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參、計畫執行情形 

A、補助學生參與國際事務 

（一）執行措施 

本院為鼓勵學生參與國際事務活動，拓展國際經驗，107 年度共

計補助 19 位學生出國。前往國家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韓國、

香港、中國等地參與國際活動。 

（二）亮點特色 

本次補助學生參與國際事務，目的是鼓勵本院學生於國際平台

進行學術發表與交流，其中補助的 4位博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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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經驗定能為本院研究生帶來學術研究能量的厚實。而宗

教所博士班的李秀賢則是至加拿大多倫多擔任宗教學界重要學術研

討交流會－世界宗教會議的工作人員，負責向世界介紹、分享韓國

的宗教發展與文化，並與各國的宗教學研究者進行跨界的交流與對

話。 

（三）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面對全球化普及的世代，國際移動能力是未來研究競爭力的重

要關鍵，透過學生國際參與的經費補助，不只為本院學生在研究視

角上提供更多元的觀點，更是開拓了國際視野。更有學生在成果報

告書當中進行跨國校際間的研究資源比較、考察，為本學院的研究

資源與環境上提出了很好的建議以供未來參考。 

B、成立教師社群 

一、成立「民主政治與台灣史研究」台史所教研專業社群：邀請

澳洲學者家博老師來台 

（一）具體措施 

邀請澳洲蒙納許大學榮譽教授家博老師(Prof. Bruce Jacobs)

赴台與本所老師進行一場工作坊以及全校性的演講，並透過此次的

交流分享，建立台灣史的研究社群。 

（二）亮點特色 



家博老師退休於澳洲墨爾本市 Monash 大學的亞洲語言及研究中

心資深教授。他先後在美國哥倫比亞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

位。家博教授曾於 1965 年以研究生身份到台灣大學研究中國歷史；

又於 1971~73 年間，再到台灣研究台灣地方政治做為他博士論文

(1975)的參考資料。隨後，從 1976~1980 間，每年都會回到台灣繼

續做研究及田野訪問。1980 美麗島事件後，他被當時的警總「警察

保護」三個月後，被驅逐出境並列為「黑名單」。直到 1992 前總統

李登輝親自介入，才讓他能夠自由出入臺灣。家博教授 30 多年來曾

先後出版 150 篇以上有關台灣的著作及論文，包括最近出版的兩本

英文大作：「台灣－在獨裁及民主時期的台灣地方政治」(2008)，及

「民主化的台灣」(2012)。身為台灣歷史的研究者，更是直接參與

歷史的一員，能夠與家博教授建立緊密的學術聯繫，必然是台灣史

研究的莫大收穫。 

（三）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除了與本所老師進行多次學術交流與分享外，本所更舉辦兩場

全校性開放的演講與工作坊，邀請各界一同參與台灣史研究的對

話。 

1.107 年 11 月 19 日台灣的過去與未來工作坊 

澳洲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歷史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s)於 11 月 19 日前來政大，與台史所教師舉行工作坊，談論臺

灣研究在歐美與臺灣的發展現況。家博教授指出，歐美學者很少專

門以臺灣為研究專長，多半是在中國研究或某些理論探討之餘，旁

涉臺灣的案例，也可能是支持自由民主或反對中國某些作為而對臺

灣感到興趣。家博教授同時提到，臺灣的政治學、社會學、歷史學

等學科已有諸多成果，但有時偏重理論推演的意義，反而臺灣的元

素較為缺乏。家博教授並提及諸多往來學者的學風特色，與出席老

師進行深入廣泛的交流。 

2.演講者：澳洲蒙納許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中心資深教授家博

（Bruce Jacobs） 

主題：台灣的過去與未來：展望台灣國際關係的新起點 

(Taiwan's Past and Future: Looking towards a new basis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時間：2018 年 11 月 26 日 

▼家博教授於 11/26 演講照片 

 

