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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學院計畫年度成果報告 
壹、 計畫成果說明 
1. 教學成果（計畫成果對教師教學挹注之成效） 

本院各系所邀請各國且多元領域的優秀師資進行專題演講，除了

補充既有的課程內容，更提供跨領域、跨國際的多元視角，並帶來

最新的研究發展趨勢。 

【中文系】辦理之重要學術活動：2020 佛教文獻與文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深波甲骨學與殷商文明學術講座、境

外學者來訪演講：橋本秀美教授、出土文獻與經典導讀 3 場、由支

援研究生籌辦「道南論衡──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宗教所】將於 2020 年 12 月 11 日參與「東亞新宗教協會」每年舉

辦之「相生論壇」（以視訊方式進行），會中預定邀請 10 位台韓師

生分別發表相關研究論文，介紹「新宗教」與研究此主題的方法與

架構，並形成此一研究主題的學術社群。 

【圖檔所】圖檔所於 109 年度舉辦近 30 場專題講座活動，邀請國內

各相關領域的專家學者至本所交流演講，結合專題講座、課程演

講、工作坊，讓老師的課程教學更多元，為學生們帶來新的發展趨

勢，以及各種新興議題與創新思維，拓展學生學習視野。 

日期 講題 主講人 

109.1.3(五) 

13:00-16:00 

地點: 330403 

Real-World Applications for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莊鈞翔助理教授 

國立海洋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09.4.9(四) 

13:00-15:00 

地點: 330408 

政府資訊公開網頁資訊實務
林頌堅助理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09.4.14(二) 

13:30-15:30 

地點: 330306 

檔案編排描述實務 
戴芳伶學姐 

檔案管理局檔案典藏組 

109.4.27(一) 

16:00-18:00 

地點:微五 

在地記憶與數位共筆：數位

人文地方學 

林信成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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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30(四) 

10:00-12:00 

地點: 330408 

檔案編排描述在博物館典藏

的應用：以國家人權博物館

為例 

王麗蕉主任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館 

109.5.4(一) 

16:00-18:00 

地點:微五 

城市記憶工作坊：口述歷史
王雅萍副教授 

政治大學民族系系主任 

109.5.25(一) 

16:00-18:00 

地點:微五 

城市記憶工作坊： 

手機影片拍攝與剪輯 

王亞維副教授 

政治大學傳院碩專班執行長

109.5.26(二) 

14:00-16:00 

地點:330403 

平衡計分卡與在非營利機構

應用 

吳安妮講座教授 

政治大學會計系 

109.5.28(四) 

10:00-12:00 

地點: 330408 

國家檔案典藏管理 
陳淑美組長 

檔案管理局檔案典藏組 

109.6.10(三) 

10:00-12:00 

線上演講 

Web search: personalized, 

link analysis and semantic 

search  

陳亞寧副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109.6.19(五) 

13:00-15:00 

地點:330403 

應用 AI 於歷史氣象紀錄之

事件分類與時空整合分析—

以蝗災為例  

蔡宗翰教授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 

109.6.24(三) 

10:00-12:00 

線上演講 

知識本體論與語意檢索  
陳亞寧副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109.10.21(三) 

13:00-15:30 

地點: 330408 

民國文書檔案理論建構、推

動與戰後轉化 

吳宇凡助理教授 

臺北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

系 

109.10.27(二) 

13:00-16:00 

地點: 330408 

數位人文地方學 
林信成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109.10.29(四) 

10:00-12:00 

地點: 330408 

檔案的記憶隱含、詮釋與加

值探析 

吳宇凡助理教授 

臺北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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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3(二) 

10:00-12:00 

地點: 330403 

圖書館轉型與發展趨勢 
曾淑賢館長 

國家圖書館 

109.11.3(二) 

14:00-16:30 

地點:達賢講

堂 

從教育資料探勘中看見學習

議題 

洪暉鈞教授 

中央大學網路學習科技研究

所 

109.11.5(四) 

