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年學院計畫年度成果報告 

壹、 計畫成果說明 
一、教學成果（計畫成果對教師教學挹注之成效） 

有鑒於學術交流於人才培養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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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由如此豐富的系列演講專題，衝撞本院師生的思維角度，讓學生能

理解到不同學科、不同地域間的緊密關連，並給予本院師生帶來學

習與學術上的刺激。 

舉辦之系列講座如下：台史所博士班專題演講 14 場、圖檔所專

題演講與檔案月學術活動共 28 場、王夢鷗學術講座—李惠儀老師 3

場（每場與會人數皆超過 100 人）、台文所酒井植樹等教授專題演講

3 場、歷史系專題演講 36 場、華語文化課教學實務系列工作坊 12

場、「生命探索與宗教文化」放映暨座談會 2 場，共計 98 場，詳見

附錄一之（一）表格。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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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際學術會議 

本院與國外學術單位的學術交流活動甚多，其中舉辦跨國合作

的學術交流會議與座談會，更是主要的交流方式，透過學術研討會

的合辦，建立跨國合作默契，維持長久的友誼。會議上多國語言的

分享、交流，更是給予本院教研人員與碩博士生莫大的學術刺激。

國際學術會議除了提供跨國學術交流平台之外，學術成果的產出更

是不能小覷，發表論文共計約 220 篇，參與學者與教研人員來自中

國、香港、日本、韓國、美國、英國、比利時等國，於國際學術交

流的努力自不待言。本院於 108 年度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之場次、

各國學者參與情況，詳見附錄一之（二）表格。 

（二）MOU 與學術交流協定 

1.圖檔所與美國南卡羅來納大學圖書資訊學院 

圖檔所 108 年與美國南卡羅來納大學圖書資訊學院密切連繫，

Dr. Feili Tu-Keefner 二度至本所拜訪，洽談雙方簽訂 MOU、共同舉



辦國際會議、學生國際實習、共同授課、教師合作研究及訪問學者

等實質交流合作規劃。108 年首先完成 MOU 簽訂，並於 12 月邀請

對方 6 位貴賓至本校交流，慶祝雙方簽訂 MOU 並共同舉辦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Librarianship and LIS Education」