C、推動國際學術交流 

一、辦理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文系） 

（一）具體措施 

本屆會議共計發表論文 22 篇，另有一場專題演講，一場綜合座

談。會議發表之論文，為符合會議主題，主要座落在「文學」、「思

想（含經學）」；然為擴大會議規模和視野，俾使不同學術專長之學

者獲得更多之激盪，我們也邀請了一些海內外學者撰寫「小學」、

「出土文獻」、「歷史學」的論文。茲依不同領域重新統整各篇論題

如下： 

1.文學領域（依發表人姓名筆畫排序，下同） 

(1) 侯雲舒〈由史傳到舞台──昭君形象的多層次覆載〉 



(2) 許東海〈漢代賦學與唐代宰相賦學：以李德裕為主的探索〉 

(3) 郭永吉〈兩漢魏晉弔文研析〉 

(4) 郭章裕〈漢魏六朝閑邪類型辭賦的神話學試析──以〈閑情

賦〉為核心〉 

(5) 蘇瑞隆〈《淮南子》對漢賦的影響〉 

2.思想（含經學）領域 

(1) 內山直樹〈試探漢代春秋家概念之形成〉 

(2) 林素英〈衛宏寫定〈詩序〉之歷史原因探究〉 

(3) 徐興無〈「通義」的形成──《白虎通義》的話語機制〉 

(4) 張耀龍〈揚雄、三蘇《易》學異同論〉 

(5) 陳睿宏〈章潢《圖書編》有關圖說之漢《易》象數本色〉 

(6) 馮勝利〈論漢學在乾嘉時代的科學突破〉 

(7) 黃啟書〈《尚書‧堯典》「四宅觀日」節對漢代天學發展之影

響及其意義〉 

(8) 嘉瀨達男〈楊雄《太玄》的寫作目的〉 

3.小學領域 

(1) 呂昭明〈論揚雄《方言》詞彙的音韻對應：以司禮義

（Serruys 1953）為討論起點〉 

(2) 宋韻珊〈《漢書》中的詈罵語研究〉 

4.出土文獻領域 

(1) 林宏明〈漢簡新綴十七則〉 

(2) 洪燕梅〈讀《老子》巧遇賽思（Seth）──以《北京大學藏

西漢竹書》「道可道」章為例〉 

(3) 魏慈德〈從秦漢簡帛用字來看《讀書雜志》中的形訛校勘

法〉 



(4) 顧史考〈從「閒居」類文獻看上博簡〈民之父母〉及《禮

記》、《孔子家語》相關篇章的性質〉 

5.歷史學領域 

(1) 胡正之〈讀《史記》、《漢書》〈酷吏列傳〉札記〉 

(2) 楊兆貴〈論班孟堅「山西出將」說〉 

(3) 過常寶〈司馬遷的家世和職事觀念研究〉 

（二）創新作法 

本次會議邀請多國學者探討漢代研究，並且針對漢代文學與思

想各領域皆邀請專家學者研討交流，特別是本屆規劃李豐楙教授的

道教專題演講與簡宗梧教授的致敬座談，足以補足會議研討未及討

論的專題。整體研討會面向多元，並繼承前輩的智慧結晶，也期待

從中培育創新研究的碩果。 

（三）亮點特色 

1.多元的國際視野 

本次會議除本國學者與會外，來自海外包含日本、馬來西亞、

新加坡、中國大陸、香港、澳門等多國學者，為漢代研究帶來開闊

多元的國際視野。 

2.宏闊的演講專題 

本屆會議延請本校文學院名譽講座教授李豐楙，發表「專題演

講」，講題：「地下秘寶：從道教返觀漢人的宗教智慧」。李教授以多

年來研治到道教文化的親身體驗，不但提供了漢代宗教學領域的演

講內容，頗能補充前揭論文發表各領域中獨缺宗教學之缺口；更緊

要的是，這場視野宏闊的演講，實可激盪與會學者進一步去思考道

教與各領域之關連。換言之，「道教」除了是研究領域，也是一種重

要的研究方法。 

3.典範的致敬與啟迪 

在人文學術的研究中，「人文典範」的意義至關重大。前行學者



披荊斬棘築出了學術道路，我們走在這條路上，除了持續深耕守

護，也應當特別關注前行學者是如何築出這條可貴的道路。緣此，

本屆會議的「綜合座談」，特別鎖定本系前輩師長簡宗梧教授的「人

格」與「學術成就」，延請簡教授昔曾指導而今享盛名的門生，包括

廖國棟、許東海、陳成文教授；以及大陸和海外學界相關領域的學

者，如過常寶、蘇瑞隆教授，進行一場綜合座談。其意義不僅在於

向簡教授的人格和學術成就「致敬」，對其他與會學者而言，也深具

「啟迪」。 

（四）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本屆會議共計發表論文 22 篇，另有一場專題演講，一場綜合座

談。與會學者包含日本 2人、馬來西亞 1 人、新加坡 2人、中國大

陸 2 人、香港 1人、澳門 1人，本地學者（含本地參與者）134

人，實為規模盛大之國際會議。本系衷盼未來能持續深耕漢代學術

研究領域，一方面深研古典，另一方面開創新猷；一方面咀嚼前賢

英彥的智慧結晶，另一方面也期待從中培育可令當代華人文化取資

借鑒的碩果。準此而言，本屆會議實為圓滿成功。 

二、與日本九州大學合作規劃「國外短期學習課程: 東亞的過去

與現在」（歷史系） 

（一）具體措施 

由歷史系藍適齊副教授和國家發展研究所劉曉鵬副教授兼所長共同

帶領本校 12 名大學部學生，在 8 月 29 日至 9月 6 日期間在日本的

九州大學與當地學生進行共同學習課程。課程以歷史文化觀光和人

口移民爲兩大主題。在日本的課程安排内容如下： 

8 月 30 日 

開幕式；課程:文化旅遊與地方振興；校園導覽 

8 月 31 日 

課程：門司港レトロ；講題: The Path and Vision of Mojiko Retro 

Area；實地考察：関門海峡、潮風号列車、関門トンネル、春帆

楼、唐戸 



9 月 1 日 

課程：日本傳統文化，日本茶道；實地考察: 太宰府天滿宮神社 

9 月 2 日 

福岡歷史文化考察: 由九州大學學生帶領 

9 月 3 日 

九州大學：分組討論 

9 月 4 日 

課程：経済観光文化；講題:福岡市的旅遊策略；實地考察：博多舊

市街、福岡國際會議中心 

9 月 5 日 

九州大學：分組討論；小組成果發表 

（二）創新作法 

全英文課程；兩校學生共同進行跨國/跨校課程；學生自主規劃

部分歷史文化參訪行程。 

（三）亮點特色 

雙方學生交流熱烈融洽，學習收穫豐碩；本校學生在小組活動

和分組報告都表現積極亮眼，深得兩校教授的肯定。此次交流爲兩

校未來交流奠定了重要而深厚的基礎。值得一提的是，爲促成此次

課程，九州大學主動和我校（透過國際合作處協助）簽訂校級備忘

錄(MOU)，爲兩校未來交流奠定了重要而深厚的基礎。 

（四）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這樣跨國/跨校的共同學習課程，對學生都帶來了莫大的學習啓

