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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追求卓越、邁向頂尖大學執行計畫圖 
 

 

社會科學院追求卓越邁向頂尖大學 

鼓勵學術研究，促進學術成果發表 

強化教學、提昇教學品質及學生素質 

促進國際交流，增強國際競爭力 

研究中心朝重點領域發展 

－發展中國大陸研究中心為亞洲第一 

支持學術研究群 

獎勵發表於 SSCI、TSSCI 之期刊論文與專書出版 

獎勵學生論文發表 

提昇學生素質 

改善師生比 

教學品質提昇 

加強重點姊妹校交流 

推展跨國雙學位制 

協助系所期刊發刊 

教生出國拓展視野 

外語能力提昇 

每年出版一期 PER 

每年出版三期 APJAE 

協助院及各系所逐年克服院系（所）評鑑 

後需改善之師資、課程、圖書、設備等問題



 5

 
前言 
近年來，許多亞洲國家例如韓國、中國大陸均大量投資於學術發展，藉此提升學生的

素質，以及學術研究的成果，以提升整個國家的競爭力。針對此國際競爭趨勢，與國際之

學術創新整合需求，我們若未能及時因應，非僅我國於亞洲之學術優勢將為鄰近國家（如

韓國之首爾大學、延世大學；香港之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大陸

之北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所取代，亦無異放棄進一步追求卓越之契機（如超越澳洲國立

大學、墨爾本大學；日本大阪、名古屋大學等），而自外於此國際競爭潮流，在21世紀知識

經濟時代，國家的競爭力亦勢必下降。 

臺大社科院數十年來，從法學院時代迄今，即一直重視學術研究與教學，培育出無數

素質優良的校友，成為社會國家的領導人才。近二十年來臺大社科院的教學與研究均有濃

厚的學術理論取向，希望藉此提升臺大在社會科學的學術地位，此從教師的學術著作、論

文與研究計劃當中，可以得知。又從過去的論文發表於國內期刊，轉而發表於國外期刊，

從一般期刊轉而發表於TSSCI期刊可知其趨勢與發展。臺大社科院的學術研究與教學除了

理論的探討和建構之外，亦積極進行實證研究，投入對攸關國家與社會發展的議題與政策

的研究，使得理論和實際相結合，此種結合從教師和學生與社會接軌的實驗、實習中彰顯

出來。台大社會科學院秉持研究國際和國內社會現象的自我期許，將研究成果、教學經驗

及服務熱忱帶入社會，使此一領域具有學術回饋社會的情懷。 

本學院2006年在院長的主導下，成立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工作小組，對本院之發

展作整體之規劃，以教學及研究成果為導向，考慮各系所的未來表現，進行規劃，主要著

重在教學、研究環境的建置與改善，如成立院級研究中心、教師汰換老舊電腦、教室增設

單槍投影機、電動螢幕、冷氣機、無線麥克風等，以改善與提昇教學研究。其次，鼓勵教

師論文發表的投入，如影印、圖書資料、差旅、硬體設備，以鼓勵教師之產出。此外，在

教學品質改善方面，以聘任兼任教師減輕教師授課壓力、教學助理等協助教學，在提昇教

學品質方面有所成效。其期望在既有的學術研究及成果的基礎下，成立的三個研究中心，

並於五年內積極發展中國大陸研究中心為亞洲第一之領域。 
本學院就去年「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執行成果檢討，並根據96年各學院「學術領域全

面提昇計畫」審查會中校長及副校長、審查委員意見，提出2007年「社會科學院學術領域

全面提升計畫書」。今年的計劃主要著重在下列幾方面： 

１．發展中國大陸研究中心成為亞洲一流研究中心 
  台灣相對於香港、中國大陸具有優勢，且台灣之發展經驗足為借鏡，而本院系所完整，

且教師對兩岸問題均有相當研究，故具有發展為亞洲一流的研究中心之潛力。中國大

陸研究中心將結合台灣、香港、新加坡之學者，以成為政治、經濟、社會及法律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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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究重鎮。 

中國大陸研究中心之目標如下： 

（一）建立本校跨院、系的相關研究人力、研究資源整合性平台，形成以研究國際化、

成果出版化為導向的研究團隊，與台灣、中國大陸、亞洲，以及全球的相關研

究社群，進行長期的學術對話和交流。 

（二）在以台大社科院研究人力為主體的前提下，針對設定研究議題以及累積研究資

源方面，奠定厚實基礎，以利往後形成長期的跨校以及跨國研究網絡，成為亞

洲以及國際學界從事中國大陸研究的核心力量。 

（三）系統性且長期性建立並提供，從事中國大陸研究所需之各類相關訊息與資料的

管道和研究基地，形成本中心面對亞洲與國際學界時所獨具的特色。 

（四）開展與中國大陸以及國際學界各相關組織和個人制度化的交流及合作關係。 

（五）透過各子計畫之下的相關作法，以及本院「中國大陸研究學程」的教育訓練，

培養國內在未來從事中國大陸學術性與政策性研究的人才。 

本中心初期為院級中心，俟研究規模擴大之後，將可提升為校級中心，以投入更多經

費，發展為亞洲一流。 

２．規劃中國大陸學程 

  結合法律、政治、經濟、社會等有關研究大陸、台灣、香港等教師，將重新規劃中國

大陸學程，該學程將可提供學生完整之大陸學習之課程，此亦將為本學院特色之一。

擬於96學年第一學期開辦。 

３．出版國際期刊 
（1）本學院每年發行Pacific Economic Review一期，該刊為SSCI期刊，本學院已與

Blackwell簽約。已成立編輯室、架設網站，作為雙方聯繫及邀稿之用。 

（2）與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合作每年合出一期「亞太會計與經濟學刊」（APJAE），該期

刊已列為Econlit之名單，該刊爭取於3年後收錄於SSCI。已成立編輯室、架設網

站，作為雙方聯繫及邀稿之用。 

4、教室之整修與e化 

  教學空間之全面改善對於全面提之形象非常重要，讓學生一進教室感覺耳目一新，本

院教學空間將於2007年設法全面或部份更新。 

５．國際化 
  加強國際學者來訪與鼓勵本院教師出國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邀請國外編輯來訪、

舉辦國際研討會等。 

６．院區硬體將全面雙語化 
７．重視論文發表、專書出版前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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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鑑於社會科學領域發表於SSCI期刊較為困難，故未來將投入更多的資源，故將會是

本年度的重點。 

８．教學品質的改善方面，將繼續聘任兼任教師、教學助理(包括大班上課助理)以
減輕教師授課壓力並提昇教學品質。 

 

本計畫書內容首先評析本院之教學及研究，接著就增進研究能量、改善教學品質、推

動國際化、產學合作計畫等方面分別從目標、執行策略與方式、執行時程、經費需求說明。

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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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會科學院現況之自我分析及評估 
 
1.1學院簡介 
社會科學院與法律學院位於台北市徐州路，為國立台灣大學三個校區之一。87年

教育部同意分設二院，並於88學年度起正式分為「社會科學院」及「法律學院」。本

院目前有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四系所及國家發展研究所、

新聞研究所二個獨立所。 

本院之教育目標與特色，在大學部教育方面，乃為配合國家社會發展之需要，培

育法政、經社相關領域專業人才。另以目前社會趨向多元化，單一學科已不足以因應

瞬息萬變的環境，本院擬善用院內跨領域之特色，結合其他相關學院同質性之科系進

行跨領域研究，並規劃推動跨領域課程(學程)，提供學生更完整的學習環境。本學院畢

業學生向為社會中堅，故教學上是採理論與實務相互兼顧的方式。在研究所方面，則

致力於高深學術探討與培育高級研究人才，質量並重。而在教師研究方面亦極為重視，

學術研究成果有目共睹。 

以下分別就組織架構、人力資源、圖書資源、學生表現、教學與研究等說明之。 

1.1.1 組織架構 

本院之組織，主要為學術單位及行政單位，並在院以下，置設若干委員會。

分別為： 

（一）學術單位： 

      １．系所合一：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２．獨立所：國家發展研究所、新聞研究所 

（二）行政單位：院長室、教務分處、學務分處、事務組、人事組、會計組、圖

書館。 

（三）會議、委員會：院務會議、行政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遷建委員會、圖

書購置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教學優良教師複選委員會、教師評估委員會、

職員考核評審委員會、學術審議委員會。 

1.1.2 人力資源         
本院人力資源包括教師、職工、學生。截至2006年12月止，有專任教師124

人(含與中研院合聘11人)、兼任教師38人、助教12人、職工77人，學生2600餘人。 

（一）教師   

本院專任教師124人，佔76.5%，兼任教師38人，佔23.5%。 

專任教師平均年齡46.08歲。博士學歷118人，佔95.16％，碩士學歷5人，

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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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皆為對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工作、新聞、社會科學等學

有專長之士，平日除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外，為配合國家經濟、社會發

展，亦積極從事建教合作工作。 

（二）職工 

本院職工人數截至2006年12月止，計有行政人員46人、技術人員3

人、警衛7人、工友21人，共計77人。 

          行政、技術人員平均年齡為43.3歲，大學畢業佔八成，平均年齡為43.3

歲。；技工、工友平均年齡為42.9歲，高中以上學歷者佔六成。平均年

齡為42.9歲。 

                  本院各單位均感人力之不足，近年來學生人數增加，學校業務亦有

成長，但編制內的員額並未增加，致工作十分辛苦，為因應「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之執行，本院已增聘5名約聘幹事，協助院級中心及會計審

校業務。 

（三）學生人數 

本院94學年度第二學期大學部學生計1696人，研究所學生計966人，

共2662人。生師比為30.5:1（教育部規定日間部生師比應在25以下）。師

生比尚適當。 

1.1.3圖書資源 

本院區共有三個圖書館(室)─法律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館(簡稱法社分館)、

法律政治研究圖書室(簡稱法政研圖)及經濟研究所圖書室(簡稱經研圖)。 

（一）圖書館藏 

本院區共有三個圖書館(室)，法社分館以典藏一般性之社會科學類圖書及

期刊為主。館藏特色為承繼了日據時期法政經濟方面之相關書刊資料、及

後續收藏的本校法律及社會科學博碩士論文。法政研圖為法律、政治系所

之聯合圖書室，以典藏專業性外文期刊、中外文圖書為主。經研圖以典藏

專門性之經濟學及相關之財政、統計學等書刊為主。 

社會學系、國家發展研究所、新聞研究所專業性書刊約五萬冊，期刊

三百餘種，因三系所於85年初遷回校總區，為方便師生查閱，該批書刊暫

存於民國87年10月啟用之羅斯福路校區新總圖書館。 

目前三館(室)所藏社會科學書刊約32萬餘冊；中外文期刊2,600多種，

其中繼續訂購及獲贈之期刊、本國政府出版品、聯合國資料合計約1300

種，中外文報紙21種。此外尚有中西文電子資料庫十餘種，並可透過臺灣

大學校園網路、國科會科技性全國資訊網路檢索各類中外文資料庫。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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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更計畫蒐集電子書及電子博碩士論文等電子資源，希望藉由紙本館藏及

電子資源的收集，能發揮輔助法律及社會科學院各系所教學研究的功能。 

本院95年「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中有部份用於購置圖畫，對師生

研究與學習有提昇作用。 

（二）出版刊物 

本院教師除自行出版中文及外文學術著作外，目前院內各系所刊物如

下： 

１．國內期刊 

本院目前發行之期刊有政治科學論叢（TSSCI）、經濟論文叢刊

（TSSCI）、台灣社會學（TSSCI）、台大社會工作學刊、國家發展

研究、台大新聞論壇。 

２．國外期刊 

發行Pacific Economic Review期刊（SSCI期刊）每年一期，另外將與

港城市大學商學院期刊合作每年合出三期「亞太會計與經濟學刊」

（Econlit期刊）。 

本院95年「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對於上述刊物均有補助，提供助理人

員、刊物編輯、審查之經費，提昇刊物出刊水準。 

1.1.4本院學生之表現 

政治學系、經濟學系二年級以上學生在徐州路院區上課，其餘學生於校總

區上課。除招收本地生之外，亦有僑生、外籍生。學生普遍都有參與校內外社

團活動，社團性質涵蓋廣泛，包括學術、體育、藝術、自治等社團。在課外活

動方面，目前本院有32個學生社團，包括院學生會、各系學會及各種學術性、

康樂性社團，並設有學生活動中心。 

95年院方規劃外籍生參訪活動，並規劃認識台灣社會文化研習營，增加學

生間互動與交流，95年學生出國出席國際會議論文發表有4篇。外文譯稿及出

國比賽均有補助。 

1.1.5教學與研究 

（1）教師積極爭取研究計畫，議題含括了各個專業領域。研究主題對國內社會

政策的推動、執行、評估與改進都提供相當具體的貢獻。 

（2）本院教師在國內及國際上的學術研究多有創新且頗有貢獻。 

（3）在學術研究方面，成果優異，如胡佛教授獲得中研院院士、國家講座教授，

石之瑜教授獲教育部學術獎等獎勵；其他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及其他研

究獎勵者亦所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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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院各系所在各項專業研究成果多為政府決策及改革所引用或為施政之參

考，包括憲政改革、大陸政策、外交政策、選舉調查與民主化、政府組織

調整、行政革新、政府預算、中央與地方關係及權限劃分、地方自治及各

種政策之分析與評估、社會福利政策與工作、新聞媒體環境監督等等。 

 
1.2教學及研究現況 

 

1.2.1 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一項重要指標為教師受國科會、政府機構及公民營機

關委託之計劃極為豐富。這些計劃或具有高度之學術理論取向，或深具政策參

考的實務價值。而許多研究劃一旦完成後，幾乎可以立即到位對政府政策與社

會需求作出貢獻，具影響政府政策之實力。 

本院教師一向認真從事學術研究，除接受國科會與企業界（含公民營機構

及政府）之研究案進行研究外，尚有教師配合的專業研究。 

（1）國科會計畫、企業委託計畫 

95年國科會計畫82件，核定總金額為71,639,900元。教育部等各級政

府機關專案或其他類型計畫6件，核定總金額為2,924,475元。建教合作等

計畫18件，核定總金額為19,723,060元。在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

同時，此項合作亦仍持續發展，由資料顯示本院教師在推動推動「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時，仍然與國科會、政府機關維持合作。 

 

 94年度 95年度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國科會委託計畫 84 52,585,172元 82 71,639,900元 

政府機關專案 17 6,505,640元 6 2,924,475元 

建教合作計劃及推

廣教育計畫 
23 14,689,223元 18 19,723,060元 

合計 124 73,780,035元 106 94, 287,435元 

 

（2）成立三個院級研究中心 

為鼓勵教師之學術研究，94年6月為了增進對中國大陸之研究，成立

了中國大陸研究中心。95年5月分別成立公共經濟研究中心、社會政策與

管制政策研究中心。以上三個中心為初建，故第一年的「邁向頂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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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在研究中心的補助除子計畫及國際交流外，多用於環境的建置，包

括軟硬體。並分別給予社科院之空間作為辦公室，以利中心業務推展。 

公共經濟研究中心、社會政策與管制政策研究中心於95年5月始成

立，中心相關之運作於8月才陸續展開，成果雖有限，但成效仍然耀眼。

今年重要成果包括：研究中心支持23個以子計畫（中國大陸研究中心9

個、公共經濟研究中心6個、社會政策與管制政策研究中心8個）。每個

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需發表於SSCI（至少是TSSCI）之論文一篇。期刊、

專書論文發表20篇，研討會論文4篇，舉辦研討會、座談會共6場，國際

合作案14件。相關成果参考附件。明年預計將增加子計畫，並規劃舉辦

多場學術研討會，同時加強邀請學者來訪，及教師訪問國外相關領域之

學術單位進行交流。預期明年成果將更為豐碩。 

另外，本院江宜樺教授、李明輝教授、陳添枝教授及劉錦添教授之

計畫獲本校人文高等研究院之補助。 

（4）學術研究群 

本學院教師長期一直以來有小型研究群存在，從事學術研究活動，

定期討論相關研究議題。該項學術研究有助本院之研究發展，為加強本

院學術研究之提昇，補助14個研究群給予適度經費之支持，合計92萬，

作為播種與初始研究計畫的經費。已有初步成果。相關成果参考附件。 

96年將就今年各研究群成果作評鑑後，再決定是否繼續補助，預計

96年將補助20個研究群。 

（5）國際論文發表 

至95年12月31日止，本院教師發表於SSCI共有31篇，較去年21篇成長

50%。TSSCI共有28篇，較去年24篇成長20%。 

 

   篇數 成長率 

SSCI 21 94年 

TSSCI 24 

SSCI 31 95年 

TSSCI 28 

SSCI：50% 

TSSCI：20% 

            預計明年SSCI將有45篇，成長50%。TSSCI將有35篇，成長20%。            

今年有1位社會研究所博士生發表1篇論文於TSSCI，將再繼續鼓勵。 

由上述資料可知，本院在邁向頂尖國際一流，在論文發表指標上，有

長足進步，也證明本院對於論文的獎助措施是正確的。並且在本院已漸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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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種發表的氣氛，教師相信院方有決心對於論文發表的重視。 