國際會議及「LIS Education & Two Schools Cooperation」論壇，並將

研議未來的實質合作，為雙方學生提供更多元的學習場域。 

2.歷史系與大阪經濟大學日本經濟史研究所 

108 年 3 月 14 日，與大阪經濟大學日本經濟史研究所簽訂學術

交流協議，約定雙方教師及研究員交換與共同舉辦學術活動。代表

簽約之大阪經濟大學日本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閻立教授並於本系發表

專題演講，講題為「清末東三省的自開商埠與清末外交」。 

三、人才培育影響與成果 

（一）文學院補助學生參與國際事務 

本次獲配高教深耕經費學生差旅費 35 萬元，主要用於補助本院

學生參與國際事務與學術交流之用。今年分別於 4 月、8 月與 10 月

公告第一次、第二次與第三次的補助申請繳件，經「文學院補助學

生參與國際事務經費暨國際能量躍升計畫審查會議」審核後，補助

21 位於國際舞台表現優異的文學院學生，名單詳見附錄四之表格。 

本次經費特別用於補助學生參與國際事務，目的便是鼓勵本院

學生於國際平台的多元參與。本次補助的 7 位碩博士生，除了各自

於國際會議上發表學術論文著作之外，亦獲得許多研究新觀點、新

資料的啟發，更有許多同學嘗試以英文、日文進行發表，如此的經

驗定能為本院研究生帶來學術研究能量的厚實。而台史所的 9 位碩

博士生，則前往廣島大學修習為期一個禮拜的密集課程，由廣島大

學與政大台史所的老師輪流授課，內容橫跨戰爭、殖民、法律與人

權等相關議題，並前往廣島和平紀念館，就東亞地區的戰後遺緒進

行討論。哲學所的王岑文同學更是遠赴丹麥參與密集研討工作坊，

每一天的開始皆由哥本哈根大學的優質師資進行講課揭開序幕，接

著便是與今日主題相關的論文發表與密集研討，於新觀點的啟發、

研究的厚實以及學術評論的能力，都有十足的收穫。除此之外，本

院今年度亦特別補助 4 位赴英國、法國、日本、中國的交換生，期

望透過此鼓勵學生長期交換的意願。 



（二）舉辦碩博士生、青年學者研討會與工作坊 

本院各個單位於今年舉辦 3 場以青年學者與研究生為取向的研

討會與工作坊，給予發表學術成果的機會與交流平台。除了本院教

授親自擔任評論人給予建議之外，亦邀請從事相關研究領域多年的

國內外學術前輩擔任文章與談人，來自東京大學、京都大學、河南

大學、中央研究院等等的現職研究前輩參與討論，期望達到提攜後

進並實質提升研究專業的目標（清單詳見附錄一之（三）表格）。 

1. 2019 第四屆台灣與東亞近代史青年學者學術研討會 

本院台史所與東京大學、立命館大學、一橋大學、劍橋大學、

倫敦政經學院，於 3/23-3/24 合辦 2019 第四屆台灣與東亞近代史青

年學者學術研討會，徵集來自東亞各國青年學者之研究論文，提供

青年學者於國際會議發表之機會與平台，更是建立起東亞研究的學

術人際網絡。報名發表者，除了來自臺灣，更有許多來自日本、蒙

古、中國等地東亞研究青年，共計發表論文 20 篇，實際與會者更超

過 100 人。 

2.政大歷史系與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學術交流會 

108 年 11 月 8 日-9 日，本系與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基於學術合

作協議，以雙方的碩博生為主要對象，舉辦兩年一度的學術交流

會，總計參加人數 44 人，發表論文 15 篇。 

3.史薈工作坊－吃飯皇帝大：飲食史工作坊 

有別於國際研討會，歷史系的史薈本次以大學部與碩士生為對

象，分別於 10/19、11/9 舉辦飲食史工作坊。10/19 第一場次，透過講

述飲食文化史的意涵與研究方法，輔以三位講者（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周惠民教授、輔仁大學博物館研究所嵇若昕教授、輔仁大學歷史學系

楊惟安教授）從不同面向、講題切入舉例，並經由內部討論和老師的

指導下進行實作演練，為學員在飲食史的研究方法、論文寫作上提供

全方面的指導，撰寫出以研究飲食文化為主題的正式論文。11/9 的場

次則是成果發表，學員透過不同形式、生動地發表與演說，並接受老

師、學員們的回饋。透過兩天的工作坊，為學員進行了基礎且扎實的

學術練習。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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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學院教研人員國際學術能量躍升計畫 

1.教研人員編修翻譯費補助 

為鼓勵本院教研人員國際性學術著作產出，本院撥付一部分高

教深耕經費，補助教研人員外文著作之翻譯費、編修費用，以期待

國際學術能量的提升。本年度共計補助 12 篇外文著作，其中 5 篇為

本院教研人員參與國際學術會議之論文，更有 4 篇為已被外文期刊

接受之學術論文，補助外文文章清單請見附錄五之表格。 

2.教研人員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為鼓勵本院教研人員於國際學術平台的表現，除了補助外文學