發和成果。課程的主體是學生，也衹有學生的感受最能夠説明此次

課程的成果；兹摘錄學生們的心得如下： 

「用不同的觀點和背景去看一件事情，最後得到的東西是令人

驚訝的」：這次的活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跨國的交流與討論。不管



是在日本討論的移工問題或者是在台灣討論的文化遺產的問題，最

後討論出的報告都是令我感到興奮的。我們認為理所當然的、習慣

的東西對他們來說是無法理解的；相對的，他們對於平凡的、普通

的事情，對於我們來說也是特別的。也因為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對

方的盲點，也因為這樣，我們最終做出來的世界上僅有的一個獨一

無二的報告。而在整個活動結束後，我曾經想過為什麼我們能夠如

此順利的完成報告，而後我得出的答案是尊重。尊重一個文化並包

容他，你就可以從中學習到許多，去改善自己的想法，像是日本同

學在移民問題上學習台灣的觀點，或者是在文化遺產方面我們學習

日本的經驗，這都是建立在尊重他人文化的基礎上，然後就會發現

一切變得很有趣，因為那都是你不曾想過的東西。 

雖然我曾參加過類似的交流活動，但最大的不同是要用英文溝

通，卻也因為語言障礙有了更多爆笑有趣的笑點。對於英文，我不

再那麼害怕，這次的交流不但讓我更有勇氣開口說英文，也發現自

己學習英文的弱點，未來會努力加強。 

我很感謝所有老師和同學，如果沒有大家的努力，就不會有這

麼難忘的回憶，原本是當一次旅行看待，但比起遊玩，我真的看到

不一樣的景色，不論是國家還是人們，注意到那些不曾注意過的議

題，雖然我不是從事這方面的專業或是深入研究的學者，但看著在

不同國家做得好的表現，也讓我希望不只是這次的討論，希望在未

來，我也能透過參與社會活動或是機構，提出一些意見，為這個社

會做一點點事，在移工方面，絕對是未來必須持續關注的議題之

一，而在歷史觀光，更是未來經濟發展需要所有人一起努力的目

標，不論是創意的發想或是給予力量，這次旅行，也讓我認知到，

不是只有在本科生的工作上，我們才能做事，在學習以外的地方，

隨處都有我們必須關注的議題，因為這些都與我們息息相關，比起

做個旁觀者，我更希望我能活得更有意義，人生可以更加豐富而精

采。 

政大與九大的合作給予我無限的寶貴經驗與回憶，不僅認識

了真實日本的一部分，同時透過他們的眼睛，重新回顧自己的家



鄉，發現她是一個多元、積極和嘗試改變的美麗世界，我想，這

正是對於台灣學生來說最核心的價值所在。 

▼政大學生代表於交換開幕式上致詞 

 



 ▼學生於博多進行歷史考察 

▼課程交流 



▼政大學生於課程最後進行報告 

三、第四屆東亞當代哲學會議（哲學系） 

（一）具體措施 

本次會議邀請國內外極具學術地位之學者，並就如何促進當

代東亞的哲學發展，提升哲學在各個面向的影響力，給予重要之

意見，除此之外，本次會議更集結了許多國內外優秀的後進研究

學者，在哲學的各個領域發表優秀的研究成果，更有學者就動物

倫理、女性主義、哲普教學等重要的哲學議題組成論壇，除了能

夠更深入地探討這些議題，也提供關心這些議題的人更多靈感及

材料去深度鑽研這些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面向。 

本會議對國際與國內公開徵稿，預期將有不少東亞與國際學

者投稿參與，為國內學者與國外同行搭起一個意見交換的國際交

流橋樑。 

（二）創新作法 



受邀學者涵蓋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地區最

頂尖研究單位的最優秀學者，這將有效整合東亞哲學最優質之人

力與資源，全面提升東亞之學術合作與學術品質，促成創新議題

之設定與開發，而台灣將在此重要發展上扮演關鍵性角色，實質

地提升台灣哲學界的國際能見度與影響力。 

（三）亮點特色 

 台日韓最具學術影響力的學者之間的對話，將對東亞哲學傳

統的回顧與展望作出重要的貢獻。另外，台灣的研究生，博士

後，與新進人員將有機會與東亞及國際一流學者當面對談與交

流，將能提供書本之外的學識，對於在新知的獲取、見識的提

昇、視野的開展等方面，都將產生不可估量的影響。 

（四）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三天的會議除了學術場域的成果，也成功地打響了台北市優質

城市的名號，許多學者對於台灣和台北留下了深刻的印象，特別在

市容、交通便利性、人文特色、自然景觀、歷史古蹟等都讚不絕

口，認為本次是在各屆的東亞哲學會議中最有特色的一屆，並希望

下次再有機會再在台北舉辦會議。 



▼東亞當代哲學會議集錦 

 



 

D、舉辦演講、工作坊、文化參訪、研討會等學術相關活動 

一、國文教學工作坊（中文系） 

（一）具體措施 



為讓本校有志擔任中學國文教師或對國文教學有興趣的同學具

備更多國文教學專業知能與競爭力，政大中文系邀請陳嘉英老師辦理

國文教學工作坊「不一樣的國文課:拆解閱讀的密碼，帶動思考深度」。

陳嘉英老師曾任景美女中語文資優班教師及召集人、台北市國文輔導

團員、國文學科中心研究教師，以多年教學現場實務經驗，為本工作

坊設計六場課程，主題分別為：「培養自學力:一學就上手的 APP」、

「培養理解力:搭建閱讀理解的鷹架」、「培養思考力:整合運用的知性

寫作」、「建立地圖:小說模組」、「建立策略:新詩模組」、「建立素養:

課綱導向的教學設計」。 

（二）創新作法 

本教學工作坊為中文系首次針對國文教學專門設計的課程，藉由

中學教學現場的專業教師分享實務經驗，就文本分析、建構教學模組、

課程設計等面向進行研討與經驗傳承。利用工作坊的方式，補充本系

專業課程中較難兼顧的教學實務訓練。 

（三）亮點特色 

本工作坊主講人陳嘉英老師教學經驗豐富，曾獲台北市特殊優良

教師、台北市 super 教師、台灣省師鐸獎等，著有「打造閱讀的鷹架：

閱讀力就是未來的競爭力」、「閱讀力：三招教你破解閱讀密碼，強化

競爭力」、「寫作力：只要讀懂題目，國文作文就能成功得分，陳嘉英

老師的 SUPER 好用寫作法」等教育專業書籍，是非常資深且能掌握教

學趨勢並活用於教學現場的專業教師。中文系本次邀請陳老師開設工

作坊，為本系有志從事教職的同學帶來強化的教學訓練，也注入充沛

的教學能量。 

（四）執行成果社會影響力 

本次參與工作坊的學生主要來自中文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此外還有企管系、教育系等本校師資培育學生參與，在陳老師的工作

坊中交流學習，除獲得文本分析與教學策略的專業知識外，也在陳老

師的分享中獲得寶貴的教師第一線教學經驗。期待能藉由工作坊加強

學生的教學知能，使學生能帶著更豐富多元的教學專業進入校園，以

期加強本系培養中學教師之教學品質，能有助於中學教學現場之整體



提升。 

二、道南文學獎作家專題講座（中文系） 

（一）具體措施 

為提升學生寫作風氣並鼓勵學生踴躍報名道南文學獎。中文系特

別舉辦道南文學獎作家專題演講。邀請言叔夏、向陽、黃麗群、林婉

瑜四位作家蒞臨分享創作經驗。藉由作者自身創作的經驗分享與文本

分析來觀察創作者的寫作層次，梳理語言的冗贅，並思考如何跳脫固

化結構，試圖給予同學一條有關於文學作品的生產途經。其中作家們

的分享包含理解文意、句意等等，關於寫作與閱讀的重點不僅是文字

的使用，更重要的是在寫作之前如何透過對事物的觀察，以及對自我

的感受，讓文學和藝術得以展現豐饒的面貌。 

（二）創新作法 

1. 演講時段調整 

以往辦理作家講座多選擇與白天上課時間辦理，因學生上課時間

多有衝突，效果往往不彰且聽眾較少，本次道南文學系列演講首度移

至晚上辦理，與會聽眾明顯增加。 

2. 演講活動延伸 

在本次系列演講之外，中文系仍針對講座設計小徵文活動，只要

有演講心得或對創作有所感發者都可以投稿短語。讓本次道南文學獎

徵稿及演講得到更綿長的迴響與影響。 

（三）亮點特色 

本次道南文學講座主講作家突破過去講座多以邀請資深作家為

主，考量學生興趣和作家人氣，本次邀請的作家老中青皆具，能以不

同世代的生命經歷與聽眾分享創作歷程及寫作心得，資深作家能以豐

厚的人生經驗感動聽眾，而年輕作家則以貼近學生的心情鼓勵學生朝

寫作及夢想邁進，使得本系列講座面向豐富而關照完整。 

（四）執行成果社會影響力 

在自媒體流行的年代，人人皆具有寫作或發言的管道，雖然大



多在部落格或臉書撰文的發表者不盡然屬於純文學作者或者願意實

際參與文學獎投稿，但「寫作力」仍是不可缺乏且愈來愈重要的能

力。道南文學獎的設置除了提供本校投入文學創作的學生有一個發

表寫作及競逐切磋的平台，實質上即能帶來一股寫作與文學的風

潮。本次計畫辦理作家系列演講，邀請寫作道路的前輩分享經驗，

除了作為本校學生創作的觀摩與學習對象，更能播下許多文學的種

子，讓不論過去是否投身文學創作的學生都能得到啟迪，也期待在

如此密集的作家交流刺激中，能具體提升本校學生文學與閱讀的風

氣。 

三、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工作坊（歷史系） 

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目前成員組成為：

朱靜華、劉祥光、林美香、陳秀芬、金仕起、李福鐘、楊瑞松、藍

適齊共八位老師，現任中心主任為林美香老師。 

2017年底為了促進不同領域的交流，本中心每月固定舉辦之小型

讀書會從原本的「共讀」改以「專題」方式進行，每月由一名中心成

員或邀請校外學者，帶來專書導讀、專題講論或學術論文分享；至2018

年六月，已經有四次讀書會是由國內外研究生來到讀書會擔任主講，

在新的學期，本中心希望有更多研究生加入，開啟更寬廣的對話場域

以及凝聚研究共識的機會。 

為使更多校內外專家及學生參與本中心的學術活動，自 107 學

年開始，本中心舉辦「身體的照護與裝扮」主題工作坊，本年度工

作坊活動包含二次討論會，、一次專題演講，分別以台灣、中國、

歐洲為主題，討論身體、醫療、自然哲學等歷史議題。 

工作坊公開招收學員 30 名，不限歷史系所。本中心並成立

臉書粉絲專頁，透過網路介紹中心成立之宗旨與中心成員、進行

活動宣傳與報名。經過暑假期間密切更新專頁資訊，工作坊招收

額滿，其中報名者來自台灣各地大專院校、不同學術領域，已達

到本中心預期創造更多元對話空間之展望。 

（一）具體措施 



本年度共舉辦兩次工作坊討論會、一次專題演講。時間、主題與講者