 （6）專書出版 

       具正式審查程序之專書出版並提出補助申請者，95年有3本，較去年2本成

長50%。預計今年將有4本成長33%。 

    （7）英文編修部份計有7位老師共計13篇提出申請，有一位研究生計2篇提出申

請。對於投稿至外文期刊特別是SSCI、SCI之論文以及專書出版數量相當

有幫助。 

    （8）研究成果主要發表於國際期刊，本學院每年發行Pacific Economic Review

一期，該刊為SSCI期刊，本學院已與Blackwell簽約，並聘請經濟學系陳添

枝教授擔任主編，陳旭昇助理教授為執行編輯，將於96年十月出刊。陳旭

昇教授並於95年12月到香港與Blackwell商討編輯事宜。已架設網站，作為

雙方聯繫及邀稿之用。 

   （9）與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合作每年合出三期「亞太會計與經濟學刊」

（APJAE），該期刊已列為Econlit之名單，該刊爭取於3年後收錄於SSCI。

協議書已經本院院會議討論通過。並於95年11月3日與香港城市大學商學

院簽訂期刊合作協議，目前正積極從事合作出刊事宜。 

         APJAE目前有三個辦公室，分別在本院舊商學館、香港、美國，本院由黃 

鴻教授擔任主編，毛慶生副教授為執行編輯，並已架設網站，作為雙方聯

繫及邀稿之用。 

（10）目前院內各系所刊物有政治科學論叢、經濟論文叢刊（TSSCI）、台灣社

會學（TSSCI）、台大社會工作學刊、國家發展研究、台大新聞論壇。本

院95年「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對於上述刊物均有補助，提供助理人員、刊

物編輯、審查之經費，使能穏定出刊並提昇刊物出刊水準。進一步成為

TSSCI期刊。 

    政治科學論叢計劃成為SSCI期刊，將加強英文論文及邀請SSCI國際期刊

主編來台指導，希望成為SSCI期刊。 

1.2.2 教學 

1.2.2.1 招生、生師比 

以下就本學院增加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招生方式、招生素質之提

升、大學部與研究生比例合理化、生師比等目前狀況說明之。 

（1）增加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 

教育部要求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12所大學，每年應擴增

800名招生名額，並增加甄選入學之比率，以發揮優質人才之培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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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師生比來看，本學院之各系招生人數很難再增加，但配合教

育部政策本院已增加10名大學部招生名額，並視情況之需要逐步調

增。 

（2）招生方式改進 

依據相關研究報告，甄試相對學測而言，可招收到素質較佳之

學生，但考慮大學入學之公平性，甄試與學測並重，並由各系招生

委員會研擬有效辦法，目前經濟之甄試與學測之比重各佔二分之一。 

本學院目前除政治學系並未實施大學部之甄試入學方案，但已決議

於96學度開始，實施大學部甄試入學，甄試入學方式和名額研議中。 

（3）學生素質提升 

各系所組成招生委員會，至各高中做招生說明、或利用網路，

提供高中有更多的資訊，讓高中生更了解本學院各系所之特色，以

吸收素質較佳之學生。例如95年至北一女做招生說明，本院政治、

經濟、社會、社工系均派教師參與，獲得很大的迴響。 

（4）大學部與研究生比例的合理化 

      大學生研究生之比例依學校之目標為一比一，本院將逐步調整

大學部與研究生比例。下表為本院之學生數。 

學系 大學部 
碩士班 

（含專班）
博士班 

研究所 

合計 

大學部與研

究所合計 

政治學系 713 220 29 249 962 

經濟學系 596 134 37 171 767 

社會學系 204 46 22 68 272 

社會工作學系 183 57  57 240 

國家發展研究所  296 50 346 346 

新聞研究所  75  75 75 

合計 1696 828 138 966 2662 

    註：以上資料為94學年度第2學期 

以94學年度第2學期之人數而言，本院大學部人數1,696人，研究

所人數為966人，大學部與研究所比例為1：0.57。就本學院之博士生

而言，本學院共有138名，相較於本校其他學院，比例與數量偏低。 

（5）生師比的改善 

教育部規定全校生師比應在35以下，且日間部生師比應在25以

下，碩士班（含專班）學生應加權2倍計列，博士班學生應加權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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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列。又依本校組織規模及發展規劃準則本校生師比應以十五為上

限。依此，本院目前專任教師124人，94學年度第2學期大學部1696

人、碩士班828人、博士班138人，生師比為30.3，明顯過高。教師負

擔明顯偏重，此與教師員額受限及教育部與社會大眾要求本校善盡

社會責任，適度增收學生有關。有此情況下，教師負擔各該學系所

必選修課程已相當吃力，尚需兼顧全校性與外系之課程，同時還要

加強研究，長此以往，對提昇教學與學術研究品質恐有不良影響。 

在專任教師無法增聘的情況下，為改善師生比過高的情況，本

院95年增聘兼任教師12名，政治系2名、社會系3名、社工系6名、國

發所1名，共12名。96年本計劃將編列預算增聘兼任教師14名，並向

學校申請博士後研究人員改善生師比過高之情形。 

1.2.2.2  教學 

本院所開課程眾多，輔系與雙主修人數非當多，教師在支援外系課

程、通識教育課程開課量亦多，致使本院教師授課時數過多，影響教學品

質與學術研究，為解決此問題95年已聘請12名兼任教師並聘任20名博碩士

生為教學助理，對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已收成效，另外，新聞研究所

聘任專技教師1名，並聘請卓越新聞獎項得獎人駐所指導，設置講座以及

實務指導，以提昇教學品質。 

（1）輔系人數 

           本院輔系人數請見下表。 

學系 90學年度 91學年度 92學年度 93學年度 94學年度 95學年度 

政治學系 (54) (49) (58) (66) (69) （75） 

經濟學系 182(163) 226(198) 258(152) 339(166) 396(113) 283（125）

社會學系 149(69) 143(22) 129(33) 99(33) 65(19) 72（43） 

社會工作學系 115(19) 92（21） 48(15) 23(4) 10(7)  

合計 446（305） 751（290）435（258）461（269）471（208） 355（234）

註：( )為當年度核準之人數 

（2）雙主修人數 

本院雙主修人數請見下表。 

學系 90學年度 91學年度 92學年度 93學年度 94學年度 95學年度 

政治學系 (28) (27) (28) (27) (44) （44） 

經濟學系 41(32) 73(52) 72(48) 161(46) 166(40) （40） 

社會學系 134(35) 147(28) 142(26) 104(27) 80(35) 1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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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學系 87(15) 78(11) 53(12) 23(1) 10(7)  

合計 262（110） 298（118）267（114）288（101）256（126） 104（139）

註： ( )為當年度核準之人數 

（3）支援外系課程、通識教育課程與修課人數 

本院支援外系課程、通識教育課程與修課人數請見下表。 

學系  92(上下) 93(上下) 94(上) 
94(下) 95（上）（初

選） 

政治學系 
通識 

2門 

366人 

1門 

379人 

1門 

150人 

1門 

207人 

2門 

200人 

經濟學系 
通識 

6門 

1195人 

8門 

1588人 

3門 

408人 

7門 6門 

社會學系 
通識 

1門 

47人 

1門 

42人 
 

  

國發所 
通識課程

24門 

2502人 

32門 

2540人 

15門 

961人 

18門 

329人 

13門 

301人 

政治學系 
支援外系

3門 

254人 

38門 

152人 

3門 

60人 

  

經濟學系 
支援外系

14門 

1794人 

14門 

1946人 

14門 

885人 

14門 14門 

經濟學系 
支援外所

7門 

393人 

8門 

139人 

4門 

87人 

  

社會學系 
支援外系

5門 

 

11門 

749人 

5門 

456人 

5門 

414人 

6門 

470人 

社工學系 
支援外系  

1門 

17人 
 

  

      由上表可知，本學院教師之教學負擔極為沈重。 

（4）聘任兼任教師 

聘請兼任教授12位，政治系2名、社會系3名、社工系6名、國發所1

名。可暫時補充教師人力之不足。新聞所聘請卓越新聞研究專家，以實

務指導，培養一流之新聞人才。 

（5）延聘教學助理 

聘請碩士生8位，博士生12位擔任教學助理，除解決大班上課及減

輕教師之負擔，並強化教學品質亦可提昇研究生之素質外，且部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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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之生活問題。 

1.2.3 服務 

每位教師皆參與協助推動系務，並協助推動相關工作，成效良好，同時支

援校務、院務工作，相當有貢獻，亦有教授擔任主管職，對校、院工作充分支

援，並發揮專業知能。 

1.2.4 學術交流與合作 

 （1）交換國際學生數 

95學年至本院之交換外籍生政治系12人、經濟系10人、社會系2人，

計24人，交換學生分別有來自奧地利、荷蘭、澳洲、日本、香港、加拿

大、美國。本院學生至姊妹校之交換生政治系5人、政研所3人、經濟系1

人、社工系3人，國發所1人，計13人，以至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

德國、奧地利、比利時為主。  

（2）重點姐妹校交流 

本院於91年7月與上海復旦大學經濟學院、91年11月與天津南開大學

法政學院、92年4月與香港浸會大學傳理學院、92年4月與德國洪堡大學

商業暨經濟學院、93年7月與紐約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夏威夷大學Monona

分校社會科學院簽訂學術交流協議，促進學術交流。95年計畫與日本千

葉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所學術交流合作協議。現本正與北京大

學政府管理學院進行研究與教學、出版合作協議中。 

政治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已談妥跨國雙學位制度，即將於96年3月

付諸實施。與北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有定期的師生互訪協議，例如每學

期甄選十餘位學生至北京大學參訪及修課兩週，成效甚佳。 

經濟學系許振明教於95年5月至德國洪堡大學短期研究。另南開大

學、上海復旦大學學者於95年來院進行學術交流。 

經濟學系已於95年12月與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金融系簽訂學生交流

合作協議，互派學生學習。 

（3）推展跨國雙學位制度 

政治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已談妥跨國雙學位制度，未來會積極開

拓並發展跨國雙學位制度。經濟學系計畫與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金融系

簽訂學生交流合作協議，互派學生學習。 

（4）協助年輕教師及研究人員拓展國際視野 

            鼓勵年輕教師及博士班學生申請國科會、教育部等各項赴國外進修

之獎助，成效良好。國家發展研究所本所為鼓勵教師拓展國際視野，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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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協助教師爭取各項補助，用以邀請各國學者至本所短期參訪、座談及

講學。 
（5）積極招收國際學生、規劃相關措施 

本院各系所為增加學術交流以及擴展國際觀，持續積極招收國際學

生，國籍包括日本、韓國、越南、蒙古、俄羅斯、法國及奧地利。本學

院設置外籍生獎學金共計12名，每月每人發給3000元，一年計432,000

元。此外，為國際學生設置專屬助教，協助解決語言障礙，以順利完成

修業。強與國際學生之交流溝通，增強其對本院之向心力。都是有助招

收國際學生之規劃。同時院內硬體將雙化，並鼓勵教師開授英語課授。 
（6）拓展學生國際視野，提昇英語能力 

          有關本院拓展學生國際視野，提昇英語能力相關措施如下： 

          政治系於95年7月、8月時，以頂尖大學經費補助十三位研究生赴日

本福岡參加IPSA會議或往美國費城參加APSA會議，同時並補助其他同

學至國外修習短期專業課程之經費。並經常安排外賓以英語演講，以增

進學生之英文能力。並定期協助學會以英語舉辦國際模擬會議，增進學

生對於國際事務之瞭解。同時也安排學生協助接待來訪之國際學人，增

加與國際學術界交流之練習機會。 

社會工作學系則提供學生英語課程（青少年社會工作）。建立學生

海外實習制度，94學年度有兩位學生海外實習，95學年度共有2位學生到

海外交換學習 

國家發展研究所則要求畢業的學生，都能夠具備第二外語能力的專

長，所以規定學生要修習第二外國語，時間共兩年；也可以用托福的成

績來抵免學分；只要符合所方規定的標準。 

  （7）舉辦學術研討會 

95年5月25日與中華經濟研究院合辦「《看中國》國際高峰論壇」。

會中特別邀請歐盟議會副主席Edward McMillan-Scott與會，就東歐及

前蘇聯政經發展經驗解析中國政經、社會等發展，會中並請多名學者

參與討論，有助相關議題之國際交流。 

與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於95年8月14日於社會科學院舉行「東亞地

方治理交流研討會－文化、觀光與政經」學術研討會。邀請臺灣、日

本松野周治教授（日本立命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與中國人民大學國

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張小勁教授進行相關議題的研討，以結合產官學

以及地方自治體之各界資源，促進地方自治體間之政治、經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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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等實質合作。 

95年九月七日、八日社會政策與管制政策研究中心和日本千葉大

學合辦一場國際研討會，日本、香港、與台灣共同進行學術交流和學

術對話，提供國內外學者一共二十多人共同研討老人經濟安全，社工

系王雲東老師和香港城市大學Raymond Chang 老師因為此平臺建立

了合作研究的機會。 

（8）設置外籍生獎學金 

共計12名，分別有政治系3名、政研所1名、經濟1名、社會系2名、

國發所4名、新聞所1名，對外籍生之生活有所助益。另於95年10月舉辦

認識臺灣社會文化研習營參訪活動，舉行認識臺灣徵文活動，有助外籍

生對臺灣的了解。 

（9）邀請外國教授來院參與學術合作以及教師出國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補

助。 

本院教師出國參加學術交流共計110人次。除積極運用國科會獎助

與其他類獎助金（如Fulbright Scholarship）前往國外短期進修或講學外，

並支援教師出國參與國際學 術研討會或率團至他校進行國際交流活

動。本學院出國之補助非亞洲地區為40,000元，亞洲地區為25,000元。

至95年12月31日止計有6位老師提出申請，並中亞洲1位，非亞洲5位。 

美國加州大學Davis分校Ming-Cheng Lo副教授與社會系范雲教授有

多項合作計畫，今年有一本期刊出版合著之論文，已於95年7月台與范

教授合作撰寫論文，以合作蒐集台港兩地政治漫畫為基礎，進一步針對

性別與政治議題進行寫作，此項寫作計晝對促進系上教師的出版有很大

的幫助。 

經濟系劉錦添教授擬邀請加拿大University of Alberta助理教授

Loretta Fung來台訪問研究。訪問期間為2006.6.14-2006.7.3.。該教授正與

劉錦添教授合作，探討匯率變動對台灣廠商的影響。題目為”The Impact 

of Large Real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on Firm Perfermance: A Care 

Study of Taiwances Manufacturing Firms”，該文已發表於加拿大經濟學年

會與美西經濟學年會。Fung教授利暑期來台雙方將共同討論修改論文，

預計投至SSCI期刊。 

（10）本學院出國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之補助 

非亞洲地區為40,000元，亞洲地區為25,000元。至95年12月31日止計

有6位老師提出申請，並中亞洲1位，非亞洲5位。另外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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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論文院方亦有補助。 

（11）擔任國際著名雜誌編輯委員 

95年有12人次擔任國際著名雜誌編輯委員，分別條例如下：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Democracy (SSCI top 15%)（朱

雲漢）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SSCI top 

40%)（朱雲漢）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Pacific Affairs (SSCI) （朱雲漢）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China Review (SSCI) （朱雲漢） 

Associate Editor,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朱雲漢）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朱雲漢）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朱雲漢） 

Issues & Studies編輯委員（陶儀芬） 

Social Problems的編輯委員（藍佩嘉）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李明輝） 

擔任Pacific Economic Review 主編（陳添枝） 

    擔任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APJAE）

主編（黃  鴻） 

1.2.5 學生表現 

（1）博碩士、學士生畢業後，在各領域幾都有傑出校友，例如連戰教授曾擔

任副總統兼行政院院長、錢  復教授擔任監察院長、吳庚教授擔任大法

官、蔡政文教授曾擔任考試委員、古登美教授擔任監察委員、許慶復教授

擔任考選部次長及現任考試院考試委員、彭錦鵬教授曾擔任國大代表、張

劍寒教授擔任政務委員、袁頌西教授擔任教育部次長、許介鱗教授擔任國

策顧問，廖大林、黃天福、徐成焜、張俊宏、張旭成、周陽山、羅文嘉、

段宜康、陳學聖、郭正亮、邱 毅、李文忠、王淑蕙、賴勁麟、莊碩漢、

楊國樞、林銘德、龐建國、薛 琦、王作榮、李光雄、陳師孟、邱正雄、

何志欽、李逸洋、辜寬敏、彭明敏、高英茂、辜振甫、丁守中等擔任立法

委員以及政府要職等等，均能發揮本身學術研究專長貢獻社會。 

（2）整體而言，學生們在學習和參與研究方面的表現皆相當出色。畢業後繼續

深造比例相當高，而畢業校友在每個領域都有傑出的表現；回饋社會有成

者，實是不勝枚舉。校友畢業的出路包括：政府官員、各級民意代表、公

民營企業高級主管、新聞媒體主管、文字記者、電子媒體記者、公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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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或從業人員、私人企業負責人或從業人員、大學教授或研究員及中

