫超過 75 集的電視影集，包括榮

獲艾美獎肯定之《Room222》和《瑪麗泰

勒摩爾秀》。創造力講座主持人吳靜吉教

授特別擔任轉譯並巧妙地穿針引線，讓在

場觀眾與講者盡興地交流互動，共享歡樂

星期五夜晚。 

 

 

 

 

鹿樂平臺專案－愛的鼓勵預備起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因為城鄉差距，偏

鄉孩子們總是無法享受到優先的教育資源。目前

就讀於師大社會教育所的林啟銘先生，明白許多

偏鄉學校沒有資源給予學生正確的愛滋宣導，主

動向鹿樂平台提案，希望能結合所學，走進偏鄉，

將正確愛滋宣導的議題帶到學生面前。透過講座

中的情境影片、Ｑ＆Ａ引導，孩子能接觸正確的

概念，用適當的心態面對愛滋病及病友，同時學

習以同理心關懷不同的生命。 

 

鹿樂首推專欄－廣蒐偏鄉教育事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鹿樂平台致力於偏鄉教育議題，今年首度推出主題專欄「替

哥之後」，報導教育役離校後，仍為偏鄉教育努力的故事。20 年來，教育役踏入偏遠小

校服務，也看見小校的美麗與憂愁─有人退伍後

決心擔起小校老師工作；也有人離開校園，但

選擇創業、教育創新，擴大對偏鄉教育的正向

影響。如今，教育役雖將走入歷史，許多人的

「替哥之後」卻是全新開始。鹿樂採訪為偏鄉

盡力的教育役，希望透過他們詮釋偏鄉教育的

不同想像，讓更多人從各角度理解偏鄉故事。 

 

 

 

Dr. Steven Pritzker（左六）演講「關於創意，你不能

不知道的幾件事」（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

心）。 

走進偏鄉，宣導愛滋的正確觀念（照片來源：創

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許多教育役看見偏鄉教育故事，退役後又重返校園服務（照

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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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訊】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於 4 月 21 日（六）上午 9:00~14:30 在政大商學院二樓 260210

室舉辦「2018 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健康系列演講」，邀請

師大體育系洪聰敏教授、陽明大學牙醫系林嘉澍醫師、台北榮

總精神科杜培基醫師與台北醫學大學吳昌衛教授進行演講，帶

領與會者一窺各領域的奧妙，也將重啟對於身心健康的新角度

與新視野。報名網址：https://goo.gl/6Bwqpy。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3 月 9 日中國文化

大學李仲民博士與中央廣播電台李重志副

總台長聯袂拜訪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前主任

林修澈教授，商議語言地圖繪製的技術與品

質。林教授也和兩位分享自己多年來研究的

成果和目前台灣語言的發展情況，提供建議

給兩位參考，並進行交流。更期望日後有更

多相互交流、學習之機會。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林修澈教授，受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

力發展學院之邀請擔任「107 年度多元族群文化研習班」講座，在 3 月 19 日於人力發展

學院（台北院區）進行授課「台灣原住民族及其文化－快速掌握」。當日參與學員共有

195 人，授課主要分為六點（一、人口，二、分佈，三、民族，四、語言與文字，五、人

名，六、祭典），讓上課的學員們透過授課內容，能更快速的清楚了解台灣原住民族及

其文化。 

學術與實務活動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講座海報（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林修澈教授（左）、李仲民博士（中）、李重志先生（右）

相互討論與交流（照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https://goo.gl/6Bwq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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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教界》第 79 期（2 月號）出

刊！本期以「族語維基百科的堆動歷程」為主題。教育部

2014 年委託政大原民中心辦理「台灣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

建置計畫」，希望透過維基百科在國際的知名度，提升族語

的能見度，並秉持維基百科「人人都可編輯、事事皆可撰寫」

的精神，將語言轉化成文字紀錄，保留原住民族的文化與智

慧，達到世代間語言及文化的傳承。為了將執行計畫的心路

歷程紀錄下來，特別在本刊規劃「族語維基百科」的主題報

導，以供後人復振語言及文化之參考。族語維基百科建置計

畫案在去年 11 月 10 日記者會時曾以短片報導執行過程；畫

面生動頗受好評，目前已上傳至 YouTube：

https://youtu.be/_lxuX_tdmBM。 

 