如下： 

2018年10月13日（六）討論會場次一  

講題：近代「身體照顧」論述的誕生 

講者：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2018年12月15日（六）討論會場次二 

講題：西方人為何無痰可吐？身體、文明與現代東亞 

講者：雷祥麟（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2018年12月21日（五）專題演講 

講題：焦油水與萬靈藥：從自然哲學到啟蒙政治神學 

講者：陳禹仲（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後研究員）  

學員在每個場次活動前一個月收到講者所提供的指定閱讀書

目，由本中心提供閱讀資料檔案，並於討論會前繳交摘要、筆記及

提問。中心助理彙整學員所繳交的內容，予受邀講者參考，以作為

綜合討論的基礎，也引導學生在討論會上更快進入狀況、更勇於發

表意見，以及對講者提問。 

（二）創新做法 

設立臉書粉絲專頁，透過貼文釋出以下訊息： 

1. 什麼是「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緣起、宗旨、發展及展望 

2. 介紹八位中心成員：每位老師的學術背景、專業領域、出版著作

以及個人照。 

3.介紹「工作坊」： 2018年新學期的新活動型態與主題。 



4. 依序專文介紹每一位受邀講者：包含其學術背景、專業領域、目

前服務單位及著作。 

5. 以海報及其他圖像加強上述資訊之觸及率，並透過分享至相關學

術社團宣傳活動資訊。 

（三）亮點特色 

有別於傳統專題演講或讀書會，「工作坊」式的學術交流活動。  

【So, how does the workshop works?】 

學員一旦加入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工作坊，不只能和中心的老

師們面對面，他們很可能「就坐在你旁邊！」 

「工作坊」的形式，也就是大家一起工作、一起讀書，四位受

邀的專家除了帶來專題演講，也會指定閱讀資料和大家一起討論。

因此每個場次開始前，學員和老師們都要事先閱讀指定文章。此

外，四次工作坊是一整體規劃的活動，在「身體的照護與裝扮」這

個大主題下，本中心的老師與新加入的學員，會從台灣到歐洲，觸

及不同的研究取徑與研究對象，因此本中心招生之初衷，為使有志

參加者，能夠大家一起走完全程，方能充分獲得完整、全面的收

穫。 

（四）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本中心工作坊利用社群網站招生順利，參與學員更來自不同地區

──北、中、南、不同學術領域──歷史學、社會學、人類學、科技

與社會研究、視覺文化、文學及護理、醫學相關科系。（可參考第一

場次出席名單，如附件。） 

本年度活動之三個主題皆環繞身體、醫療與自然科學，傅大為

老師作為本工作坊開場，先引介一個與身體、照護有關的論述框架

──傅柯的「生命政治」概念，再進一步帶入其研究專業──台灣

的婦產科歷史。雷祥麟老師則將地理範圍延伸到中國、東亞，並且

從中、西醫交會之歷史，來討論「現代化」與「文明」如何以一個

西方概念之姿呈現在東亞脈絡。 

  上述討論會皆邀請到國內重量級學者，專題演講則邀請甫歸國



新生代學者，一展身手，也讓台灣學生有機會接觸新鮮的研究題

目、學術氣息，並與年輕學者交流、請教。受邀講者陳禹仲博士將

主題的地理範圍帶到歐洲，講述西方醫學知識如何進展、又如何與

自然哲學、政治產生關係。本中心在以「身體」為核心關懷的同

時，試圖創造如上主題富有變化、多元觀點、跨領域並帶入更多議

題討論的對話。 

▼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工作坊集錦 



 



四、筆耕歷史工作坊（歷史系） 

（一）具體措施 

透過講述歷史書寫理論、各式各樣講者以個人經驗指導學員的

做法，以及發揮歷史系對於文本掌握的能力，最終使學員在專業指

導下進行實作演練後，建構出雖為初步但已具有個人生命脈絡的文

學作品。 

（二）創新做法 

超脫單一歷史系界線，不但在講師人選上擴大到整個文學界，邀請

諸如知名小說家平路等，更同時引進包括曾經擔任記者作過田野調

查的陳又津老師。讓小說寫作在內容上與取材上更加豐富。整體而

言，結合了批判文本、歷史脈絡兩者，最終達成能夠投射個人生命

特色並結合歷史的文學作品。  

（三）亮點特色 

不限於以往工作坊專注於理論講述的單向式吸收，本次筆耕歷史工

作坊更大膽將時間交給學員，使學員與專業講者進行雙向溝通，由

此使學員得以發揮個人的生命價值、歷史考證、藝術涵養。最終達

成本次筆耕歷史工作坊創造作品的目的。 

（四）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本次工作坊結束後，總共 23 位的學員每人向工作坊繳交故事構