學教師、公私立銀行、金融機構主管等；擁有輔系學位而後考上律師、司

法官、檢察官、會計師者亦所在多有。 

 

1.3願景與目標  
臺大社科院數十年來，從法學院時代迄今，即一直重視學術研究與教學，培育出

無數素質優良的校友，成為社會國家的領導人才。近二十年來臺大社科院的教學與研

究均有濃厚的學術理論取向，希望藉此提升臺大在社會科學的學術地位，此從教師的

學術著作、論文與研究計劃當中，可以得知。又從過去的論文發表於國內期刊，轉而

發表於國外期刊，從一般期刊轉而發表於TSSCI期刊可知其趨勢與發展。臺大社科院

的學術研究與教學除了理論的探討和建構之外，亦積極進行實證研究，投入對攸關國

家與社會發展的議題與政策的研究，使得理論和實際相結合，此種結合從教師和學生

與社會接軌的實驗、實習中彰顯出來。台大社會科學院秉持研究國際和國內社會現象

的自我期許，將研究成果、教學經驗及服務熱忱帶入社會，使此一領域具有學術回饋

社會的情懷。 

願景與目標 

台大社科院在以上的基礎上，全院師生的共同努力及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

費的支持下，將全力追求卓越，邁向世界頂尖，成為世界社會科學領域中的重要研究

重鎮之一。 
本院選定之標竿學校主要依 2001-2006 年發表 SSCI篇數為參考。以日本東京大

學 2005 年世界大學排名 16名為目標。另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世界大學排名第 6名兩校作為更長期的目標。 

本院在學術領域全面提升之願景與目標分述如下： 

１、中國大陸研究中心發展為亞洲第一之研究中心 

中國大陸研究中心具有發展為亞洲一流的研究中心，將結合台灣、香港、新加坡

之學者，以成為政治、經濟、社會等中國研宄重鎮。 

各個研究中心除學術研究外，整合院內各系所之人力及資源，建構學術交流之平

台，除利用本計畫之經費外，亦積極向外爭取計畫與經費，以求獲取更多之資源。 

２．規劃中國大陸學程 

       結合法律、政治、經濟、社會等有關研究大陸、台灣、香港等教師，將重新規劃

中國大陸學程，結合法律、政治、經濟、社會等有關研究大陸、台灣、香港等教

師，將重新規劃中國大陸學程，該學程將可提供學生完整之大陸學習之課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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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將為本學院特色之一。擬於96學年第一學期開辦。 

３．發行出版世界級的期刊 

（1）研究成果主要發表於國際期刊，本學院每年發行Pacific Economic Review一

期，該刊為SSCI期刊，本學院已與Blackwell簽約，並聘請經濟學系陳添枝教

授擔任主編，陳旭昇助理教授為執行編輯，將於96年十月與社會科學院共同

出刊。陳旭昇教授並於95年12月到香港與Blackwell商討編輯事宜。 

已架設網站，作為雙方聯繫及邀稿之用。 

（2）與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合作每年合出一期「亞太會計與經濟學刊」（APJAE），

該期刊已列為Econlit之名單，該刊爭取於3年後收錄於SSCI。協議書已經本

院院會議討論通過。並於95年11月3日與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簽訂期刊合作

協議，目前正積極從事合作出刊事宜。 

         APJAE目前有三個辦公室，分別在本院舊商學館、香港、美國，本院由

黃 鴻教授擔任主編，毛慶生副教授為執行編輯，並已架設網站，作為雙方

聯繫及邀稿之用。 

４、強化教學、提昇教學品質及學生素質 

在招生、國際化、教學、合作發展等做更進一步的提升。 

５、鼓勵學術研究，促進學術成果發表 

  本院教師一向認真從事學術研究，除接受國科會與企業界（含公民營機構及政府）

之研究案進行研究外，尚有教師配合的專業研究。本計劃除繼續鼓勵前述研究

外，將透過研究中心及研究群來增強學術研究。同時鼓勵教師發表於SCI、SSCI、

TSSCI學術論文、working paper、專書的獎勵補助。 

６、促進國際交流，增強國際競爭力 

  透過國際交流鼓勵本院學生與國外學校進行交流，此外，為鼓勵外國學生來本院

就讀，本院將利用推動國際交流之經費，酌予提供外籍學生奬學金，希望能夠提

高外籍學生來本院就讀之人數。再者，本計劃亦鼓勵本學院教師出國參加國際會

議及學術交流，並邀請外國學者來院短期學術訪問及交流。 

７．配合系所評鑑之建議，改善各系所之問題 

  本院各系所依學校訂定時程進行評鑑，評鑑委員之意見包括師資、課程、圖書、

設備等問題，本院將給予適當配合改進，如增聘專兼任教師、鼓勵以英文授課（每

一門課一學期補助28000元）、更新教學設備（將全面更新教室之講台投影等e化

設備）、增加學術研究軟硬體設備、圖晝購置等。 

８．積極洽聘國外重量級學者來院 

  目前積極與李志文教授（美國杜蘭大學商學院）、蕭政（中研院院士）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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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科院從科際整合、國際化、理論與實務併重中，型塑出社會學院在臺大十

一個學院中相當獨有的特色。臺大社科院不論在政治、經濟、社會、社工或新聞乃是

整合性的國家發展領域，皆透過學術研討、論壇、演講、座談及聯合開授課程等方式，

使得各該領域的知識與學術得以在社會科學的架構上不斷的發展與提升。此外，由於

社會科學院各系所是提供學校通識與共同課程之主力之一，故更可擴而大之的與其他

學院的學術領域接觸，為科際整合提供更寬廣的空間。社會科學院擁有許多優秀的教

師，他們無論是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從事國際學術交流或訪問，以及學術著作發表，

均有良好的表現。至於論文發表在SSCI上者，數量逐年增加，居於台大之重要地位。

再者，社會科學院也積極進行國際學術交流，與世界著名大學簽訂各項學術交流協

議，進行師生之交流，與交換學生。目前社科院之國際留學生數量在臺大僅次於文學

院，故學院邁向國際化之動力是相當明顯的。 

 
1.4 SWOT分析  

本學院的歷史悠久，基礎穩固，學術表現優異，本院之SWOT分析如下。 

１．本院之優勢： 

(1)不論在政治、經濟、社會學等學術領域均居台灣學術領域之重要地位，且在亞

洲亦具非常重之地位。 

(2) 本院各系所研究領域豐富而多元，多能支援研究中心。 

(3) 擁有堅強優秀的師資陣容,各個教師在不同學術領域中具有領導地位。 

(4) 大學部和研究所學生約二千餘人，素質優秀。 

(5) 政治學系、經濟學系、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員以中高階公務人員

居多，提供政治、經濟理論與實務結合的良好學術與驗證管道。 

(6) 行政人員負責盡職，向心力強，院務推動進行順暢。 

(7) 畢業系友分布於各行各業，對社會國家貢獻良多。系友亦極關心學系之發展，

並能對系所捐贈各種學術發展之基金，協助本院之學術發展。 

（8）2006到2010年，本院研究中心每年約可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獲得經費，故有

一定之經費基礎。 

（9）本院從事各研究中心之研究相關教師，以及各系所內之相關機制，均已經與

國際學界以及中國大陸學術界，建立一定程度的既有聯繫或合作關係，便於

開展往後學術之發展與國際進行之交流。 

  ２．本院之限制： 

(1) 徐州路院區狹小，且與校總區分處兩地，無法提供與其他學院師生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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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學習環境。 

(2) 徐州路院區教室硬體設備極需汰舊換新，否則難以有效使用資訊科技等先

進教學方式，形成教學績效提升之瓶頸。 

(3) 社會系、社工系、新聞所三系所之專任教師稍嫌不足，導致教師之教學與

行政負擔過於沈重。 

(4) 近年來學術活動蓬勃發展，但行政人力未能相對成長，行政人員負荷過重。 

(5) 經常性之經費不足且支用限制過多，故某些學術活動必須仰賴募款才得順

利進行，不僅增加人力負擔，亦升高系務發展之不確定性。 

（6）中國大陸研究在社會科學領域中，作為發展重點的起步較晚，因而對於吸

收學生投身於此領域來說，需要較長時間才能見效。此外，本學院之教師

致力於學術論文的發表，對政府的政策的參與，似嫌不足。 

（7）經費年年縮減，但校內對教學及研究的資源需求不斷增加，雖努力撙節，

但仍難以應付現實發展需要。 

（8）徐州路院區缺乏100至200人以上之大教室及研究生教室：由於每年課程不

斷成長，自八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至今，平均一年約增加五門課程，以3%

左右的幅度成長，加上各系所開課時間大多集中在每天的3、4節及7、8節，

導致100人以上之大教室及研究生教室早已不夠使用，甚至出現同時段剛好

有幾門150人以上之大班課程上課而無更大教室可更換之窘境，學生只能被

迫擠在一起，教學品質堪慮。 

（9）本院政治系、國發所、社工較屬台灣區域性研究。在論文發表除投稿至

TSSCI及專書外，較難刊於SSCI。本土化之專屬議題論文，不易發表於

SSCI，此為社會科學領域與理工領域差異之處。為鼓勵本土議題之研究，

凡教師發表於TSSCI者，本院亦有所鼓勵。 

（10）本院教師SSCI發表尚未達國際一流地步，將建議與鼓勵博士生在畢業前

與教授至少發表一篇TSSCI文章，藉此提昇博士生研究素質。 

（11）本院去年對研究中心的補助多用於設置的建構，目前已初具成效，未來

需投入更多的研究案。 

３．本院面臨之機會： 

（1）跨領域學術整合為學術研究之趨勢，日益重要且明顯，以此為基礎，易於

掌握和其他學科溝通合作之機會。本學院有政治、經濟、社會相關社會學

門，故有極好之機會發展出一流之社會科學領域之學術研究。 

（2）國內政治環境變化快速，政府組織也長期在進行改革再造，這些過程提供

豐富獨特的本土政治研究題材，也提供本院各領域教師提供政策建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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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理論和實務結合之機會。 

（3）經濟學門是一門世界性的科學，除了可發展純理論外，亦可做全球性的研

究，本學院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4）在全球化的時代，學術須與國際接軌，此一趨勢完全符合本系強調宏觀視

野之理念，故能善用此一機會，強化全系師生之國際觀和國際交流。 

（5）中國大陸研究中心有機會成為亞洲第一，因為從亞洲以及全球的中國大陸

研究社群來說，目前的主要趨勢，除了西方學術界長期以來自足性的研究

角度與典範已經十分鞏固外，中國大陸學界本身也在試圖建立有別於西方

的典範與視角，學院之研究將有機會為台灣的中國大陸研究來銜接溝通二

者，而又有一定利基顯現出不同於二者的特色。 

  公共經濟研究中心、社會政策及管制政策研究中心可建構一國際交流的學術

平台。 

 ４．面臨之外在威脅： 

（1）近年來台灣其他大學和中研院試圖以較優待遇延攬本學院教師，因此本

院除在延聘新進優秀人才方面遭遇困難之外，同時也面臨少數優秀人才可

能出走的潛在危機。 

（2）韓國、日本、香港乃至中國大陸對於發展世界一流大學均卯足全力，撥

付巨款，提高待遇與研究經費，此形成本學院邁向世界頂尖之強大威脅。 

（3）中國大陸以雄厚之國家財力全力挹注北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重點學校，

故其社會科學相關系所急起直追，進步快速。本學院必須有更積極之作

為，才能確保兩岸政治學研究之領先地位。 

（4）因應全球化所帶來之衝擊，本院各系所課程之安排和教學內容必須與時

俱進，靈活調整，才能避免落伍僵化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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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增進研究能量 
 

本院具有厚實的學術研基礎，將透過96年本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以增進研究能量。 

 
2.1計畫目標 

為了增進本學院教師學術及促進學術研究成果之發表，增進研究成果，鼓勵

學術研究與論文發表係為本計劃之目標。 

本院教師一向認真從事學術研究，除接受國科會與企業界（含公民營機構及

政府）之研究案進行研究外，尚有教師配合的專業研究。本計劃除繼續鼓勵前述

研究外，並將繼續95年的研究成果與基礎，並且部分透過研究中心及研究群來增

強學術研究。 

１．國科會計畫、企業委託計畫持續發展 

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一項重要指標為教師受國科會、政府機構及公

民營機關委託之計劃極為豐富。95年國科會計畫82件，核定總金額為

71,639,900元教育部等各級政府機關專案或其他類型計畫6件，核定總金

額為2,924,475元。建教合作等計畫18件，核定總金額為19,723,060元。 

這些計劃或具有高度之學術理論取向，或深具政策參考的實務價

值。而許多研究劃一旦完成後，幾乎可以立即到位對政府政策與社會需

求作出貢獻，具影響政府政策之實力。這也社會科學領域與社會人群緊

密聯結的明證。在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同時，此項合作亦仍持

續發展。96年將鼓勵本院教師向國科會申請計劃及向政府機關爭取計劃

（向財政部爭取計劃，目前有2個以上計劃在接洽，1個已經談妥）。 

２．院級研究中心朝向重點領域發展 

中國大陸研究中心著重中國大陸政經社方面的探討，公共經濟研究中

心將著重於經濟理論與政策的研究，及邀請外國學者來台全作，而社會政

策與管制研究中心則積極與國際建構平台，以上三個研究中心對學術研究

與社會發展有實質助益。 

３．支持學術研究群 

本學院教師長期一直以來有小型研究群存在，從事學術研究活動，

定期討論相關研究議題。該項學術研究有助本院之研究發展，為加強本

院學術研究之提昇，本計畫擬定研究群之鼓勵，將檢討95年14個研究群，

有持續性與成果者繼續將給予適度經費，研究積效較不顯著者將不再補

助。另外，將再鼓勵教師提出新的計畫。（依評鑑指標中是否有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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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SCI、專書之發表為考核依據） 
４．促進學術成果發表 

學術研究之結果應予以發展，以促進學術之提昇及傳播，進而提昇

國民之知識水準與豐富國民之生活內涵與兢爭力。 

關於學術研究成果之發表可分下列幾項。 

（1）鼓勵國際論文（SSCI、SCI）之發表 

目前上海交大與英國泰吾士之評鑑均有SSCI、SCI之論文數，為

邁向國際一流大學，並有利於未來之評比，本學院將鼓勵教師將論文

發表於SSCI、SCI之期刊，以提高國際論文之增加率。亞洲重要大學

在國際論文發表於SSCI有進年來有相當的進步，表列如下： 

 

大學名稱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臺灣大學 63 70 121 96 178 

東京大學 153 180 195 146 254 

新加坡大學 228 202 266 243 267 

香港中文大學 283 238 301 281 424 

北京大學 52 43 49 61 196 

    本校各學院在國際論文發表於SSCI資料如下，從該表來看社會科院院相

對於其他各院之表現相對優異。 

                                                                                 

學院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合計 

文 1 0 0 3 1 2 1 0 1 5 2 4 20 

理 3 3 7 4 5 11 5 4 6 22 15 55 140 

社會 11 16 13.5 7 18 16 22 20 21 30 16 29 219.5 

醫 7.5 10 18 12.3 20 26 23 23 19 33 40 52 283.8 

工 1 1 2 1 1 1 2 4 2 5 3 7 30 

生農 1 1 6 1 3 4 0 2 2 2 1 3 26 

管理 4 8 1 3 3 8 5 3 11 16 12 22 96 

公衛 2.5 8 11.5 11.7 9 13 12 5 12 13 19 27 143.7 

電資    0 0 0 3 0 0 5 1 5 14 

法律      0 0 1 0 0 0 0 1 

生科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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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         2 1 2 4 9 

其他 0 0 0 0 2 0 0 2 0 0 0 0 4 

合計 31 47 59 43 59 77 68 63 70 121 96 181 915 

           

2005-2006年本院各學系教師（不含合聘）在國際論文發表於SSCI資料如下： 

年度 2005 2006 

政治系 4 8 

經濟系 12 13 

社會系 1 4 

社工系 4 6 

國發所   

新聞所   

合計 21 31 

2006年有31篇，相較於2005年21篇有相當進步。將鼓勵本院教師積極投

入研究與發表國際學術論文，促進臺大國際一流、世界百大。計劃將發表於

SSCI之論文數由31篇提升至37篇以上，增加率為20%以上。 

另各系所之新聘教師，將特別著重其SSCI之論文發表能力。另將鼓勵升

等教師重視SSCI之發表以及鼓勵教師將論文發表於國際期刊。 

（2）鼓勵發表於TSSCI期刊論文 

本院各系所專任教師（含合聘）發表於TSSCI之論文95年28篇，擬將發表

於TSSCI之論文擬提升至33篇。增加率為20%以上。 

年度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計 

政治系 4 7 4 9 7 6 14 51 

經濟系 6 14 9 5 5 9 4 52 

社會系 5 8 8 4 6 2 5 38 

社工系 2 3 3 2 3 4 2 19 

國發所 1 2 5 1 1 2 1 13 

新聞所   1 1  1 2 5 

總計 18 34 30 22 22 24 28 178 

      