13:30-15:30 

地點:330408 

一生千年萬里路: 神學圖書

館服務前瞻 

呂素琴博士候選人 

前任美國耶魯大學神學圖書

館館員 

109.11.11(三) 

13:00-16:00 

地點:330403 

Computer Programming  

as a Literacy 

廖峻鋒副教授 

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109.11.12(四) 

13:30-15:30 

地點:330408 

圖書館員心理素質與情緒 
陳書梅教授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09.11.19(四) 

9:00-11:00 

地點: 330403 

醫學影像的標準化詮釋與標

註 

洪鵬翔放射師 

馬偕醫院放射科 

109.11.26(四) 

10:00-12:00 

地點: 330408 

數位人文研究取徑下的人權

檔案 

洪一梅博士 

臺灣大學數位人文研究中心

109.11.30(一) 

14:00-16:00 

地點: 330403 

OCLC 與 Linked Data 計畫
楊舒萍經理 

OCLC 臺北辦事處 

109.12.14(一) 

14:00-16:00 

地點:羅家倫講

堂 

創意商品設計與品牌行銷 

張國賓助理教授 

台中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

系 

109.12.16(三) 

13:30-15:30 

地點: 330408 

檔案保存年限與鑑定實務 
黃玫溱視察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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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23(三) 

9:30-11:00 

地點: 330403 

如何運用專利分析敲開技術

領域研究分類 

樊晉源博士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

究與資訊中心研究員 

 

【台史所】本年度在教師與學生方面依舊積極進行國際交流與人才

培育，舉辦國際研討會及線上修讀交換課程。本所於 11 月 14 日假

達賢圖書館舉辦國際研討會，除以視訊邀請長期合作的東京大學總

合文化研究科、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及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

師長談話外，並召開實體發表和線上發表的青年學者研討會，讓本

所與跨國師生得以共聚一堂交流學術。 

【台文所】舉辦 2 場次專題演講。1.韓國成均館大學韓國語文學系

鄭雨澤教授演講，講題為「韓國現代詩的形成及其樣貌」，引領學

生了解韓國現代詩的生成和拓荒的詩人們。2.美國科羅拉多大學亞

洲語言與文明學系阮斐娜教授演講，講題為「從寶島來的明信片—

—台灣殖民期圖像文獻再考」，提出有關台灣文學研究、不同層面

的思考。除增加學術交流成效，演講後的論點問答交流，也為師生

帶來國際研究的新視野。 

 

2. 國際合作成果（洽談之合作成果、研究互動等，並說明提升本校

國際影響之效益） 

【宗教所】2019 年 12 月政大華人宗教研究中心邀請韓國大巡思想  

研究部於台灣成立分部，宗教所與大真大學大巡思想學術院、大真

大學大巡宗學系、韓國東亞新宗教學會簽訂學術合作計畫基礎上，

規劃師生互訪交流活動，活動形式包含舉辦國際學術會議、青年論

壇、工作坊及國際學程等計畫。擬透過此合作方式，促成團隊研究

和栽培青年學者。 

    2020 年開始的第一期學術交流，已經於 1 月 14 至 16 日舉辦

「大巡思想院 2020 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目前會議論文業已修訂出

版中。另 2021 春季已向科技部提出延攬國際學者來所授課申請，擬

邀請大真大學大巡思想研究院金泰洙研究員來所開設相關課程。 

【圖檔所】圖檔所 109 年與美國南卡羅來納大學圖書資訊學院持續

保持密切連繫，邱炯友所長於 2 月份受邀擔任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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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所】邀請美國科羅拉多大學亞洲語言與文明學系阮斐娜教授