成大綱，除了在工作坊現場的深度討論交流以外，專業講者侯嘉星

老師還提供文字工作者角度的意見，並且與學員建立了以出版為導

向的聯絡。參加學員不僅限於歷史系，更有來自他系、他校、甚至

碩博士生，可說擴及了筆耕歷史在各個年齡層與領域的社會影響

力。 

五、台灣哲學學會（哲學系） 

（一）具體措施 

台灣哲學學會 2018 年年度學術研討會，由台灣哲學學會、國立

政治大學哲學系共同主辦，於 2018 年 11 月 10-11 日，假國立政治

大學哲學系舉行。 

台哲會年會透過討論場域，將臺灣老中青的哲學研究者聚集一



處，將其近期最新的研究成果公開發表，和與會學者討論，交流相

互間的研究心得。台哲會年會為年度的例行會議，在會議中邀請會

員發表論文，使得這些臺灣的哲學家們藉此機會分享其自身的理論

資源及其哲學論述能，並由與會學者共同提出反思、批判與建議。 

（二）創新作法 

台哲會年會公開向各界徵稿，徵稿對象不限於國內，更包括所

有海內外對哲學有興趣的研究學者。徵稿方式分為兩種，分別是個

人論文以及小組討論，個人論文投稿者，繳交大綱給主辦方，由主

辦方對大綱，就其哲學性進行審查；小組討論者則由已有的討論群

發起，由小組召集人向主辦方提交小組討論企劃書，一樣對其企劃

書進行審查。審查通過者則可於年會上進行發表，研討會最後共計

61 篇文章發表。 

議程安排上，除了小組討論外，為增進彼此對話之可能，主辦

方將論題相近、領域相仿的文章，規劃於同一時段發表。為求更高

的討論品質，在初步議程公告後，並提供發表人自行挑整發表場次

的可能性。如此規劃下，雖然討論時間依然有限，但由於同一場次

的發表、評論、主持人皆具一定程度的議題掌握能力，故依然有相

當高的討論品質。 

（三）亮點特色 

此次研討會由於規模大、與會者、文章篇數不在少數，故主辦

方規劃於會議正式開始前，在發表人同意的前提下，將發表文章公

布於網路上，供有意與會者下載，先行閱讀。 

借助數位時代資訊傳播的便利性，如此作法不僅能夠減少會議

手冊印製所造成之紙張浪費，也由於論文已經先行公佈在網路之

上，故一般與會者也已先行閱讀過有興趣的文章或論題，更能有效

增進討論品質。 

（四）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兩天會議於國立政治大學如期舉行，最後共計 61 篇文章發表，

共計 61 位國內外學者發表，與會者眾。除發表、評論、主持人等



外，線上報名與現場報名參與者亦不在少數，兩天會議參與人次共

計 281 人。 

由於此次研討會除哲學文章外，無其他限制，故會議文章包含

各類哲學主題。且這此次會議發表者多為學界新進研究者，乃至於

研究生，而評論人、主持人則以較為資深的學者擔任，讓新進研究

者能夠對其所屬研究群更有一定程度的認識，並藉此平台能夠有進

行交流。 

▼台灣哲學學會：哲學與實踐當天集錦 



六、從世界看見台灣系列演講（台灣史研究所） 

（一）具體措施 

本所於 107 年 11 月 1 日、11 月 15 日、11 月 29 日、12 月 13 日

舉辦「在世界想念台灣--台史所國際交流系列講座」。本活動藉由政

大台史所豐沛的國際交流資源與動力，將最前線的學術與文化經驗



分享給全校同學。 

（二）創新做法 

為了能讓本所老師、學生於國外學習考察的經驗更為廣泛地分

享，此系列演講的內容側記與心得，將由台史所的學生撰寫、記

錄，並發布在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的臉書粉絲專業上，與所有對台灣

世界史研究視角有興趣的朋友們分享。 

（三）亮點特色 

政大台史所每年與國外簽署協定單位進行交流活動，學生透過

交換、密集課程與參訪，實地體驗不同的學術環境與文化衝擊，教

師透過國際會議發表與研究計畫執行，將國外一手學術情報帶回課

堂。 

（四）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本次講座邀請兩位同學講述前往東京大學與柏克萊大學擔任一

年交換生的甘苦點滴，兩位老師則前進美國國家檔案館和歐洲海關

博物館群，報告現地考察的成果。期待引發更多同學勇於挑戰自

己，到世界各處探索台灣、想念台灣。 

1.演講者:林果顯副教授 

主題:  帝國檔案室中的海島身影—美國國家檔案館 

內容:  林果顯老師分享他前往美國國家檔案館蒐集資料時遇到的

文化衝擊。美國以怎樣的資源、怎樣的眼光對待歷史資料？世

界各國研究者到這裡，又必須透過什麼方法找到自己想要的東

西？美國的研討會如何進行？華盛頓與紐約的大學圖書館與二

手書店，又呈現什麼樣的文化風貌？本場演講同時提供學術情

報與海外見聞，期待與大家共享一段美好旅程。   

2.演講者:碩一林于庭 

主題:  展望臺灣史的可能性—柏克萊的學習經歷分享  

3.演講者:碩三許仟慈 

主題:回首銀杏並木下—東京大學交換留學經歷 

4.演講者:李為楨副教授 

  主題:國境的內外—我的海關博物館遊蹤記 

七、「臺灣文學研究在東亞」計劃（台灣文學所） 



（一） 具體措施 

「台灣文學研究在東亞」邀請國內外學者專題演講： 

1.107 年 10 月 29 日（一）邀請德國柏林洪堡大學亞非學院 Henning 

Kloeter（韓可龍）教授專題演講「台灣研究在德國——歷史、現狀

與展望」，由本所紀大偉副教授主持。 

2.107 年 11 月 14 日（三）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梅

森直之教授專題演講「《初期社會主義的地形學》再思考：朝向烏托

邦的思想史」，同時邀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吳叡人教授與談、

東吳大學／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賴怡真兼任助理教授現場口譯，

並由本所吳佩珍所長主持。 

3.107 年 11 月 21 日（三）邀請日本九州大學比較社會文化研究院

波潟剛教授專題演講「日本近代新聞記者所見的異國情趣與現代風

俗─西口紫溟的軌跡：從台灣、山口到福岡」，由本所吳佩珍所長主

持及現場口譯。 

4.107 年 11 月 28 日（三）邀請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

作學系邱大昕教授專題演講「臺灣現代盲人的形成，1890-1930 年

代」，由本所紀大偉副教授主持。 

5.107 年 12 月 7 日（五）邀請日本津田塾大學木村朗子教授專題演

講「震災之後文學所敘述的事」，同時請東吳大學／輔仁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賴怡真兼任助理教授現場口譯，並由本所吳佩珍所長主持。 