（3）鼓勵發表於其他語文之期刊論文 

       為加強國際化與提昇本校之知名度，對於發表於其他語文之期刊論

文，如德文、日文者，本院將比照SSCI方式予以鼓勵，預計將有4-5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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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鼓勵專書之出版 

專書是社會科學中的重要著作，影響深遠。學術成果部份以專書出

版，對知識之傳播極為重，除依「國立臺灣大學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辦法」

向學校申請獎勵金外，本院將給予專書產出之鼓勵，預計將有4本專將

出版。 

以上研究成果目標將於第二年進行檢討，期能提高目標達成率。 

 
2.2執行策略與執行方案 

為達成強化教學、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素質與鼓勵學術成就、促進學術成

果發表之目標，及達到至少一個領域在五年內成為亞洲第一的目標，本院成立

提昇學術發展策略委員會，聘請校內外學者為委員，就本院計畫之內容提供諮

議。為落實策略發展委員會之建議，本院並成立提昇教學及學術研究執行工作

小組，以院長、副院長、系所主任為當然委員，負責本院相關工作之規劃與執

行。另為管控計畫之執行，將成立執行管控與績效委員會，落實執行及年度績

效之評鑑。 

本學院為落實本計劃之目標，達成鼓勵與促進本學院全體師生全員參與，

除事前進行溝通匯整意見外，並經策略發展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多次討論作成決

議，以求周密完善。96年度本學院每三個月開會，適時檢討執行情形及調整。

另外，為了執行與管控，本學院將本計劃之相關資訊隨時上網及Ｅ-Mail給本院

教師。執行策略分逑如下： 

    1.支援院級研究中心 

為了強化學術研究，本學院已成立之中國大陸研究中心、公共經濟研究中

心、社會政策與管制政策研究中心，編列經費鼓勵學術研究。相關之計畫詳附

件。中國大陸研究中心將結合兩岸四地學者，進行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之

研究。 

為了鼓勵學術研究，本院將持續支援三個研究中心。對於上述三個院級研

究中心，本計劃將各給予300萬元之經費。各研究中心聘請之助理以本學院博

碩士生2名為原則。藉此提高博碩士生之論文論文之品質。96年在資料庫的建

立、國際聯繫、舉辦國際研討論方面將有所成果。另外，中國大陸研究中心將

另行提出計畫書，向校長爭取經費。 

2.系級研究中心、研究群 

本院對系級研究中心及研究群給予補助，以促進學術研究成果。本院95

年支援14個研究群，有助於推動相關領域之研究與交流活動。為鼓勵各系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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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術研究中心健全運作，以與院級研究中心相輔相成，將定期予以系級中

心經費補助，俾使本院教師在不同的研究平台上，共同發揮更大的研究及教

學能量。95年研究成果請參考附件。96年將鼓勵更多研究群。 

3.研究中心之研究助理 

各研究中心之計畫以博碩士班研究生為研究助理，藉以提高師生之研究能

力及成果。 

   4.資料的蒐集 

          各種統計及圖書對於本院教師學生研究相當重要，擬購置相關圖書，以

利研究。 

  5.SSCI及TSSCI發表、專書出版獎勵措施 

       社會科學論文之發表相對較為困難，特別是相對於SSCI更是困難，論

文修改費時，因此論文發表數量相對較少，為了鼓勵本學院教師踴躍將論文

發表於SSCI及TSSCI目錄期刊，本學院已訂定「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

術研究成果獎勵辦法」對教師資料蒐集、助理等投入的補助。希望SSCI由95

年31篇增加至45篇，TSSCI由95年28篇增加至35篇。 

7.英文編修補助 

投稿於外文期刊最大的問題是語文，為了解決與加速本學院教師的產

出，本計劃對於編修論文之費用全額補助，不但發表於SSCI，外文專書文章、

外文期刊之發表均予以補助。其作法為本學院直接與專業外文編譯者或公司

簽約或由作者自行決定，但編修計價應事先報院。 

8.獎勵博碩生發表論文  

為了促進本學院博碩士之論文發表，本計劃對博碩生發表於匿名審查之

期刊，給予獎勵，若與本院教師共同發表則依據論文發表辦法給予獎勵。95

年有社會研究所博士發表1篇論文至TSSCI，另外有二位研究生與本院教授授

共同發表於TSSCI論文，今年將再繼續獎勵。 

9. 每年發行一期Pacific Economic Review 

該刊為SSCI期刊，本學院已與Blackwell簽約，並聘請經濟學系陳添枝教

授擔任第一期主編，將於明年十月出刊。本期刊一期費用為2萬美元，對社會

科院之國際學術聲望有相當大助益。為因應期刊編務，並編列100萬經費，成

立專屬辦公室、信箱與架設網站，以利雙方溝通及論文之徵輯。 

10.與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合作每年合出三期「亞太會計與經濟學刊」 

該期刊已列為Econlit之名單，該刊爭取於3年後收錄於SSCI。雙方之協議

書已經本院院會議討論通過。並於95年11月3日與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簽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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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合作協議，目前正積極從事合作出刊事宜。為因應期刊編務，並編列100

萬經費，成立專屬辦公室、信箱與架設網站，以利雙方溝通及論文之徵稿。 

11協助各系所期刊發行之措施 

本學院各系所皆有專業的論文期刊，各期刊皆為國內各該領域之頂尖期

刊，而為了進一步提升各期刊之水準，本學院將對各期刊給予補助，其執行方

式如下： 

（1）「政治科學論叢」編輯費 

「政治科學論叢」在經費的支援下，目前在收稿量、退稿率、審查程

序與效率、編輯品質上已有一定水準。除繼續努力維護在TSSCI與各項學

術期刊評比中的優勢之外，未來更進一步以申請進入SSCI資料庫為目標。 

（2）擴大發行「政治科學季評」 

「政治科學季評」係由本系教師指導、研究生負責編輯的學術性書評

季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評論(書評)與介紹(書目)，提供

政治學術著作人和評論者意見交流之園地，期許引領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

氣。自2004年3月發刊以來，頗受好評，許多學術單位紛紛來信索取。擬

籍由經費的挹注，得以大量發行，擴大贈閱對象。 

（3）台灣經濟學會年刊 

   編列20萬經費補助96年台灣濟學會年會年刊。 

（4）臺灣社會學的編輯費用補助 

臺灣社會學的編輯費用由臺大社會學系負擔，中研院社會學所則負擔

印刷費用，臺灣社會學目前以嚴謹的審查著名，短期內只會維持在半年刊

的出版頻率，因此不會申請列入SSCI，但是，目前臺灣社會學收錄於著名

的Sociological Abstract，這是一項國際社會學界都會引用的資料庫，為維

持這份高水準的期刊繼續由臺大社會學系參與編輯與出版。 

（5）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編輯 

社工專業社群維持一個專業論述發表的園地，出版了臺大社會工作專

業學刊，一年兩期且穩定出刊中，希望在明後年申請收錄為TSSCI的期刊。

目前為了提升期刊的水準，希望有專任的期刊編輯費用，協助本期刊朝向

更專業的方向發展，本學院將補助編輯的部分費用。 

（6）國家發展研究期刊編輯 

目前本所期刊之編輯工作由所內教師兼任執行編輯及行政人員兼任

執行秘書，為了提升期刊的水準，補助專任的期刊編輯費用，以使本期刊

朝向更專業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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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臺大新聞論壇期刊編輯 

新聞所曾於82年曾發行《臺大新聞論壇》期刊，曾在期刊評比中，頗

得肯定。但出版五期之後就難以為繼，在85年暫時停刊。由於國內缺少以

「新聞研究」為主題的期刊，近年來新聞議題的研究數量甚多，因此，各

方期盼之下，目前已勉力復刊。規劃以一年兩期出刊，並採取符合嚴謹學

術規格的審查作業，在三年之間獲得進入TSSCI機會。復刊第一期即將出刊。  

       以上相關措施表列如下： 

 

 

        以上研究中心及研究群之執行成果將於年底依本院執行管控與績效評鑑委員會所

訂之「執行管控與績效評鑑」指標進行評鑑。該評鑑將做為下年度經費分配與補助之

重要依據。執行管控與績效評鑑指標詳第54頁。 

 

鼓勵學術研究、促進學術成果發表之措施

支援研究中心

系級研究中心、研究群

研究中心之研究助勵發行之措施

資料研究蒐集補助

SSCI及 TSSCI發表、專書出版獎勵措施

外文編修補助

獎勵學生發表論文

協助各系所期刊發行

政治科學論叢 

政治科學季評 

台灣經濟學會 

臺灣社會學 

國家發展研究 

臺大新聞論壇 

每年出版一期 PER（SSCI期刊）

出版 APJAE期刊（三年後為 SSCI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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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執行時程 
本計畫以一年為期，預計自95年4月開始執行，訂定執行時程如下表： 

項目、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發表於SSCI論文 ● ● ● ● ● ● ● ● ● ● ● ● 

發表於TSSCI論文 ● ● ● ● ● ● ● ● ● ● ● ● 

出版於專書、出版前投入 ● ● ● ● ● ● ● ● ● ● ● ● 

支援系級研究中心、研究群 ● ● ● ● ● ● ● ● ● ● ● ● 

英文編修 ● ● ● ● ● ● ● ● ● ● ● ● 

博碩生發表論文 ● ● ● ● ● ● ● ● ● ● ● ● 

與Pacific Economic Review每年合出一期 ● ● ● ● ● ● ● ● ● ● ● ● 

與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合作每年合出三期

「亞太會計與經濟學刊」 

● ● ● ● ● ● ● ● ● ● ● ● 

協助各系所期刊發行 ● ● ● ● ● ● ● ● ● ● ● ● 

院級研究中心 ● ● ● ● ● ● ● ● ● ● ● ● 

上表執行時程為一年期之計劃，為有效執行本計劃，於年度結束時希望達

到90%以上之執行率。 

 

2.4經費需求 

 項目 數量 金額 說明 

發表於SSCI論文 

 

20 120萬 依本院獎勵辦法，只限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提出申請。 

提供有助論文發表之投入資源，檢

據核銷，每篇以6萬元為度。 

TSSCI論文 40 40萬 提供有助論文發表之投入資源，檢

據核銷，每篇以1萬元為度。 

出版專書 

出版前之投入 

其他語文論文發

表，配合審查機制補

助與協助彈性支援 

 60萬 提供有助專書出版之投入資源，檢

據核銷，每冊以6萬元為度。 

預計將要出書，先協助若干經費，

使能順利出書 

研究 

獎勵碩博士生發表

論文、博士後研究 

6名 6萬 每篇1萬 

若與老師共同發表於SSCI則依前

標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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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群、各系級研究

中心 

 100萬 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過後，1年至多

補助12萬，檢據核銷 

英文編修  15萬 編修論文之費用全額補助,但除發

表於SSCI外，外文期刊、專書論文

亦有補助。 

每年出版一期PER   100萬 相關協商編輯討論等支出（含出版

費2萬美元。每本期刊40美元，訂

購100本） 

出版APJAE  100萬  將於近年成為SSCI 

相關協商編輯討論等支出 

政治科學論叢收錄

至SSCI 

 12萬 稿源補貼 

政治科學季評大量

發行 

 4萬  

台灣經濟學會年刊  20萬 96年由台大經濟系主編 

臺灣社會學  10萬 

 

 

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20萬 

 

 

國家發展學刊  20萬  

臺大新聞論壇  20萬  

中國大陸研究中心  290萬 

公共經濟研究中心  250萬 

 

社會政策與管制政

策研究中心 

 250萬 

 

強化本院之研究，型塑本院至少一

個亞洲第一之重點領域 

包括兼任助理、研究經費等 

合計  143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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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改善教學品質 
 

本院師資素質整齊、教學認真，教學成果優異。畢業校友的表現與對社會國家之

貢獻均獲得極高度的肯定。 

 
3.1計畫目標 

為進一步提升學生的素質，培養更具國際競爭力的學生，本學院將在招生、

國際化、教學、合作發展等做更進一步的提升。 

1.學生素質提升 

各系所組成招生委員會，至各高中做招生說明、或利用網路，提供高中有更多

的資訊，讓高中生更了解本學院各系所之特色，以吸收素質較佳之學生。 

2.大學部與研究生比例的合理化 

大學生研究生之比例依學校之目標為一比一，本院將逐步調整大學部與研究生

比例。為提高研究生人數，計劃成立公共經濟研究所及公共行政研究所。 

3.生師比的改善 

本院目前專任教師124人，94學年度第1學期大學部1696人、碩士班828人、博士

班143人，生師比為30.5，明顯過高。教師負擔明顯偏重。為有效降低生師比與教師

教學負擔，有院95年聘請12位兼任教師，96年將聘請14位。未來將編列預算逐年增

聘兼任教師，並向學校申請博士後研究人員改善生師比過高之情形。 

4.教學品質提昇 

要成為國際一流大學，提昇學生素質及其兢爭力，加強教學乃為達成此目標方

式之一。本院所開課程眾多，輔系與雙主修人數非當多，教師在支援外系課程、通

識教育課程開課量亦多，致使本院教師授課時數過多，影響教學品質與學術研究，

95年聘請12位教學助理，96年將聘請14名。另外積極考量在經費許可的情況下，對

200人以上之大班提供教學助理，藉此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效果。同時並鼓勵研

究所英文授課，並提高大學部英文授課。 

5.教室e化 

     為提高學習效果，將進行教室e化。 
 
3.2執行策略與執行方案 
    為了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本學院對本院教師之教學相當重視。除對教師製

作講義充分支援外，教室亦計劃全面e化，教師可利用網路進行教學。而為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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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學品質所進行之教學評鑑，歷年來，本學院教師之教學受到學生極高的肯

定。然而，由於學生數不斷增加，授課數亦不斷增加，但因受到教師員額之限制，

因此大班課程數越來越多，形成教師教學負擔加重，並且也多少影響到教學品

質。為了增加教學品質，本計劃之措施如下。 

1. 提高學生之學習成效 

（1）授課大綱及教材上網 

希望達到98%均有授課大綱及教材全面上網。 

（2）減少教師平均授課時數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數為教授8小時、副教授及助理教授9小時、講

師10小時。擬降低授課時數0.5小時，以聘任兼任教授或延攬國內外優秀

人才來因應。96年政治學系與經濟學系將增聘專任教師各1至2名。 

（3）改善教學品質 

加強各教室之e化硬體設備，並鼓勵、協助教師多多利用。95年在資

本門編列400萬元，用於加強e化硬體設備，並將電腦教室擴大規模，可提

高學生上網及蒐集資料的資源，另外增設教室電動瑩幕、麥克風等，可提

昇學習成效。另外95年底增設30人的電腦教室，強化學生電腦使用，資料

搜集、統計計算等各種能力。96年將全面e化教室及國際會議廳，所需經

費約1800萬元已向教務處申請。 

（4）新進教師創始經費 

除向校方申請外，特殊個案專案補助。 

（5）推動教學資料的整理及出版 

鼓勵出版教科書與研究成果彙編成冊。 

（6）提昇學生服務社區關懷人群的具體措施與成效 

2.聘任兼任教師 

為了解決教師授課負擔過重的問題，在無法大幅增加編制內教師員額下，本

計劃擬增聘兼任教師來解決目前的困難。其聘任程序仍依校方規定辦理。 

兼任教師聘請來源： 

（1）由於資深教師擁有豐富教學經驗及學術地位，或鑽研某特殊研究領域，基

於對其專長的倚重，故於資深教師退休時，以兼任教師敦聘。 

（2）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或其他知名大學學者具學術專業素養，因已有本職，

為使學子聆聽受教，以兼任敦聘。 

（3）著名大學傑出學者，一時無法聘至本校，以兼任聘請。 

（4）針對系所特殊需求，聘任富實務經驗者，如新聞、社會工作、法律、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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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等聘為專業技術教師，與專任師資在課程產生高度互補效果。 