術著作的編修翻譯費，亦提供教研人員參與國際研討會的出差旅費

補助，提升教師的國際移動的機會與能力，更期望能夠藉此提升政

治大學文學院的學術能見度。本次共補助 6 名教師，赴中國、澳

洲、日本、英國、韓國等地，皆參與三國以上之大型國際學術研討

會，詳細補助情況請見附錄三之表格。 

（二）《政大中文學報》 

《政大中文學報》自 107 年起，評選為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

THCI 第一級期刊，在此節錄「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

期刊收錄」學門專家審查意見： 

◎從期刊論文的原創性、前瞻性與引導學術發展功能來看： 

  《政大中文學報》所刊登的文稿經過「特稿」、「專題論文」

與「一般論文」之設計。「特稿」均為學界泰斗執筆，能起到引導

學術發展之作用；「專題論文」的設計為學術重要議題，邀請該領

域翹楚提供論文，經過審查附上審查意見摘要與該專題導言等，有

的專題還經國內與國外兩位專家聯合規畫（如第二十五期由陳國

球、張堂錡共同規畫「新世紀以來港澳文學書寫的變與不變」），

可提供學界針對該領域學術議題全盤思考與借鑒，因此能對該領域

有深入和前瞻性的引領，比起一般學報只有「一般論文」的層次更

能提高與深化學術論文的價值。 

  至於其「一般論文」的論文品質方面，從其編審會議嚴謹反覆

的討論程序與六到七成的淘汰退稿率來看，可以確定凡獲刊登之論



文，其論文水準應該是高品質的。以刊載稿件來看，不乏院士與國

際水準之學者的論著，包含日本淺見洋二、大陸復旦陳引馳教授、

北大陳平原教授、香港陳國球教授，足見論文具國際視野；論文內

涵具新穎議題，涵蓋古今與經史子集各面向，學術品質極高。 

◎期刊論文國際能見度方面： 

  《政大中文學報》三年來六期期刊，平均每年至少刊登海外學

者稿件一篇，第二十六期海外稿件達兩篇，加上強大的編輯顧問群

均為國際知名學者，可見其國際學術能見度。 

由上述審查意見可見《政大中文學報》的學術貢獻與重要性。

本院於今年撥付部分高教深耕經費，補助《政大中文學報》之出版

印刷費，以支持重要學術刊物之發行，第 31、32 期已於今年印製完

成並出版。 

（三）《政大哲學學報》 

《政大哲學學報》自民國九十五年起，列入「臺灣人文學引文

索引核心期刊資料庫」(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Core,

簡稱 THCI CORE)名單中。九十六年十一月榮獲國科會「哲學學門

國內 專業學術期刊」評比第一名。2013 年更榮獲國科會「100 年度

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比」，哲學學門 A 等期刊。由上述紀錄可見

《政大哲學學報》於哲學領域與本院的貢獻與重要性。本院支用高

教深耕經費，以支應《政大哲學學報》的編稿排版費、基本的文具

與耗材費用，維持學報的永續運作與學術產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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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華語文與國際漢學師資培育 

今年本校設置羅家倫國際漢學中心，舉辦一系列的國際漢學講

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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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隸屬於文學

院的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程，早已致力於華語文、漢學與中國文化



教育師資的培育。今年，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程特別邀請了各地致

力於華語文教育的頂尖師資，舉辦華語文化課程教學實務系列工作

坊，分享華語文教學上的教學技巧、實務經驗與教案準備。期望未

來，在研究端，政治大學不但能成為國際漢學的研究指標，於教育

推廣端，文學院也能在華語文教育師資培育上相輔相成，成為未來

國際漢學推廣的重要人才培育機構。 

（二）圖書館、檔案館人才培育 

除了漢學研究與教育人才的培育，本院圖檔所亦結合社會對於

圖書管理、檔案管理人才之所需，致力於專才的培養。本年度圖檔

所共培育了 30 位碩士畢業生，其中 2 位通過國家高等考試「圖書資

訊管理類科」，任職中正大學圖書館及彰化縣文化局。其他多數同

學亦任職於大專院校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私人企業之資訊服務單

位、研究機構及出版公司，說明圖檔所因應社會圖書、檔案人才需

求的培育成果。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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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其他語言 1(日文) 
翻譯後刊登於日本期刊

《臨床哲學》 

專書 

中文   

英文   

其他語言   

專書篇章 

中文   

英文 1 

翻譯後由 innsbruck 

university 出版於

Matthew, Paul, and 

Others: Asian 

Perspectives on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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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ament Themes 

其他語言   

研討會論文 

中文 13 
發表於三國以上國際學

術研討會 

英文 6 
發表於三國以上國際學

術研討會 

其他語言 1(日文) 
發表於三國以上國際學

術研討會 

國際共同發表數2   

 

二、學術成果（請於附錄詳列各項清單） 

項目 總數 

本院教師國際研究數（會議發表、移地

研究、國際合作等） 
20 

學生出國交流數（研究、學習、實習

等） 
21 

舉辦研討會、工作坊、論壇等學術活動 111 

外文著作補助數 12 

本院學生論文發表篇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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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洽談國際合作交流件數 2 

 

四、人才培育(請於附錄詳列各項名冊) 

項目 人數 

培育博士生 17 

培育碩士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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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