 

 

 

 

 【人文中心訊】人文中心執行之「中國遠征軍與第二世界大戰研究計畫」，藉由我國於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派出的國軍前往緬甸與同盟國協同作戰過程，探討其在政治、社會、

經濟、外交與文化、族群等各層面產生的影響。第一次工作坊於 3 月 24 日圓滿舉行，聚

焦討論由國軍入緬作戰到駐印軍之編成等主題。本次會議計發表 10 篇論文大綱，將併同

4 月與 5 月的兩場工作坊，共同於 8 月下旬之國際研討會正式發表，期能於全球史的視野

下提出前瞻性的觀點。 

 

 

 

林修澈教授（左）、李仲民博士（中）、李重志先

生（右）（照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左圖：學員們認真聽課情形（照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右圖:林修澈教授授課情形（照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人文中心 

2018 年 2 月號(第 79 期)原教界（照

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https://youtu.be/_lxuX_tdm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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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今年擬朝向結合宗教實務與學術研究，追尋

既具有台灣在地關懷又能進行國際連結的華人宗教新典範。進而將台灣多元又自由的宗

教文化與經驗呈現於全球舞台，做為當今全球文明與宗教衝突的反思與借鑒。為此，特

別規劃了「全球與在地視野下的華人宗教新典範」系列論壇，擬通過宗教團體與宗教學

界的交流對話，探討「華人宗教新典範」及「傳統金紙及香製作無形文化資產潛力調查」

二大議題。第二場論壇於 3 月 13

日假百年樓演講廳舉行，獲益良

多。 

 

 

 

 

 

 

  演講活動預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於 106 年開始，陸續舉辦「歷

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系列講座，每次演講皆邀請國內外相

關研究專家學者分享經驗。4 月 16 日將邀請人類學專家葉春榮

教授蒞臨本校演講，主題為「宗教與儀式：人類學觀點的道教」，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學術與實務活動 

綜合座談由各團隊主持人為首交流意見。

由左而右分別是中興大學歷史系李君山主

任、中正大學歷史系楊維真主任、前國防

大學張鑄勳副校長、政大歷史系劉維開教

授、人文中心周惠民主任（照片來源：人

文中心）。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全球與在地視野下的華人宗教新典範」

系列論壇參與成員合影（照片來源：華人

宗教研究中心）。 

「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系列講座

海報（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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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成中心創立方舉辦創業講座，3 月 22 日邀

請飛碟電台 DJ、專業廣告配音員歐馬克蒞臨

創咖啡，以「創業家和專業工作者必備! 運

用聲音讓你成為更有魅力的人」為主題，當

天共有多位對此主題有興趣的學生、社會人

士及新創家與會，講者不僅分享了眾多其自

身的工作經驗，也有出題目讓現場的參與者

實際演練聲音的運用技巧，Q&A 互動時間，

大家亦踴躍的發問並與講者互動。 

 

 

 育成中心創立方舉辦創業講座暨新創團隊 Pitch Demo 秀，3 月 20 日邀請來易加速器的

Program Director Jennifer Lin 及 Partner Lee Lin 蒞臨創咖啡，當天除有許多組新創團隊參

與現場 Pitch 簡報外，也有許多對創

業有興趣的學生及社會人士至現場

觀摩旁聽，兩位 VC 針對各組新創團

隊的簡報內容給予許多不同的建議

及想法，彼此從互動交流中，激盪出

更多火花。 

學術與實務活動 育成中心 

講者歐馬克分享（照片來源：育成中心）。 

參與本次講座的創新團隊合影（照片來源：

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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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