（5）以系所發展為主，借重學術經驗，以不佔缺不致酬方式聘任。 

（6）聘用優秀博士候選人為兼任講師，任教進修推廣部基礎專業課程，一方面

培養優秀人才，一方面分擔專任教師教學負擔。 

         各學系計劃聘任兼任教師如下。 

（1）社會系 

由於在專任員額不符所求的情況，長期的需求仍以增加員額為唯一方

案。短期的人力補充目前以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兼任老師發揮不小的功

能，惟目前多以不佔缺不致酬的方式進行，故編列預算給予不佔缺之兼任

教師等同於佔缺之兼任老師之車馬費。 

（2）社會工作學系 

希望加強國際交流與學術發展國際化，一方面提升教學水平的質與

量，一方面也促進師生國際教學和學習的空間擬聘以亞洲地區以及美國教

授。除此，目前許多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的課嚴重不足，需要聘任國內臨床

社工工作教師給予教學協助。 

（3）國發所 

由於教學方向為科際整合，需聘請各方面之學者專家提供學生多面向

之知識領域。 

2. 延聘教學助理 

為解決大班上課及減輕教師之負擔，並強化教學品質，對於需要教學助理

之課程，本計劃擬聘請本學院博碩生為教學助理，協助資料搜集、課前準備、

協助解答問題、批改作業等。計劃聘請25名，每名教學助理每月5000元~10000

元之補助，此不僅可達到前述之目標，亦可提昇研究生之素質，且部份解決研

究生之生活問題。各學系聘任教學助理之規劃如下： 

（1）政治系 

統計實習課 – 本系目前大學部開設三班「應用統計學(上)(下)」必修課

程，碩士班也開設「社會科學統計方法」、「高等社會科學統計方法」，均

有實習課程，每學期需要4位教學助理支援帶領實習課。 

僑生、外籍生日益增多，擬以組別（政治理論、國際關係和公共行政）為

基礎，增設3位教學助理，以輪值方式，協助外籍生和僑生解決課業問題。 

（2）經濟系 

大學部由大二至大四的必修課程共開設三十四班（大二總體經濟學課

程六班、個體經濟學課程六班、大三財政學課程四班、貨幣銀行學課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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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經濟發展課程四班、經濟（思想史）課程四班、以及大四國際貿易課

程三班、國際金融課程三班）。這三十四班課程都沒有助教的編制；其中

至少有十二班的學生人數超過一百人。將增設八位教學助理，協助授課教

師解決因大班教學帶來的過度負擔。 

（3）社會學系 

超過70人以上的課程，其教學助理應增加其參與教學與帶領閱讀、討

論的責任，以降低因為大班教學帶來的品質問題及提昇教學品質。 

（4）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工作「實地工作」(實習)是一門學生走向社工與否的關鍵性課程，

多年來，每位老師為此課花上很大心力、很多時間，包括實習機構的評估、

實習機構的互動與實習督導教學等。為此實地工作一課，需要聯繫一百多

個組織，每年都要檢視機構是否適合學生實習、有無實質的社會福利與社

會工作方案，並且了解機構有無能力帶領學生實習。 

    除了這些機構評估之外，為了學生社會工作實地實習課，還要花很多

時間維持「機構關係」，老師們投入協助的工作包括機構組織的發展和個

別方案的諮詢，也包括實習制度的建立和實習環境的建立，未來還希望能

夠建立實習機構的協助方案，幫忙實習機構訓練實習督導、並召開與實習

機構之箋的聯繫會報、或協助機構進行機構或方案管理與評估，藉此，協

助學生獲得更好的實習環境，為此，聘請兩名教學助理來協助，讓老師更

能專心做研究和教學。 

（5）國發所 

70人以上之課程，教師之教學負擔相對加重，其教學助理可協助教學

並帶領閱讀及討論，以降低因為大班教學帶來的品質問題。 

安排實習課程助理，因本所部份課程需要實際上機練習，擬安排教學

助理協同教師及協助同學實際操作等課業問題。 

4.聘請博士後研究員 

除如前述聘請兼任教師以減輕教學負擔外，本計劃並擬依本校「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博士後研究員與研究技術人員補助作業要點」申請博士後研究

員來協助教學及研究。 

5.加強教師評鑑及獎勵、淘汰機制 

為了提昇教學品質，本學院訂有「教師評估辦法」、「教師評估辦法施行

細則」定期對專任教師實施教學、研究、服務評估。此除可鼓勵本院教師之

教學外，對評估不通過之教師不予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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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延攬國外學者來院講學及參訪 

為了強化教學及研究，本學院之教師基於教學或研究之需要，可邀請國

外學者來本院短期講學或進行學術研究與專題研究。95年已延攬多位學者來

院短期教學。96年計劃延攬更多學者專家來院參訪及短期講學。 

7. 聘請卓越新聞研究專家 

本學院新聞所為培養一流之新聞人才，計劃聘請卓越新聞獎項得獎人駐

所指導，設置講座以及實務指導，95年成效良好，96年將繼續推動。 

以上相關措施表列如下： 

 

 

 

 

 

 

 

 

 

 

 

 

 

 

 

3.3執行時程 
本計畫以一年為期，為期有效執行本計劃，訂定執行時程如下表： 

項目、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提高學生之學習成效 ● ● ● ● ● ● ● ● ● ● ● ● 

聘任兼任教師 ● ● ● ● ● ● ● ● ● ● ● ● 

延聘教學助理 ● ● ● ● ● ● ● ● ● ● ● ● 

聘請博士後研究員 ● ● ● ● ● ● ● ● ● ● ● ● 

加強教師評鑑及獎勵淘汰機制 ● ● ● ● ● ● ● ● ● ● ● ● 

延攬國外學者來院講學及參訪 ● ● ● ● ● ● ● ● ● ● ● ● 

聘請卓越新聞研究專家 ● ● ● ● ● ● ● ● ● ● ● ● 

強化教學、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素質之措施

提高學生之學習成效－教室 e化

延聘教學助理 

聘請博士後研究員 

加強教師評鑑及獎勵淘汰機制 

延攬國外學者來院講學及參訪 

聘請卓越新聞研究專家 

聘任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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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執行時程為一年期之計劃，為有效執行本計劃，於年度結束時希望達

到90%以上之執行率。 

 

 

3.4經費需求 
 項目 數量 金額 說明 

聘任兼任教師  100萬 國內教師，1年每名6.5萬(一學期二

節課約27000元) 

95年：政2、社3、社工60萬、國發

1 

96年：政3、社3、社工45萬、國發

2 

聘任教學助理（碩）7名 37萬 每月6000元，以9個月計，共54000

元。 

95年：政3、社1、社工2、 

新聞1 

96年：政3、社0、社工2、 

新聞2 

聘任教學助理（博）

＊教學助理以博士

生為優先,碩士生次

之 

14名 122萬 每月10000元，以9個月計，90000

元 

95年：政2、經2、社6、國發2 

96年：政3、經2、社6、國發2 

       社工1(5個月) 

教室e化  100 本年先編列100萬，不足部份向教

務處申請補助 

改 

善 

教 

學 

品 

質 

傑出記者駐所 1名 12萬 新聞所：新聞獎項得獎人駐所指

導,每月1萬,每星期1次 

小計 37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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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國際化 
 
4.1計畫目標 

國際化是教育趨勢，亦為本校邁向國際頂尖大學之重要措施之一，為具體

提昇本校之國際聲望，擬透過國際交流鼓勵本院學生與國外學校進行交流，此

外，為鼓勵外國學生來本院就讀，本院將利用推動國際交流之經費，酌予提供

外籍學生奬學金，希望能夠提高外籍學生來本院就讀之人數。再者，本計劃亦

鼓勵本學院教師出國參加國際會議及學術交流，並邀請外國學者來院短期學術

訪問及交流。 

1.重點姐妹校交流 

本院與上海復旦大學經濟學院、天津南開大學法政學院、香港浸會大學傳理

學院、德國洪堡大學商業暨經濟學院、紐約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夏威夷大學

Monona分校社會科學院簽訂學術交流協議，促進學術交流。95年計畫與日本千

葉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所學術交流合作協議。現本正與北京大學政府管

理學院進行研究與教學、出版合作協議中。 

政治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已談妥跨國雙學位制度，即將於96年3月付諸實

施。與北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有定期的師生互訪協議，例如每學期甄選十餘位學

生至北京大學參訪及修課兩週，成效甚佳。 

而經濟學系計畫與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金融系簽訂師生交流合作協議，周建

富教授於95年12月至香港城市大學該系簽訂協議，即將展開師生交流事宜。 

經濟學系許振明教於95年5月至德國洪堡大學短期研究。另南開大學、上海

復旦大學學者於95年來院進行學術交流。 

國家發展研究所李炳南教授於95年11月至廈門大學洽談交流事宜，自95學年

起辦理双方學術交流，對等提供交換師生之接待，以加強與重點姐妹校之交流。 

2.推展跨國雙學位制度 

政治學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已談妥跨國雙學位制度，96年初將積極開拓並發

展跨國雙學位制度。經濟學系計畫與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金融系簽訂學生交流合

作協議，互派學生學習。 

3.支援教師研究人員積極參與國際學術事務 

本院教師除積極運用國科會獎助與其他類獎助金（如Fulbright Scholarship）

前往國外短期進修或講學外，並支援教師出國參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或率團至他校

進行國際交流活動。本學院出國之補助非亞洲地區為40,000元，亞洲地區為25,000

元。至95年12月31日止計有6位老師提出申請，並中亞洲一位，非亞洲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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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系王麗容教授利已申請加入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city 

Association 成為會員，將來藉此國際性的組織，能和世界相關學校之研究單位

建立一些合作研究或研究交流的活動。    

4.協助年輕教師及研究人員拓展國際視野 

 鼓勵年輕教師及博士班學生申請國科會、教育部等各項赴國外進修之獎助。

本院為鼓勵教師拓展國際視野，積極協助教師爭取各項補助，用以邀請各國學者

至本所短期參訪、座談及講學。 

5.積極招收國際學生、規劃相關措施 

本院各系所為增加學術交流以及擴展國際觀，持續積極招收國際學生，國

籍包括日本、韓國、越南、蒙古、俄羅斯、法國及奧地利。為鼓勵與協助外籍生，

本學院設置外籍生獎學金共計12名，每月每人發給3000元，一年計432,000元。

95年分別有政治系3名、政研所1名、經濟1名、社會系2名、國發所4名、新聞所1

名共12名獲獎。另於95年10月舉辦認識臺灣社會文化研習營參訪活動，舉行認識

臺灣徵文活動，有助外籍生對臺灣的了解。 

此外，為國際學生設置專屬助教，協助解決語言障礙，以順利完成修業。

強與國際學生之交流溝通，增強其對本院之向心力。都是有助招收國際學生之規

劃。 

6.拓展學生國際視野，提昇英語能力 

有關本院拓展學生國際視野，提昇英語能力相關措施如下： 

政治系於95年7月、8月時，以頂尖大學經費補助13位研究生赴日本福岡參

加IPSA會議或往美國費城參加APSA會議，同時並補助其他同學至國外修習短

期專業課程之經費。並經常安排外賓以英語演講，以增進學生之英文能力。並

定期協助學會以英語舉辦國際模擬會議，增進學生對於國際事務之瞭解。同時

也安排學生協助接待來訪之國際學人，增加與國際學術界交流之練習機會。 

社會工作學系則提供學生英語課程（青少年社會工作）。建立學生海外實習

制度，94學年度有兩位學生海外實習，95學年度共有2位學生到海外交換學習。 

國家發展研究所則要求畢業的學生，都能夠具備第二外語能力的專長，所

以規定學生要修習第二外國語，時間共兩年；也可以用托福的成績來抵免學分；

只要符合所方規定的標準。 

 
4.2執行策略與執行方案 

為了強化國際交流，增強本學院之國際競爭力，本計劃將利用本校「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推動國際交流業務補助」之經費執行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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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勵教師出國出席國際會議 

依據前面所提之計劃對出國進行學術交流學生及外國學生來臺給予補

助，並給予本學院出國參加國際會議及交流之教師給予補助。計劃將目前本學

院出國之補助非亞洲地區為40,000元，亞洲地區為25,000元。 

2.邀請國際學者來院講學或學術參訪 

每位短期來台學者以10-20萬為補助原則。受邀國際學者需與本院教師共

同合作，進行專一學術領域之合作，並將成果發表於SSCI。所需經費將向國科

會及相關單位申請，或由國際交流中心經費編列，不足部份視個案由院方機動

支援經費補助。 

3.博碩士生出國發表論文參加國際會議，給予補助（優先向學校申請）。 

4.邀請國際期刊編輯來訪 

為達此目的，96年編列20萬元，另計畫於96年中旬邀請國際論文出版商

Blackwell來訪交流，以吸取編輯經驗，讓本院教教之國際論文發表與期刊出刊

更趨穏定與成熟。 

5.師生出國進行專業課程 

               補助師生參加APSA, IPSA, ASPA等國際學術會議、及參加國外暑期專業課

程。 

6.舉辦學術研討會 

     除了各研究中心將以研討會發表論文外，院也舉辦國際性會議。96年將舉

辦多場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 

7.教師擔任國際重要會士或會員補助 

以鼓勵教師參與國際學術事務。 

以上相關措施表列如下： 

4.3執行時程 
本計畫以一年為期，為期有效執行本計劃，訂定執行時程如下表： 

項目、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鼓勵教師出國出席國際會議 ● ● ● ● ● ● ● ● ● ● ● ● 

邀請國際學者來院講學或學術參訪 ● ● ● ● ● ● ● ● ● ● ● ● 

博碩士生出國發表論文參加國際會議 ● ● ● ● ● ● ● ● ● ● ● ● 

邀請國際期刊編輯來訪 ● ● ● ● ● ● ● ● ● ● ● ● 

師生出國進行專業課程 ● ● ● ● ● ● ● ● ● ● ● ● 

舉辦學術研討會   ● ● ● ● ● ● ● ● ● ● 

教師擔任國際重要會士或會員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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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執行時程為一年期之計劃，為有效執行本計劃，於年度結束時希望達

到90%以上之執行率。 

 
4.4經費需求 

 項目 數量 金額 說明 

補助教師出國出席

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向國際學術交流中心申請或由國

際交流經費編列。 

教師短期出國訪問   向國際學術交流中心申請或由國

際交流經費編列。 

師生出國進行專業

課程 

  向國際學術交流中心申請或由國

際交流經費編列。 

學生參與國際計畫   向國際學術交流中心申請或由國

際交流經費編列。 

聘請國際學者   每人次10-20萬元 

邀請國外學者來台或本院教師者

出國訪問,但要發表至少1篇發

表於SSCI或國外期刊之論文文

章。經費由國際交流經費編列。

邀請SSCI編輯進行

交流 

  經費由國際交流經費編列。 

舉辦國際研討會   經費由國際交流經費編列。 

教師擔任國際重會

士或會員費用 

 3萬  

學院介紹物  15萬 院中英文簡介各300本 

國 際

交流 

專責人員  60萬  

小計 7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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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費需求總表 

本院經費之規劃與分配係經策略會議討論方向與優先順序後，復經工作小

組多次討論而訂，以全面發展為重點，不將經費平均分配到系所。本院95年執

行成果已於前述，不論在論文發表數有所成長，與PER每年合出一期、與香港

城市大學合編期刊不但對本院學術聲望與研究水準有所提昇。有關經費需求係

以96年經費分別以彙整總表與各項計畫執行之經費編列說明之。 

 

5.1經費需求彙整總表 
96年經費20,610,000元，全院計畫總經費、各分項計畫經費彙總如下： 

 

96年度社會科學院學術領域全面提升計畫經費需求彙整總表    單位：元 

經費項目 需求經費 小計 備註 

人事費 0萬 0萬  

業務費及其他 1841萬 1841萬  

經常門 

國外差旅費 60萬 60萬  

設備費 150萬 150萬  資本門 

圖書費 10萬 10萬  

全 

院 

計 

畫 

總 

經 

費 總計 2061萬 2061萬  

分項計畫名稱：提升學術研究 

經費項目 需求經費 小計 備註 

人事費 0 0  

業務費及其他 1317萬 1317萬 1.有助發表於SSCI、TSSCI

論文、出版專書等投入資

源，計196萬。 

2.三個院級研究中心計790

萬 

3.出版PER，計100萬。 

4.出版APJAE，100萬 

6.協助各系所期刊發行，共

計106萬。 

各 

分 

項 

計 

畫 

經 

費 

經常門 

國外差旅費 60萬 60萬 研究中心教師出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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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費 50萬 50萬 三個研究中心設備費 

教師教學相關設備之汰舊換

新 

資本門 

圖書費 10萬 10萬 有助論文發表之圖書購置 

總計 1437萬 1437萬  

分項計畫名稱：提昇教學品質 

經費項目 需求經費 小計 備註 

人事費 0萬 0萬  

業務費及其他 271萬 271萬 ○7 聘任兼任教師，○8

2. 聘任教學助理26名，碩士

生每月6000元，博士生每

月10000元，計213萬。

3. 聘任兼任專技教師1名，

每月1萬元。 

經常門 

國外差旅費 0 0  

設備費 100 100  資本門 

圖書費 0 0  

總計 371萬 371萬  

分項計畫名稱：促進國際交流 

經費項目 需求經費 小計 備註 

人事費 0 0  

業務費及其他 78萬 78萬 1.邀請國際期刊編輯來訪。

2.邀請國際學者來訪。 

3.舉辦國際研討會。 

4.教師擔任國際重要學術組

織會員。 

5.專責人員 

經常門 

國外差旅費 0萬 0萬  

設備費 0萬 0萬  資本門 

圖書費 0 0  

總計 78萬 78萬  

分項計畫名稱：院方機動支援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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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需求經費 小計 備註 