6.107 年 12 月 18（二）邀請韓國圓光大學金在湧教授專題演講「如

何進行東亞殖民文學的比較研究？」，由本所崔末順副教授主持及現

場口譯。 

（二）創新作法 

邀請台灣文學研究相關之國內外學者專題演講，可提供學生不

同的研究視野，並鼓勵研究生實際參與討論，培養議題分析的能

力，並增加國際交流能力。 

（三）亮點特色 



「台灣文學研究在東亞」邀請來自德國、日本、台灣、韓國的

學者演講，引介國內外最新研究，讓學生瞭解跨領域的國際學術研

究，鼓勵學生學術交流，與世界接軌、對話。 

（四）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題演講共 6 場次，國外學者演講同時現場口

譯，以增加學術交流成效。國外學者演講會後論點問答的交流，提

出不同層面的思考，國際的研究視角可為台灣學術界帶來新視野。 

▼10/29 德國柏林洪堡大學亞非學院 Henning Kloeter（韓可龍）教授

專題演講 

 

 

 



▼11/14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梅森直之教授（左 2）專題

演講 

▼11/21 日本九州大學比較社會文化研究院波潟剛教授（左 1）專題

演講 



▼11/28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邱大昕教授專題演

講 

▼12/7 日本津田塾大學木村朗子教授專題演講 

 



八、帶領彰化師生文化參訪（台灣文學研究所） 

（一）具體措施 

帶領師生至彰化文化參訪：107 年 12 月 8 日（六）由本所吳佩

珍所長帶領 17 位師生至鹿港民俗文化館、鹿港天后宮做文學踏查，

並委託賴和文教基金會規劃彰化市文學小旅行，主題「磺溪 1920：

走找賴和的自由夢」，由導覽人員帶領參訪並逐一解說：賴和醫館、

小逸堂、中山國小、孔廟、天公壇、警察署等歷史建築。 

（二）創新做法 

本所帶領師生文化參訪，可藉由實地踏查，前往歷史現場或文

本史料中呈現的史地空間，互相討論、研究，並模擬重現文獻所載

的史實，加深學生的印象，並增進學生田野調查的能力，做為將來

研究的礎石。 

（三）亮點特色 

文化參訪藉由實地踏查當地人文地景，深化學生對文史空間的

理解，增加與當地的對話，讓社會大眾更瞭解台灣文學研究。 

（四）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文化參訪藉由實地踏查當地人文地景，深化學生對文史空間的

理解，增加與當地的對話，讓社會大眾更瞭解台灣文學研究。 



▼12/8 彰化文化參訪 

九、2016-17 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台灣史研究所） 

（一）具體措施 

本所與中研院台史所合辦「2016-17 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研

討會，邀請台灣史各界的重要學者，為這兩年的研究成果進行系統

性的回顧，並為未來的台灣史研究提出應前進的方向與展望。 

（二）創新作法與亮點特色 

除了邀請各界知名學者外，本屆的回顧與展望更邀請了廈門大

學的陳小沖教授、陳忠純教授，為我們進行目前中國大陸地區台灣

史研究的現況回顧，促進兩岸之間的台灣研究對話。而日本的台灣

研究方面，則是特別邀請長期在日本深耕的黃英哲教授回台，介紹

過去兩年日本台灣研究學界的動態。 

（三）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臺灣史的研究在近幾年來受到風氣、政策影響，十足蔚為顯

學。本年度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在各個面相、領域皆有所創新、

突破。這些前輩們的研究結晶矗立在我們眼前。除了讚嘆之餘，我

們更應該加以思考要如何站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征服更多的研究

困境、締造下一個高峰。 



▼2016-2017 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活動照片 

 

 

 

十、檔案管理與資訊管理業界專題演講（圖書檔案與資訊管理研

究所） 

（一）具體措施 

本所於 107 年 10-12 月間舉辦一系列專題講座活動，邀請國內外

各相關領域的專家學者至本所交流演講，場次如下： 

日期 講題 主講人 

107.10.24 資訊行銷與公關 
黃昱凱副教授 

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理學系 

107.11.7 
讀者與館員資訊

服務之心理素質 

陳書梅教授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07.11.9 
檔案保存年限與

清理鑑定實務 

黃玫溱視察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 



107.11.13 
檔案數位化應用

與系統建置 

陳慧娉組長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107.11.19 
資料探勘方式與

應用 

吳怡瑾教授 

臺師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07.11.19 
網路計量學新指

標 Altmetrics 

曾苓莉理事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107.11.22 明代出版廣告 
王海剛副教授 

湖南師範大學編輯出版學系 

107.11.28 
社交媒體與數位

內容策展服務 

黃昭謀助理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07.11.29 
學術期刊出版發

展與應用 

徐麗芳主任 

武漢大學出版科學系 

107.11.29 

中國大陸地區圖

書館著作權法治

建設 

吳鋼主任 

武漢大學圖書館學系 

107.11.30 
臺灣漢人族群婚

禮記錄行為探析 

吳宇凡助理教授 

臺北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107.12.6 
大數據驅動的社

會科學研究 

孫建軍院長 

南京大學信息管理學院  

107.12.6 
出版碩士專業發

展及人才培育 

張志強院長 

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 

107.12.10 
從 Web of 

Science 看世界:

官欣瑩顧問 

科睿唯安公司 



從數據找未來 

107.12.12 特殊讀者 
宋雪芳館長 

淡江大學圖書館 

107.12.28 
數位人文之知識

組織 

陳淑君助理教授 

中研院數位文化中心執行秘書 

（二）創新作法與亮點特色 

本所此次邀請的講者，除了來自台灣、大陸相關系所的教師，還

有業界的專家，每一位在個人專長領域皆表現卓越，帶來新的發展與

趨勢，以及各種新興議題與創新思維，在互動討論中，拓展學生的學

術視野。 

（三）執行成果與社會影響力 

此次一系列的專題講座，主題精彩豐富而又多元，帶給學生許

多啟發，有些學生因此發展成論文研究的方向，並與來自各地的講

者保持良好的互動，為學生的未來發展開創更多的契機。 

E、建置互動電視牆面、iFollow 自動追蹤多機拍攝等設備 

（一）具體措施 



本所完成購置智慧直撥播錄播主機、教師自動追蹤攝影機、學

生發言攝影機、線上導播點播平台等專業設備，與 2 組 75 吋 LED 觸

控互動螢幕結合，將文學院電腦教室打造成全校首創、文學院專屬

課程錄播及數位學習互動教室。 

 



 

（二）創新作法 

本所建置完成的智慧錄播教室，能夠將教師講課的過程全程直

接錄製成影片，其雙畫面呈現，能有多樣的組合，讓老師更有彈性

的依照講課內容決定採用投影片、教室全景或教師及白板特寫畫面

來錄製，視教材內容選擇不同比例來呈現，讓透過影片自學的學生

能有最好的學習成效。 

二片 LED 白板，能讓老師彈性運用，可以一片播放投影片，另一

片當做觸控白板來講解寫字;也可以接二台電腦，呈現二個畫面同時

講解，如一片播放投影片，一片搭配補充教材、學生作業投射進行講

解等。 

本智慧錄播教室，也具有直播功能，能夠即時讓學生在各個不同

的地點，同時上網一起聽課學習。以下為錄製影片的各種呈現畫面： 



▲左邊為教室全景(角度可調整)，右邊追踪主講者特寫。 

▲左邊為教室全景，右邊播放簡報。 



▲左邊播放簡報，右邊為教室全景(一片白板播放影片、另一片白板

配合手寫講解)。 

▲左邊講義畫面放大，右邊教室全景縮小。 

（三）執行成果 

1.全自動錄製講課內容，依不同需求選擇畫面呈現方式，完整收錄上

課過程，講完課立即完成課程影片，可即時上傳影音平台，亦可進行

後製。 

2.簡易的操作界面，協助教師輕鬆錄製高品質教學影片，提高學習者

注意力，增強學習成效。 



3.透過即時互動課堂教學畫面錄製，觀察和分析學生的學習行為，提

供教師參考，適度調整教學活動。 

4.透過全自動錄製數位課程內容，協助推動校內 MOOCS、SPOCS 等

數位課程發展。 

5.透過直播功能，提供無法到校聽課的同學同步學習；透過直播功能，

將精彩的演講同步傳遞出去，無國界、零時差，行銷推廣國際化。 

6.課程影片上傳平台，學生課後可以隨時隨地複習，提升學習成效；教

師的講課內容，不受限課堂，可以讓無數的學生跟著自學，發揮教師

傳道的最大效益。 

 

肆、各學院依據計畫書提交之 KPI 填報 107 年度達成值及

108 年擬修訂目標值 

執行方

案/項目 
執行單位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檢核方式 項目 

衡量基

準 

(計算公

式) 

106 年 

現況

值 

107 年 

達成值 

108 年 

目標值 

109 年 

目標

值 

110 年 

目標值 

111 年 

目標

值 

國際學術

交流 

文學院/

中文系 

辦理國際

學術交流

活動 

舉辦國際

學術研討

會或系列

講座 

進度達

成率 

新設 100% 100% 100% 100% 100%

教學設備

更新 

文學院/

圖檔所 

設備建置

完成，工

程驗收。 

iFollow 

自動追蹤

多機拍攝

建置 

一套 

設備 

現無

此項

設備 

建置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身體與

文明研

文學院/

歷史系 

參與師生

人數 

演講  新設 39 人 30 人 30 人 30 30 



執行方

案/項目 
執行單位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檢核方式 項目 

衡量基

準 

(計算公

式) 

106 年 

現況

值 

107 年 

達成值 

108 年 

目標值 

109 年 

目標

值 

110 年 

目標值 

111 年 

目標

值 

究中心

工作坊 

成立教

師社群 

文學院/

台史所 

教師社群

成立與定

時運作 

(1)主題講

座、參

訪、創新

教學策略

研討 

自訂 專題

演講

6 場 

專題演

講與工

作坊 35

場、文

化參訪 1

次、教

學策略

研討 1

次 

主題講

座 10

場、參

訪 2

次、教

學策略

研討 1

次 

主題

講座

10

場、

參訪

2

次、

教學

策略

研討

1 次 

主題講

座 10

場、參

訪 2

次、教

學策略

研討 1

次 

主題

講座

10

場、

參訪

2

次、

教學

策略

研討

1 次 

伍、其他補充資料 

各計畫請提供相關成果，如活動成果、新聞報導(含照

片)、影音檔案等，需以電子檔形式提供，供深耕辦公室上

傳網站公開。 

一、 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工作坊相關照片： 

https://www.dropbox.com/sh/tu2uvnbs7poybs0/AADFNulwn-

GWDKAJDHqS3CH6a?dl=0 

二、 相關活動照片電子檔：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o2Ca1d6iEZvgI91Sp3Y_OITI

MzhTQ4z 



三、 台灣史研究所演講相關側記網誌： 

https://www.facebook.com/pg/NCCU.TaiwanHistory/notes/?ref=p

age_internal 

四、 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臉書專業： 

https://www.facebook.com/nccuCB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