學術交流外，阮教授亦協助本校與美國科羅拉多大學洽談簽訂交流

備忘錄，未來有助於提升本校國際能見度。 

【華文學程】杜容玥老師此次在 ICASSP 2020 發表 2 篇論文。第一

篇與中國復旦大學、美國 DePaul University 訪問學者錢昱夫博士共

同發表 The processing of mandarin Chinese tonal alternations in 

contexts: an eye-tracking study. 另一篇與中國上海交通大學李文謙博

士與香港浸會大學 Dr. Janice W. S. Wong 共同發表 Gender differences 

on the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of utterances with willingness and 

reluctance in Chinese. 學術研究之國際合作為全球的趨勢，我國近年

來論文國際合作發表的比例亦逐年增加。由於此次杜師發表之論

文，將刊登在全世界最大的信號處理及其應用方面的頂級會議

ICASSP 2020 論文集內，其論文經常被三大檢索工具檢索，預期本

次國際合作將會提高其論文被引用率，有效提升本校國際影響之效

益。 

 

3. 人才培育影響與成果 

【歷史系】本系 109 年度碩博士生的參與學術活動、發表論文之情

形，博士生計 2 篇，碩士生計 17 篇；於期刊發表論文之情形，碩士

生計 7 篇，博士生計 5 篇。此外，109 學年，本系亦有多位研究生

研究成果獲得校內外獎項的肯定，其中，碩士班計有 6 位學生獲得

本校史學論文獎的肯定。博士生獲得獎補助的成果更豐碩，共計 4

人獲獎。博二生曹育愷獲得中研院史語所 2020 年「歷史學門獎助博

士生計畫；博六生陳昕邵獲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20 年博

士生獎補助計畫」；博三生侯家榆獲得「羅家倫國際漢學講座研究

獎助學金」；博四生張以諾獲得科技部「109 年度千里馬計畫」。 

【哲學系】於人才培育，說明如下： 

 教師方面：(1) 本系林遠澤教授榮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

2020 最具影響力研究專書。(2) 本系林遠澤教授榮獲中山學術文化

基金會第 55 屆中山學術文化基金會人文社會類中山學術著作獎。  

 學生方面：(1) 本系博士生高蓮安、林宸安獲得 109 年獎勵人文與

社會科學領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文獎勵。(2) 本系大學部學生

柯淳真、陳長弘榮獲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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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檔所】圖檔所每年培育碩士畢業生 20 餘名，109 年應屆畢業生

表現優異，屢獲獎項。 

姓名 奬項 

李沅臻 
國立臺灣圖書館 109 年度「身心障礙研究優良學位論

文獎助」 

呂柏亨、

黃筠芝、

黃韋菱、

王郁潔 

檔案管理局 109 年「推廣檔案研究應用獎勵活

動」佳作  

109 年在學碩、博士生亦表現優異，發表及獲獎如下： 

(1) 本所博士候選人曾苓莉榮獲科技部 109 年度《獎勵人文與社會

科學領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論文》獎。 

(2) 本所碩士生陳仙姁、蔡林貴、趙映翔、陳姵淳榮獲《科技部補

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參加  LTLE2020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視訊會議線上發表論文並與國際學者交流。其

中 蔡 林 貴 、 余 字 涵 二 位 同 學 更 榮 獲 大 會 頒 發 之

「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 及 「 HONORABLE 

MENTION AWARD」獎項。 

【宗教所】大真大學大巡思想學術院、大巡宗學系、韓國東亞新宗

教研究學會是韓國新宗教研究的領先者，大真大學除定期舉辦之

「大巡思想院 2020 冬季國際學術大會」外，出版相關中、韓及英文

的學術期刊。韓國東亞新宗教協會每年五月舉辦「相生論壇」，近

來邀集韓國大巡真理會、越南高臺教、台灣唯心聖教與一貫道參

與，建立教界與學術交流的平台。台灣宗教學者發表之論文數量逐

步提高，也獲得難得的實地田野調查、訪談機會。尤其宗教所以新

宗教研究為博、碩士論文題目的學生，也在參與上述活動中，獲得

比較研究的訓練。 

【台史所】在教師方面，除了上述研討會之外，課堂以視訊方式進

行演講，或以網路參與日方研究會、書評會或研討會等，均厚築本

所國際人脈，有助培養國際人才。 

    在學生方面，依本所與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所以及廣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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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學部建立之合作協定，每學期得派兩人次彼此交換留學，本學