人事費 0 0  

業務費及其他 175萬 175萬  

經常門 

國外差旅費    

設備費 0 0  資本門 

圖書費 0 0  

總計 175萬 175萬  

 
5.2各分項計畫之執行經費 

各分項計畫經編列如下表： 

 項目 數量 金額 說明 

研究 

發表於SSCI論文 

 
20 120萬 

依本院獎勵辦法，只限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提出申請。 

提供有助論文發表之投入資源，檢

據核銷，每篇以6萬元為度。 

 
TSSCI論文 40 40萬 

提供有助論文發表之投入資源，檢

據核銷，每篇以1萬元為度。 

 出版專書 

出版前之投入 

其他語文論文發

表，配合審查機制補

助與協助彈性支援 

 60萬 

提供有助專書出版之投入資源，檢

據核銷，每冊以6萬元為度。 

預計將要出書，先協助若干經費，

使能順利出書 

 
獎勵碩博士生發表

論文、博士後研究 
6名 6萬 

每篇1萬 

若與老師共同發表於SSCI則依前

標準補助 

 研究群、各系級研究

中心 
 100萬 

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過後，1年至多

補助12萬，檢據核銷 

 

英文編修  15萬 

編修論文之費用全額補助,但除發

表於SSCI外，外文期刊、專書論文

亦有補助。 

 

每年出版一期PER   100萬 

相關協商編輯討論等支出（含出版

費2萬美元。每本期刊40美元，訂

購1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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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APJAE  100萬  

將於近年成為SSCI 

相關協商編輯討論等支出 

 政治科學論叢收錄

至SSCI 
 12萬 稿源補貼 

 政治科學季評大量

發行 
 4萬  

 台灣經濟學會年刊  20萬 96年由台大經濟系主編 

 
臺灣社會學  

10萬 

 
 

 
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20萬 

 
 

 國家發展學刊  20萬  

 臺大新聞論壇  20萬  

 

中國大陸研究中心  290萬 

強化本院之研究，型塑本院至少一

個亞洲第一之重點領域 

包括兼任助理、研究經費等 

 公共經濟研究中心  250萬  

 社會政策與管制政

策研究中心 
 

250萬 

 
 

合計  1437萬  

 

 項目 數量 金額 說明 

改 

善 

教 

學 

品 

質 

聘任兼任教師  100萬 國內教師，1年每名6.5萬(一學期二

節課約27000元) 

95年：政2、社3、社工60萬、國發

1 

96年：政3、社3、社工45萬、國發

2 

 聘任教學助理（碩）7名 37萬 每月6000元，以9個月計，共54000

元。 

95年：政3、社1、社工2、 

新聞1 

96年：政3、社0、社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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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2 

 聘任教學助理（博）

＊教學助理以博士

生為優先,碩士生次

之 

14名 122萬 每月10000元，以9個月計，90000

元 

95年：政2、經2、社6、國發2 

96年：政3、經2、社6、國發2 

       社工1(5個月) 

 教室e化  100 本年先編列100萬，不足部份向教

務處申請補助 

 傑出記者駐所 1名 12萬 新聞所：新聞獎項得獎人駐所指

導,每月1萬,每星期1次 

小計 371萬  

 

 項目 數量 金額 說明 

國 際

交流 

補助教師出國出席

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向國際學術交流中心申請或由國

際交流經費編列。 

 教師短期出國訪問   向國際學術交流中心申請或由國

際交流經費編列。 

 師生出國進行專業

課程 

  向國際學術交流中心申請或由國

際交流經費編列。 

 學生參與國際計畫   向國際學術交流中心申請或由國

際交流經費編列。 

 聘請國際學者   每人次10-20萬元 

邀請國外學者來台或本院教師者

出國訪問,但要發表至少1篇發表

於SSCI或國外期刊之論文文章。經

費由國際交流經費編列。 

 邀請SSCI編輯進行

交流 

  經費由國際交流經費編列。 

 舉辦國際研討會   經費由國際交流經費編列。 

 教師擔任國際重會

士或會員費用 

 3萬  

 學院介紹物  15萬 院中英文簡介各300本 

 專責人員  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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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78萬  

 

院長機動支援運用 175萬  

小計 175萬  

合計 2061萬  

    表中之經費為概估性質，實際執行時將可能會有所調整，又若某項計劃非常

重要或提出申請之教師眾多，但經費確實不足時，建議向校長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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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執行管控機制 
 

為達成強化教學、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素質與鼓勵學術成就、促進學術成

果發表之目標，及達到本學院至少一個領域在五年內成為亞洲第一的目標，本

院成立提昇學術發展策略委員會，聘請校內外學者為委員，就本院計畫之內容

提供諮議。為落實策略發展委員會之建議，本院並成立提昇教學及學術研究執

行工作小組，以院長、副院長、系所主任為當然委員，負責本院相關工作之規

劃與執行。另為管控計畫之執行，將成立執行管控與績效委員會，落實執行及

年度績效之評鑑。 

而本學院為落實本計劃之目標，達成鼓勵與促進本學院全體師生全員參

與，除事前進行溝通匯整意見外，並經策略發展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多次討論作

成決議，以求周密完善。另外，為了執行與管控，本學院將本計劃之相關資訊

隨時上網及Ｅ-Mail給本院教師。 

本學院為有效執行本計劃，已成立「執行管控與績效評鑑委員會」每三個

月召開會議，管控計畫執行進度，建立完善制度與檢討機制，以落實教學、研

究之打底與拔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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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績效評鑑機制 
 

為了有效執行本計劃，本院將成立「執行管控與績效評鑑委員會」，以目標管理

及績效管理的精神，落實相關的措施及年度績效的評鑑。績效目標除依校「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執行績效評鑑作業要點」外，本院將視情況增訂評鑑指標。 

 

本院執行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組織架構如下： 

 

各委員會委員如下： 

委員會 委員 

策略發展委員會 置委員 11人。其中 6人為校外 
趙永茂（院長） 
陳正倉（執行長） 
陳恭平（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校外】 
林正義（中研院歐美所）【校外】 
章英華（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校外】 
葉日崧（暨南大學國企系）【校外】 
吳玉山（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校外】 
朱雲漢（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校外】 
劉碧珍（台大經濟系） 
黃  鴻（台大經濟系） 
鄭麗珍（台大社工系） 

執行管控與績效評鑑委員會 

 

置委員 11人。其中 3人為校外 
趙永茂（院長） 
陳正倉（執行長） 

院長 

執行長 

執行管控與績效評鑑

委員會 
執行工作小組 學術研究獎勵評審

委員會 

策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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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正義（中研院歐美所）【校外】 
章英華（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校外】 
葉日崧（暨南大學國企系）【校外】 
明居正（台大政治系） 
黃  鴻（台大經濟系） 
楊培珊（台大社工系） 
蘇國賢（台大社會系） 
周繼祥（台大國發所） 
谷玲玲（台大新聞所） 

學術研究獎勵評審委員會 

 

置委員 9人 
趙永茂（院長） 
陳正倉（執行長） 
林 端（台大社會系） 
洪永泰（台大政治系） 
周建富（台大經濟系） 
林鶴玲（台大社會系） 
王麗容（台大社工系） 
陳顯武（台大國發所） 
谷玲玲（台大新聞所） 

執行工作小組 置委員 9人 
趙永茂（院長） 
陳正倉（副院長、執行長） 
林 端（副院長、台大社會系） 
蘇彩足（台大政治系系主任） 
周建富（台大經濟系系主任） 
曾嬿芬（台大社會系系主任） 
王麗容（台大社工系系主任） 
李炳南（台大國發所所長） 
彭文正（台大新聞所所長） 

 

7.1評鑑方式 
為執行本計畫本院訂定「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提昇學術發展策略發展委員

會設置辦法」、「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提昇教學及學術研究執行工作小組設置要

點」、「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術研究獎勵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國立臺灣大

學社會科學院執行管控與績效評鑑設置辦法」，已經行政會議討論通過。由執行管控

與績效評鑑委員會負責評鑑。 

 

7.2評鑑範圍 
就計劃目標所擬定之執行策略（包括經費執行形情、預期成效）進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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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評鑑指標 
本院依據「國立臺灣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執行績效評鑑作業要點」，訂定本院執

行管控與績效評鑑內容，評鑑研究中心及系所做為獎助與退場之機制，並經本院96年3

月19日召閞執行「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執行管控與績效評鑑第一次會議通過。 

評鑑項目如下： 

 

 

 
 
 
 
 
 
 
 
 
 
 
 
 
 
 
 

 

7.4評鑑成效 
        本學院將依上列指標，於本年11月中旬進行評鑑，評鑑結果將作為下年度經費分

配及計劃調整之重要參考。又關於質化指標將由本院「執行管控與績效評鑑委員

會」視個案評鑑。 

項   目 

1.論文發表（SCI、SSCI篇數） 
2.論文發表（TSSCI篇數） 
3.研究成果（working paper） 
4.專書出版 

5.舉辦國際會議次數與規模（國際共同合作的成果） 

6.國際學者、人士來訪人數 

7.國內外重要期刊編輯人次 

8.教師為國際重要學會會士人次（含合聘） 

9.教師為國內外院士人次（含合聘） 

10.跨系、院的合作 

11.教師出國訪問 

12.國科會、教育部、內政部、衛生署等行政服務 

13.向外爭取計劃件數 

14.向外爭取經費金額 

15.聘請兼任研究人員 

16.補助學生出國出席國際會議、海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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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國大陸研究中心 96 年度研究計畫 

一、研究中心名稱：國立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陸研究中心 
 
二、目的： 

（一）建立本校跨院、系的相關研究人力、研究資源整合性平台，形成以研究國際化、

成果出版化為導向的研究團隊，與台灣、中國大陸、亞洲，以及全球的相關研

究社群，進行長期的學術對話和交流。 
（六）在以台大社科院研究人力為主體的前提下，針對設定研究議題以及累積研究資

源方面，奠定厚實基礎，以利往後形成長期的跨校以及跨國研究網絡，成為亞

洲以及國際學界從事中國大陸研究的核心力量。 
（七）系統性且長期性建立並提供，從事中國大陸研究所需之各類相關訊息與資料的

管道和研究基地，形成本中心面對亞洲與國際學界時所獨具的特色。 
（八）開展與中國大陸以及國際學界各相關組織和個人制度化的交流及合作關係。 
（九）透過各子計畫之下的相關作法，以及本院「中國大陸研究學程」的教育訓練，

培養國內在未來從事中國大陸學術性與政策性研究的人才。 
 
三、內容： 
 

舉辦中大型學術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名稱 參與之學者專
家人數 期間 成果 經費補助情形 

    邁向頂尖

經費 
校外經費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之
研究 數十人 6/28-6/2

9 擬發表一篇文章 50,000  

中共十七大前後之政經變遷 
論文發表與評
論人二十人，座
談參與者二十

人 

10/1-10/
3 

擬將研討會論文，集
結為英文專書，由歐
美地區之學術性出

版社出版 

150,000 爭取中 

中國大陸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發表研討會 二十四人 12/3/12/

4 

研討會呈現之各子
計畫論文，均以期刊
論文或專書論文形

式出版 

120,000  

 
 

邀請國際重要學者訪問 

經費補助情形 
來訪學者姓名 原屬機構與背景 

來訪期間 
年月日∼年月

日 
學術活動內容與

成果 
主辦與協辦
單位 邁向頂尖

經費 
校外經費

謝立中 
北京大學社會理論
研究中心理事長；
北京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1/01-02/01 

廣泛交流兩岸社
會理論與宗教研

究 

台大社會系
教授林端邀
訪台大（本中
心子計畫）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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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金銓教授、：
《自由化，而非
全面民主化：臺
灣的遊擊媒介
與政治運動 

香港城市大學講座
教授 

Prof. of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0/13~10/20
參加「兩岸及國
際新聞史研究」
研討會與演講

台大新聞研

究所／遠東

集團－徐元

智先生紀念

基金會 
 

尚未申請

 

錢剛教授:中國
大陸新聞自由

的 
三大傳統 

香港大學講座教授 10/13~10/20
參加「兩岸及國
際新聞史研究」
研討會與演講

台大新聞研

究所／遠東

集團－徐元

智先生紀念

基金會 
 

尚未申請

 

Lowell Dittmer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政治系教授 08/06-08/12

參加「中共十七
大前後之政經變
遷」學術研討會
與學術演講 

台大政治系
副教授徐斯
勤邀訪（本中
心子計畫） 

60,000 
 

由冀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
學政治系副教授 04/14-04/15

前來社科院與本
中心進行學術交

流與座談 

台大政治系
副教授徐斯
勤邀訪（本中
心子計畫） 

 
 

薄智躍 
美國芝加哥 St. 

John Fisher College
政治系主任 

04/14-04/15
前來社科院與本
中心進行學術交

流與座談 

台大政治系
副教授徐斯
勤邀訪（本中
心子計畫） 

 
 

寧騷 
北京大學政府管理

學院 
教授 

10/01-10/03
前來社科院與本
中心進行學術交

流與座談 

台大政治系
教授趙永茂
邀訪（本中心
子計畫） 

 
 

 

教師出國考察、訪問、短期講學 

經費來源 
交流國家 交流機構 出訪目的 出訪者姓名 職稱或身分 日期與時

程 邁向頂尖經費 校外經費

中國大陸 北京大學 

建立人脈、田

野訪談、聯絡

進一步合作

事宜 

林端 教授 

預計

04/12-04/22
第一次出

訪；暑假第

二次出訪 

108,857  

中國大陸 復旦大學 
考察上海蘇

杭地區之經

貿發展 
鄭秀玲 教授 預計 6-7月 

80,000  

中國大陸 
華南理工

大學與台

商 

學術交流與

收集資料，訪

問台商 

林惠玲、陳

正倉、葉日

崧 
教授 4/25-4/30 

80,000  



 57

中國大陸 
上海與昆

山地區台

商 

考察、訪問與

收集資料 劉碧珍 教授 4/1-4/8 
162,000  

中國大陸 北京 

參訪相關的

學術單位以

及研究學

者，蒐集和建

立論文寫作

相關的素材 

范雲 助理教授 1/24-2/2 

81,811  

中國大陸 上海 
學術交流、田

野訪談、蒐集

資料 
徐斯勤 副教授 07/06-07/12 

70,000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活動及擔任職位 

教師姓名 國際學術活動名稱 主辦之國際學術 
團體單位 

出國期間 
年月日∼年月

日 

參與與擔任職

位 
之性質 

鄭秀玲 
2007 Annual Conference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Philadelphia, U.S.A. 

Academy of Management, 
U.S.A. 預計 8月 論文發表人

林惠玲 
Workshop on China, Taiwan 

and the Future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中研院
經濟所 6/22-6/23 論文發表人

劉碧珍 

International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Logistics Networks-East Asian 
and European Experiences 

Inha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Institute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e Havre, 
France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en Economie et 

Gestion Logistique 

預計 10月 文章發表人

徐斯勤 
2007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9/5-9/9  

 
 
四、子計畫 

經費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職稱 預期

成果 
擬發表之論文期刊 

邁向頂尖

經費 
校外經費 

轉型期中

國的政治

吳玉山

徐斯勤

教授 
副教授 

詳子

計畫

（1）S. Philip Hsu, ”Rethinking 
Leadership Succession and 
Economic Outcomes in China: 

34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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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化與

經濟政策

制訂 

陶儀芬 副教授 內容 Formal Institution and Informal 
Networks since 1992,” submitted 
to Issues & Studies (under review). 
（2）徐斯勤，「中國大陸中央與
各省關係中的水平性與垂直性權
力競爭，1993～2004：菁英政治
與投資政策的議題聯結分析」，中
國大陸研究 （TSSCI），五十卷
二期（2007 年 6月）。 

中國大陸

與台灣地

方治理之

比較 

趙永茂 教授 詳子

計畫

內容 

 348,000  

高科技產

業之研發

和專利分

析： 
跨國公

司、中國公

司、印度公

司和台灣

公司的比

較 

鄭秀玲 教授 詳子

計畫

內容 

(1)2007 年即將刊登的 SSCI
期刊論文 
 Show-ling Jang, Yen-Ting 
Tsai and Jennifer Chen."A 
Dynamic Analysis of 
Innovative Persistence and 
Technological 
Diversity,”forthcoming,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SSCI & ECONLIT. 
  
(2) 最近完成的 working 
papers 

 1.  Shihmin Lo, 
Show-ling Jang and 
Wen-hau Chang. “How Do 
Latecomers Catch Up with 
Forerunners?” accepted 
and to be presented at 2007 
Annual Conference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Philadelphia, Aug. and to 
be submitted to Research 
Policy. 
 
2.  Show-Ling Jang, 
Jennifer Chen and 
Jui-Chung Ya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Persistence: A Study of 
Patent Spells of Small 
Technology Firms,” 
presented at 2006 Annual 
Conference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Atlanta, 
U.S.A. and to be submitted 

331,429 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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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pplied Economics. 
 
3.  Show-Ling Jang, 
Ming-Hsun Li and Jennifer 
Chen, “Technology 
Catch-up and Patent 
Citation: The Evidence 
from Taiwan’s Flat Panel 
Display Industry,” 
presented in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uly, 
2005 and to be submitted 
to Industry and Corporate 
Change. 
 
4.  Simona Sung and 
Show-Ling Jang,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aiwan’s patenting 
perform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SME structure in 
innovation”, to be 
submitted to R & D 
Management.  
 

5.  Show-Ling Jang and 
Simona Sung, “The Effects 
of Firm Size, Market 
Structure and Other 
Determinants on Innovation 
for Latecomer Economies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o 
be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海峽兩岸

經濟發展

之競爭與

合作的國

際比較 

林惠玲 教授 詳子

計畫

內容 

 290,000  

對外投資

與委外生

產活動之

探討 

劉碧珍 教授 詳子

計畫

內容 

 323,000  

中國大陸

「宗教學」

林端 教授 2006
已完

評北大宗教系張志剛《宗教

文化學導論》（《社會理論

25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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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教

學機構的

社會學研

究 

成書

評 
2007
第一

篇論

文 
2008
第二

篇論

文 

學報》，九卷一期，2006春
季，169-178） 
《新世紀宗教研究》或《社

會理論學報》 
《台灣社會學刊》（TSSCI
刊物） 

中國大陸

法體系建

構與演變

之分析 

陳顯武 教授 詳子

計畫

內容 

 323,188  

性別啟蒙

的脈絡

性：當代中

國婦女運

動者與台

灣婦女運

動者性別

啟蒙經驗

的比較研

究 

范雲 助理教授 詳子

計畫

內容 

 27,882  

中共制度

性貪腐現

象與媒介

控制研究 

張錦華 教授 發表

論文

（包

括研

討會

和期

刊） 

「台灣媒體如何呈現中國

新聞事件？」, 
中華傳播學刊 （TSSCI） 

30,965  

各子計畫內容： 
 
子計畫一：九十六年台大社科院中國大陸研究中心統籌發展項目規劃 

 
一、名稱：九十六年台大社科院中國大陸研究中心統籌發展項目規劃。 
 
二、目的： 

（一）強化本校中國大陸研究水準，以國際化與研究成果出版為主導方向，作為國內

以及國際相關研究與討論之交流性平台，並在開創獨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爭

取成為亞洲地區中國研究之重鎮。 
（二）在跨學科以及跨系所的基礎上，推動研究計畫，設定研究議程，對於亞洲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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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學界現有的中國大陸研究學術典範和研究成果，提出補充、更新以及挑戰，

進而對於各相關的社會科學學門本身，產生影響。 
 （三）建立本校跨院、系的相關研究人力與研究資源整合性平台。  
 （四）以中國大陸研究和兩岸交流為重心，推動與國內相關學術及政府單位間之合作。 
 （五）開展與中國大陸以及國際學界之相關學術交流及合作，並建立長期之制度性合 

作管道。 
 （六） 配合本院「中國大陸研究學程」教學需求，培養未來之中國大陸研究人才。  
 
三、內容： 

（一） 本中心人員配置：除本中心主任與執行長外，另聘任行政助理（此為目前

完全缺乏部分），其功能主要為協助主任與執行長籌辦本中心活動、製作出

版本中心定期專刊、對國內外各界進行長期聯繫、執行辦理一般性行政事

務，以及本中心網站之設計、建立與維護。 
（二） 以國際化與成果出版為導向之學術專題研究計畫。 
（三） 獎勵本院同仁有關中國大陸研究之國際化出版成果。 
（四） 配合上述發展目標與研究計畫所進行之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與座談、學

術工作坊、定期出版有關本中心動態介紹之專刊、前往國外或中國大陸之

研究或交流、邀訪國外或中國大陸學者前來台灣等相關活動。 
（五） 協助辦理有關本院開設之「中國大陸研究學程」相關行政事宜。 

四、預期成果： 
（一）建立具備基本功能的社科院中國大陸研究中心。 
（二）整合本院與本校現有研究資源，形成以本院或是本校跨院同仁為主體之研究團

隊。 
（三）形成與中國大陸以及歐美學界同時進行知識對話之格局，在目前全球的中國研

究學界日益趨向只重視中國大陸學者意見而忽略台灣時，本計畫將有助於促進

台灣在此研究領域取得重要角色，避免被邊緣化。 
（四） 利用台灣和中國大陸在文化、語言、知識共享等層面上的優勢，提出有別於

目前西方學界針對中國研究的實際發現以及知識典範，有利於取得在此領域中

國際學術出版方面的主動性與制高點。 
 
 

子計畫二：中國大陸與台灣地方治理之比較研究 
趙永茂 

民國九十六年底本計畫第二年結束時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1.定期（至少每月 1次）舉辦「區域與地方治理」論壇及小型研討會，邀請學界與實務界

專家，就相關議題進行討論，推動台灣地方公民治理社會的發展。 
2.將上述討論成果及個案研究結果整理集結，進行專書出版，每年 1至 2冊。 
3.在 SSCI、TSSCI等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論文，每年 3-5篇。 
4.建立「地方與區域治理資料庫」網站，初期以建立中英文書籍與論文目錄索引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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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則希望能爭取各大出版社與學術期刊之授權，發展線上資料庫，提供全文檢索、下

載之服務。提供兩岸大學、研究機構相關研究資訊之查詢及研究討論平台。 
5.邀請大陸北京大學、清華大學、復旦大學、浙江大學與吉林大學各校有關地方與區域治

理研究教授來校演講，舉辦學術研討會，或與大陸相關學校舉辦有關學術研討會，出版

研討會論文集。 
6.與北京大學政府管理學院及政治發展與政府管理研究所聯合邀訪國際級著名地方與區

域治理學者如 Gerry Stoker, B. Guy Peters, R. A. W. Rhodes與 Jone Pierre等到校演講，並
與本研究小組及國內相關研究群進行學術交流與研究指導，藉以提升國內地方與區域治

理的研究水準。 
 
 

子計畫三：轉型期中國的政治制度化與經濟政策制訂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Transitional China) 

整合型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吳玉山、徐斯勤、陶儀芬） 

 
民國九十六年底本計畫第二年結束時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I）期刊論文出版：本計畫開始執行後之第二年年底，至少完成兩篇論文被

SSCI期刊接受出版。 
（II）建立「政治菁英與經濟數據資料庫」，達到團隊成員資源分享、互補與

整合的目標，並形成國際交流基礎。 

            （III）成立「中國政治經濟制度變遷工作坊」，建立三位主持人之間， 

以及國、內外相關領域研究者間的交流平台，提高理論層次、切磋研究方法，以

提升出版能量。 

 

子計畫四：海峽兩岸經濟發展之競爭與合作的國際比較 
 

林惠玲 
民國九十六年底本計畫第二年結束時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本年研究的重點將放在產業升級的方式和内涵，對外投資和升級（研發）間内生的動

態過程和機制。產業升級的方式是透過產品結構？還是透過員工雇用結構？還是透過技術

的引進或自行研發？研發的成果是在臺灣母公司的研發部門完成的，還是大陸子公司或海

外其他子公司完成的？兩者或三者的互動過程是如何進行？臺商在先進國家投資學習到的

技術如何移轉到臺灣和大陸（Makino et al, 2002）?在升級的内容上，升級的屬於產品的技

術（product technology）還是生產過程的技術 (process technology)? 或是管理技術的升級？

管理技術將如何呈現和衡量？這些都是有意義的問題，但是目前較少有人研究。由於研究

的課題屬於個體廠商的資料，而一般官方的統計資料不是欠缺，就是不甚完整。因此，本

年的研究將以調查訪問為主，官方的資料爲輔。我們除了訪問各產業代表性的廠商外，將

隨機抽樣國内的廠商和對外投資的廠商，寄發問卷，收集研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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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對外投資與委外生產活動之探討 

劉碧珍 

民國九十六年底本計畫第二年結束時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1) 預期赴大陸收集資料、與大陸學者進行學術交流、並大陸台商以及外商進行訪問。 
(2) 預期參加國內外學術會議、並發表文章，至少有二篇會議論文發表。 
(3) 預期有一篇 SSCI 論文發表。 
(4) 指導碩士班與博士班學生，投入大陸經貿問題之研究。 

 

子計畫六：高科技產業之研發和專利分析：跨國公司、 
中國公司、印度公司和台灣公司的比較 

 
成員： 

類 別 姓 名 服務機構/系所 職 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

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主持人 鄭秀玲 台灣大學經濟系 副教授 文獻討論、模型設定、資料收集、

實地訪談、計量分析、重要發現

及結論、撰寫報告。 

參與人員 Prof. 
Simona 
Sung 

St. Rose College, 
N.Y., U.S.A. 

副教授 文獻討論、模型設定、英文撰寫

和修改。 

參與人員 Dr. 
Grace 

Hu 

D.C.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U.S.A. 

Chief 
Economis

t  

文獻討論、模型設定、英文撰寫

和修改。 

參與人員 陳慧如 台灣大學國企所 博士班

研究生

文獻討論、模型設定、英文撰寫

和修改。 

參與人員 羅嘉雯 印度外商公司 
 

職員 
(台大商
學系畢

業)

收集印度軟體產業的資訊和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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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人員 數名 台灣大學經濟所 研究生 文獻討論、模型設定、資料收集、

實地訪談、計量分析。 

 
民國九十六年底本計畫第二年結束時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1) 預期會有一篇 SSCI 論文發表。 
(2) 預期會有二篇會議論文發表。 
(3) 預期參加國際會議一次。 
(4) 預期完成全球主要面板廠商 patent和 patent citation data的建置。 
(5) 預期指導二位研究生完成其碩士論文。 
(6) 邀請國外 coauthors和國外相關傑出學者舉行演講和交流。 

 
 
 
 

子計畫七：中國大陸法體系建構與演變之分析 
 
（一） 成員 

計畫主持人 陳顯武教授（國家發展研究所） 
協同主持人 李炳南教授（國家發展研究所） 

葛祥林助理教授（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玄奘大學法律學系專任） 
參與人員 博碩士班研究助理 3名 

臨時工作人員若干名額 
 
（二）民國九十六年底本計畫第二年結束時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在計畫進行到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左右，應提出刊登於 SSCI期刊 2至 3篇論文、刊登於

德語優良期刊 1至 2篇論文及刊登於 TSSCI期刊 2至 3篇論文。 
 
 
子計畫八：中國大陸「宗教學」研究與教學機構的社會學研究 

 
一、 計畫成員：  
 
1. 計畫主持人： 林 端 （台大社會學系教授、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兼任教授、台灣宗教

學會理事） 
2. 協同主持人： 呂愛華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中心講師） 
3. 參與人員： 王千蕙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等。 
 
二、民國九十六年底本計畫第二年結束時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在本計劃的第一階段，亦即頭兩年，本計劃將產生一篇 TSSCI期刊或者其它專業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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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論文，並邀請大陸學者舉行講座或進行交流，建立相關資料的檔案，對於未來在社會科

學院開設「中國大陸的宗教與社會」的課程，提供實質性的基礎，培養宗教社會學的專門

研究人才，對於台灣社會理解大陸「宗教學」與宗教提供正確的理解。 
 
 
子計畫九：中共制度性貪腐現象與媒介控制研究計劃 

研究者 研究案名稱 
台大政治系 明居正 
 

中共官員貪腐制度性因素
之研究 
 

台大經濟系 張清溪  中共制度性腐敗的成因與
經濟後果 
 

台大社會學系 林 端 司法腐敗與社會信任問題
 

台大新聞所 張錦華 中共媒體控制及海外媒體
報導中共現況之分析 
 

台大新聞所 洪貞玲 中國媒體開放、言論控制
與貪腐現象 

民國九十六年底本計畫第二年結束時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１． 在本計劃的第一階段，亦即頭兩年，本計劃將在第二年舉行國際研討會，團隊成員

將發表會議論文一篇。 
２． 本研究團隊對於聚焦大陸經濟、社會、司法、媒體、政治等各面向的深入研究與帶

領年輕研究人才，將達十人以上，顯然有積極的促進及實質訓練的成果。 
 

 

子計畫十：性別啟蒙的脈絡性：當代中國婦女運動者 

與台灣婦女運動者性別啟蒙經驗的比較研究 

 
范雲 

 
民國九十六年底本計畫第二年結束時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1.預期兩年內，發表會議論文一篇。 
2.有助於教學內容的深化，特別是開設中國性別政治與婦女組織的課程。 

    
 

子計畫十一：台海兩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之比較 

 
周繼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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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主題： 

本活動以「兩岸經濟發展與國際經濟現況」、「兩岸移民人口與社會發展」、「兩岸文化

與現代性」、「憲改與兩岸關係發展」為主要取向，邀集兩岸相關研究領域之學者、專家發

表專論並舉行座談。 

二、活動目標： 

響應政府推動兩岸民間學術和文教交流、宣導台灣經驗、促進大陸民主化

和自由化之號召，提供江蘇省社會科學院瞭解台灣發展經驗的機會，並提

升本院大陸研究的水準，期以跨世紀的視野，共尋未來雙方發展的交集與

可能的合作方向。 
 

三、活動項目： 

（一）考   察：赴台灣北中南部地區，考察各大學在追求卓越的努力與規劃。 
（二）觀   摩：台灣大學、暨南大學和高雄大學等校之師資、設備與教學。 
（三）論文研討：由兩岸學人分別就研討主題發表論文共十二篇，進行雙向研討；

每篇論文由對方擔任評論人，彼此互相切磋，會後並將論文集

結出版。 
（四）交流座談：與台灣大學、暨南大學和高雄大學等學校和單位合辦有關兩岸政

經社發展之座談會共三場，俾增進兩岸學者、專家之相互瞭解。 
 
 

依據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之政策方向及績效指標，並

依據「國立臺灣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執行績效評鑑作業要點」，訂定本院「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學術領域全面提升計畫。 

本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術領域全面提升之目標為： 

一、強化教學、提昇教學品質及學生素質。 

二、鼓勵學術研究，促進學術成果發表。 

三、促進國際交流，增強國際競爭力。 

四、發展本院亞洲第一之研究中心。 

本計畫目標依量化與質化目標，分為提升教學品質、鼓勵學術研究與促進

學術成果發表、支援教學與研究三大方向。 



 67

本院選定之標竿學校主要依2001-2005年發表SSCI篇數為參考。以日本東京

大學2005年世界大學排名16名為目標。另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世

界大學排名第6名兩校作為更長期的目標。 

 師生比 2001-2005 年 發 表

SSCI篇數平均 

日本東京大學 1:18 185.6 

美國華盛頓大學 1:11 1044.4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 

1:16 810.1 

 
五、中心 96 年經費 
經費總額：2,900,000 元  

經 費 明 細 經 費 項 目 
單價（元） 數  量 總  價 說  明 

美國專利資料庫 11,000 1 11,000 擬購買中國專利資料庫一份 設
備
費 

小計 11,000 

專任及兼任助理
薪資 

  1,971,271  

耗材與雜支 

 352,990 含：設置與維護網站、網頁和
儀器支出、執行業務所需之影
印費、郵電費、宣傳費、資料
檢索費、膳食費、文具紙張費、
問卷調查費、研討會與工作坊
報名費或註冊費、論文發表
費、稿費、會議或座談出席費、
專家諮詢費、儀器維護費， 行
政費、國內差旅費、出版費、
編輯費、記錄整理費、工讀費、
評論費、電腦周邊及耗材（墨
水匣或雷射碳棒、紙張、磁碟）

國際合作研究計
畫費用 

 124,000 邀請國外專家來訪，依照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最新之交通費 
(限補助經濟艙) 與生活費補
助標準實施，檢據核銷 

業
務
費 

小計 2,448,261 
赴國外或中國大
陸地區差旅費 

  440,739 依照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最新修
訂之交通費 (限補助經濟艙) 
與生活費補助標準，檢據核

銷。 

國
外
差
旅
費 小計 44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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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共經濟研究中心 96 年度研究計畫 
 

一、研究中心名稱：公共經濟研究中心 
 
二、目的 

近年來受到全球化趨勢、區域經濟整合迅速擴展及中國經濟的崛起等衝擊，台灣經濟

面臨到空前未有更嚴酷的挑戰。為提升本校有關經濟理論、實證評估、制度設計與政策諮

詢等相關領域的研究水準，並因應此項挑戰，從事各項有關公共經濟相關議題的研究，本

院成立一專責研究中心，擔負起整合平台的功能。 
 
三、內容 

1. 學術專題研究： 
「強化理論研究、探討學術專題」，以理論為導向，就主要學術議題進行理論與實

証研究，並發表學術論文。 
2. 公共政策諮詢： 
「強化制度研究、提供政策諮詢」，以制度為導向，提供政府部門財經議題的政策

諮詢。 
3. 產業策略分析： 
「強化實證研究、評估產業策略」，以策略為導向，提供產業部門發展策略的成本

效益評估。 
 
 

舉辦中大型學術研討會 
經費補助情形 學術研討會 參與之學者專

家人數 期間 成果 邁向頂尖經費 校外經費 

Far Eastern 
Econometric Society 
Meeting 

500人 
2007/7/1
1~2007/

7/13 

中央研究院主辦，台大
經濟學系協辦，邀請諾
貝爾獎得主 James J. 