期(1091)有博士班同學李翊媗成為東大交換生，因疫情無法前往，

現以視訊方式修讀學分及參加研究會。另有一名碩士生萬育莘亦已

申請成為廣島大學交換生，本學期因疫情無法前後，已延後至下學

期將赴日修讀。 

【台文所】邀請台灣文學研究相關之國外學者專題演講，可提供學

生在國際學術場合論文發表機會，拓展研究視野，研究生也可藉由

實際參與討論，培養議題分析的能力，並增加國際交流能力。 

 

4. 學術成就（例如，說明研究成果之國內外影響力、對國際關鍵議

題之呼應） 

【中文系】《政大中文學報》2018 年續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評選為「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 THCI」第一級。近年，《政大中

文學報》更積極為進入 A&HCI、SCOPUS 等國際學術資料庫作準

備，如：將期刊擴大寄贈各國國家圖書館及大學圖書館、建置支援

中、英、日三語介面的專屬網頁以即時更新相關訊息、提供歷年期

刊線上瀏覽與下載，使期刊因著電子化更便於閱覽流通、接受英

文、日文等海外稿件，以及協助中文翻譯與推動專有名詞英語拼音

等，期望透過更流暢的投稿與交流平臺和國內外學界接軌。 

【哲學系】：出版之《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榮獲國家圖書館頒

發「109 年臺灣學術資源影響力」，「期刊即時傳播獎」哲學/宗教

學門第一名，肯定本系期刊之學術影響力，未來仍將繼續努力推動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加入 scopus 及 A&HCI 期刊索引資料

庫。 

【台文所】雖然台灣與韓國同樣身處東亞，但對於台灣的現代詩讀

者來說，韓國詩壇是相對陌生且遙遠的國度，其中因素包含文化和

語言的差異。鄭雨澤教授的演講，讓台灣研究生能一窺韓國文學的

歷史發展與傳播脈絡。  

 

5. 計畫成果與產業連結之策略與成效、對國家產業、社會發展之重

要性及貢獻 

    本院規劃之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計畫，舉辦一系列的國際漢學

講座課程：近代東亞醫療與科技、國民黨的歷史與發展、華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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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近代東亞的族群問題、日本的中國論：日中關係史與中國近現

代史研究、中國近代歷史與文化、近代西方思想在中國和台灣、東

亞危機時代下的知識份子與思想、近代台灣歷史與文化以及近代東

亞文明新秩序等 9 門課程。向全球展現欲向國際漢學研究重鎮邁進

的決心，也說明了在全球化時代之下，世界對於漢學的熱切與渴

望。 

 
貳、 計畫成果量化數據 
一、研究成果-論文篇章發表數  

項目 總數 影響力1 

期刊 

中文 35  

英文 23  

其他語言 3  

專書 

中文 3  

英文   

其他語言   

專書篇章 

中文 9  

英文 5  

其他語言   

研討會論文 

中文 21  

英文 17  

其他語言 1  

國際共同發表數2 3  

 

二、學術成果（請於附錄詳列各項清單） 

項目 總數 

教師國際研究人數（會議發表、移地研

究、國際合作等） 
6 

學生出國交流人數（境外研究、學習、

實習等） 
16 

                                                 
1 請詳細說明收錄於 SSCI、Scopus、TSSCI 等各類型學術資料庫之數量，並說明論文刊登期刊

之影響力(impact factor)。 
2 於上述期刊、研討會論文、專書等文章發表總量中，屬於國際合作發表之論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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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研討會、工作坊、論壇等學術活動 17 

其他（可自行增列） 2 

 

三、國際合作(請於附錄詳列各項清單) 

項目 數量 

邀請國際優秀人才至本校交流人數 5 

洽談國際合作交流件數 4 

國際課程 1 

境外學習人數 5 

 

四、人才培育(請於附錄詳列各項名冊) 

項目 人數 

專任研發人力 
博士後 3 

專任助理 2 

培育博士生 7 

培育碩士生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