Heckman, 與多位院士
級國際知名學者與會，
包括芝加哥大學 Lars 

Peter Hanson，伊利諾大
學 Roger Koenker，耶魯
大學 Joseph Altonjt，史

丹佛大學 Jeremy I. 
Bulow，南加大蕭政。

√ √ 

「網路經濟學」研討會 50人 2007/5/1
發表論文經審查後將發
表於 Taiwan Economic 
Review (Econlit, TSSCI)

√ √ 

「國際經濟學」研討會 60人 2007 年
6月 

發表論文經審查後將發
表於 Taiwan Economic 
Review (Econlit, TSSCI)

√  

「產業經濟學」研討會 50人 2007 年
9月 

發表論文經審查後將發
表於 Taiwan Economic 
Review (Econlit, TSS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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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經濟安全議
題」研討會 60人 2007 年

10月 
發表論文經審查後將發
表於 Taiwan Economic 
Review (Econlit, TSSCI)

√  

「總體理論與實證」研討
會 50人 2007 年

11月 
發表論文經審查後將發
表於 Taiwan Economic 
Review (Econlit, TSSCI)

√  

 
邀請國際重要學者訪問 

經費補助情形 
來訪學者姓

名 原屬機構與背景 來訪期間 
年月日∼年月日

學術活動內容
與成果 

主辦與協辦
單位 邁向頂

尖經費 
校外經

費 

Eric Maskin 

美國 Princenton 
University社科院講座
教授與美國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英國

British Academy,及
Econometric Societ院士 

2007/1/17~2007/
1/21 

經濟學卓越研
究營 

主辦：台大經
濟系 

協辦：國科會 

 

√ 
 

√

Joshua 
Angrist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
（MIT）經濟學系講座
教授與 Econometric 

Society, Society of Labor 
Economics, 與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2007/1/22~2007/
1/25 

經濟學卓越研
究營 

主辦：台大經
濟系 

協辦：國科會 

√ √

Robin 
Boadway 

加拿大Queen University
講座教授與加拿大科學

院院士 
2007/6/25~2007/

6/30 
經濟學卓越研

究營 
主辦：台大經
濟系 

協辦：國科會 

√ √

Ronald 
Findlay 

美國 Columbia 
University經濟學系講

座教授 
2007/7/1~2007/7/

7 
經濟學卓越研

究營 
主辦：台大經
濟系 

協辦：國科會 

√ √

V. Kerry 
Smith 

美國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經濟學系講
座教授，美國國家科學

院院士 

2007 年 9月中旬
（暫訂） 

台大人文社會
高等研究院講

座 

主辦：台大社
會人文高等
研究院 

√ √ 

J. Feinstein 美國耶魯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2006/10/9~2006/
10/12 

台大人文社會
高等研究院講

座 

主辦：台大人
文社會高等
研究院 

√  

Guido Fribel 法國 IDEI,Universite de 
Toulouse 教授 2006/10/19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Peter Chow 紐約城市大學教授 2006/11/2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Lon-Mu Liu 美國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2006/11/23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Mamoru 
Kaneko 

日本 University of 
Tsukuba教授 2006/11/23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Charles 
Leu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教授 2006/12/7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Ming-Hsu 
美國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助理

教授 
2006/12/18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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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Yi Chou 美國 Lehigh University
經濟系副教授 

2006/12/23~2007
/1/8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Stacy Chen 美國 New York Albany
分校經濟系助理教授 

2007/1/15-2007/1
/31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Kenshi Taketa Bank of Japan 2007/3/8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Anming 
Zhang 加拿大 UBC教授 2007/3/31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Michael 
Greenstone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
（MIT）經濟學系教授 2007/4/26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Hiroshi 
Ohashi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2007/5/1~2007/5/

5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

Chihwa Kao 
美國 Syrause University,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教授  

2007/5/14~2007/
6/13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

Lang Liang 
美國聯邦 Center for 

Financing, Access, and 
Cost Trends Agency學者 

2007/6/3~2007/6/
8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

Shin-Yi Chou 美國 Lehigh University
經濟系副教授 

2007/6/1~2007/6/
30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

N. Kiyotaki 
美國 Princenton 

University經濟學系教
授 

2007/7/9~2007/7/
14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

Sanjeer Goyal 英國 University of 
Cambridge教授 2007 年秋季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Tomaz 
Michalski 

法國 HEC paris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 CEDEX助
理教授 

2007 年秋季 至台大經濟系
訪問演講 

主辦：台大經
濟系 

√  

 

 

 

經濟學系教師出國考察、訪問、短期講學 (2006/8~2007) 

經費來源 
交流國家 交流機構 出訪目的 出訪者姓名職稱或身分 日期與時程 

邁向頂

尖經費

校外經

費 

美國 哈佛大學與

NBER  
學術交流 劉錦添 教授 2006/7/24~2006/8/18 

 √

美國 哈佛大學 學術交流 陳虹如 副教授 2006.8~2007.1  √

德國 漢堡大學 教授交流

計劃 許振明 教授 2006/10/1~2006/10/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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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城市大學 學術交流 黃鴻 教授 95 年第一學期（教授

休假） 

 √

中國大陸 中國大陸各地

區 學術交流 熊秉元 教授 95 年第二學期（教授

休假） 

 √

美國 美國 學術交流 黃景沂、徐
則謙 助理教授

（預定）2007 年暑假

訪問約 1~2個月 

√ √

美國 芝加哥大學 學術交流 林明仁 助理教授 2006/8~2007/1 
 √

中國北京 
兩岸高新技術

產業發展及合

作研討會 
學術交流 劉碧珍 教授 2006/8/1~2006/8/8 

 √

香港 

全國高校國際

貿易學科協作

組會議暨 2006
國際貿易科發

展論壇 

學術交流 黃鴻 教授 2006/8/9~2006/8/13 

 √

中國北京 
第 15屆海峽兩

岸關係學術研

討會 
學術交流 許振明 教授 2006/8/8~2006/8/12 

 √

義大利 

Small Open 
Econom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Conference 

學術交流 張永隆 助理教授 2006/8/27~2006/9/6 

√ √

中國重慶 

中國西部地區

城鄉協調發展

與創新學術研

討會 

學術交流 林建甫 教授 2006/10/21~2006/10/
23 

 √

美國華盛頓

特區 
台美 FTA專題
研討會 學術交流 吳聰敏 教授 2006/11/8~2006/10/2

3 

 √

比利時 
歐盟研究協會

總會理事長年

會暨研討會 
學術交流 李顯峰 副教授 2006/11/22~2006/112

4 

 √

香港 城市大學 學術交流 周建富 教授 2006/12/3~2006/12/9  √

中國湖南 統計國際學術
研討會 學術交流 林建甫 教授 2006/11/2~2006/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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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東京大學 學術演講 黃景沂 助理教授 2006/12/4~2006/12/6 
 √

馬來西亞，

越南 

National 
Economic 
Outlook 

Conference200
7,2008 

學術交流 陳添枝 教授 2006/12/5~2006/12/6 

 √

荷蘭 

Dutch-Taiwane
se workshop on 
Game Theory
研討會（台荷賽

局研討會） 

學術交流 黃貞穎 副教授 2006/12/5~2006/12/6 

 √

中國北京 2006 年兩岸青

年論壇會議 學術交流 林建甫 教授 2006/12/14~2006/12/
16 

 √

香港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Meeting 

學術交流 陳旭昇 助理教授 2006/12/18 

 √

日本 

The Fifth 
Taiwan-Japan 

Strategic 
Dialogue 

學術交流 陳博志 教授 2006/12/23~2006/12/
27 

 √

美國 

美國經濟學會

2007 年會（芝

加哥舉行）並代

表本系與 16位
教職申請人面

談 

學術交流 毛慶生 副教授 2007/1/1~2007/1/8 

 √

美國 

美國經濟學會

2007 年會（利

用國科會出國

赴美研究期間） 

學術交流 陳虹如 副教授 2007/1/1~2007/1/8 

 √

馬來西亞 
Victoria 

University 
Switzerland 

演講 林建甫 教授 2007/1/26~2007/1/29 
  

 

 

 

 

經濟學系教師參與國際學術活動或國際期刊及擔任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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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國際學術活動或國際期刊
名稱 

主辦之國際學術 
團體單位 

擔任期間 
年月日∼年月

日 

參與與擔任職位

之性質 

陳添枝 Pacific Economic 
Review(SSCI) 

Hong Kong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07/1-2009/12 
主編（負責 2007
年一期全球化議

題專輯） 

劉錦添 Pacific Economic 
Review(SSCI) 

Hong Kong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07/1-2009/12 Associate Editor

李怡庭 Pacific Economic 
Review(SSCI) 

Hong Kong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07/1-2009/12 Associate Editor

熊秉元 Pacific Economic 
Review(SSCI) 

Hong Kong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07/1-2009/12 Associate Editor

陳旭昇 Pacific Economic 
Review(SSCI) 

Hong Kong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07/1-2009/12 Managing Editor

黃鴻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APJA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07/1-2009/12 主編 

 
 
四、子計畫與研究成果(2007 年) 

經費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職稱 預期成果 擬或已發表之論文期刊 
邁向

頂尖

校外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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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劉錦添 

 
 
 
 
 
 
 
 
 
 
 
 
 
 
 
 
 
 
 
 
 
 
 
 

教授 
中心執行長

 
 
 
 
 
 
 
 
 
 
 
 
 
 
 
 
 
 
 
 
 
 
 

論文發表 
 
 
 
 
 
 
 
 
 
 
 
 
 
 
 
 
 
 
 
 
 
 
 
 
 
 
 
 
 
 
 

1. .“Willingness to Pay for 
Drug Abuse Treatment: 
Results from a Contingent 
Valuation Study in 
Taiwan,” Health Policy, 
forthcoming, 2007 (with 
Chao-Hsin Tang, 
Ching-Wen Chang, 
Wen-Ying Chang), (SSCI, 
Econlit). 

 
2. “As Low Birth Weight 

Babies Grow, Can Good 
Parents Buffer this 
Adverse Factor?” 
Demography, 
forthcoming, 2007 (with 
Ming-Jeng Lin and 
Shin-Yi Chou), (SSCI, 
Econlit). 

 
3. “Health Information and 

Subjective Survival 
Probability: Evidence 
from Taiwan,”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forthcoming, 2007 (with 
Meng-Wen Tsou and 
James K. Hammitt), 
(SSCI, Econlit). 

 
4. “Differential Cash 

Constraints, Financial 
Leverage and the Demand 
for Money: Evidence 
from a Complete Panel of 
Taiwanese Firm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forthcoming, 2007 (with 
Meng-Wen Tsou and Ping 
Wang), (SSCI, Econlit). 

 
1. “Hospital Ownership under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 paper submitte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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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under revision. 
(with Hsien-Ming Lien and 
Shin-Yi Chou), (SSCI). 

2. “Export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Taiwan 
Electronic Plants,” paper 
submitted to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under revision. 
(with Meng-Wen Tsou, 
James K. Hammitt, and 
Kuang-Hsien Wang), 
(SSCI). 

3. “Age-specific Job Flows 
and Worker Flows Using a 
National Dataset,” paper 
submitted to Economics 
Letters. (with Meng-Wen 
Tsou). 

4. “The Impact of Large Real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on Firm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paper submitted to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under revision. (with 
Loretta Fung). 

5. “The Role of Hospital 
Competition on Treatment 
Expenditure and Outcome: 
Evidence from Stroke 
Treatment in Taiwan,” 
paper submitted to 
Economic Inquiry, under 
revision. (with Hsien-Ming 
Lien and Shin-Yi Chou). 

6. “Willingness to Pay for 
Weight-Control 
Treatment,” paper 
submitted to Health Policy. 
(with Meng-Wen Tsou and 
James K. Hammitt). 

7. “Does Educational 
Expansion Encourage 
Female Workforce 
Participation? A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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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968 Reform in 
Taiwan,” working paper. 
(with When-Jyuan Tsai and 
Shin-Yi Chou). 

 
Export 
Decisions,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 

徐則謙 助理教授 投稿論文 1.“Trade, Growth and 
Inequality with 
Heterogeneous Producers 
and 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s”, working 
paper 

2. “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s, Firm 
Heterogeneity, and the 
Impact of Trade on 
Entrepreneurial Selection 
and Industry Productivity”, 
2006 

√  

Demand 
Estimation 
under a 
Menu of 
Nonlinear 
Rate Plans 

黃景沂 助理教授 投稿論文 “Estimating Demand for 
Cellular Phone Service 
under Nonlinear Pricing”, 
working paper 
 

√  

Networks 
and Market 
Structures 

袁國芝 助理教授 投稿論文 1. “Networks and 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working paper 
2. “Public Goods Provision-A 
Generalized Common Agency 
Model”, working paper 

√  

1. Money 
in Utility 
and the 
Exchang
e- 

Rate 
Discount 
Puzzle 
2. 
Versioning 
as a 
Hedging 
Strategy 

周建富 教授 
中心主任 

投稿論文 “Money in Utility and the 
Exchange Rate Discount 
Puzzle”, working pa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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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點和

行為 
熊秉元 教授 論文發表 

投稿論文 
1.法學和經濟學裡的基準點 
2.Ronald Coase’s Englishness 

and Steven Cheung’s 
Chinesenes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SSCI, 
Econlit) 

 

√  

金融現代

化與金控

公司設立

政策評估 

許振明 教授 投稿論文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Merger and Implicit 
Concerns of Financial 
Groups”, working paper 
 

√  

 林明仁 
 

助理教授 論文發表 
 
 
 
 
 
 
 
 
 
 
 
投稿論文 

1. Lin, Ming-Jen*, Liu, 
Jin-Tan, and Shin-Yi Chou, 
(2007), "As Low Birth 
Weigh Babies Grow Up: Can 
“Well-Educated” Parents 
Buffer their Health Shock? 
A Research Note", 
Forthcoming,  Demography, 
May 2007 , also appeared as 
a NBER Working paper 
#12857.  
 
2. "Can Hepatitis B Mothers 
Explain the Case of Missing 
Women? Evidence from 
Three Million Newborns in 
Taiwan",(with Ming-Ching 
Luoh), working paper. 
 
3. “Does Unemployment 
Increase Crime? Evidence 
from US State Data 
1971-2000”, working paper 
 
4. “Does Democracy 
Increase Crim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 
working paper. 
5. “External Market 
Condition and Tourna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working paper.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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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re Police, Less 
Crime,” working paper 
 
7. Wan-Chi Chen*, Lin, 
Ming-Jen, and Jin-Tan Liu 
(2006), “Maternal Age as a 
Biosocial Link between Low 
Birth Weight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Taiwan's 
National Data”, working 
paper 
 
8. Lin, Ming-Jen (2006), 
“Wages and Implicit 
Contracting when 
Downsizing”, working 
paper. 
 

 古慧雯 
 

教授 投稿論文 (1) Interlinked Contracts: 
An Empirical Study 
(coauthors: 黃貞穎, 簡錦
漢) 
 
(2) 財產權, 土地價格, 投
資: 台灣土地登記制度之

研究 

 √ 
 

 鄭秀玲 
 

教授 論文發表 
 
 
 
 
 
 
 
投稿論文 

Show-ling Jang, Yen-Ting Tsai 
and Jennifer Chen."A Dynamic 
Analysis of Innovative 
Persistence and Technological 
Diversity,” forthcoming,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SSCI & ECONLIT). 
  
最近完成的 working paper 

 1.  Shihmin Lo, Show-ling 
Jang and Wen-hau Chang. 
“How Do Latecomers Catch 
Up with Forerunners?” 
accepted and to be presented 
at 2007 Annual Conference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Philadelphia, Aug. and to be 
submitted to Research 
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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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ow-Ling Jang, 
Jennifer Chen and Jui-Chung 
Ya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Persistence: A 
Study of Patent Spells of 
Small Technology Firms,” 
presented at 2006 Annual 
Conference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Atlanta, 
U.S.A. and to be submitted 
to Applied Economics. 
 
3.  Show-Ling Jang, 
Ming-Hsun Li and Jennifer 
Chen, “Technology Catch-up 
and Patent Citation: The 
Evidence from Taiwan’s Flat 
Panel Display Industry,” 
presented in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uly, 
2005 and to be submitted to 
Industry and Corporate 
Change. 
 
4.  Simona Sung and 
Show-Ling Jang,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aiwan’s patenting 
perform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SME structure in 
innovation”, to be submitted 
to R & D Management.  
 
5.  Show-Ling Jang and 
Simona Sung, “The Effects 
of Firm Size, Market 
Structure and Other 
Determinants on Innovation 
for Latecomer Economies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o 
be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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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貞穎 
 

副教授 論文發表 
投稿論文 

1.“Minimax Play at 
Wimbledon: Comment”, joint 
with Shih-Hsun Hsu and 
Cheng-Tao Tang, forthcoming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SCI, Econlit) 
2.  “Another Defense of 
Defect” working paper. 
3. “The Recursive Core for 
Non-Superadditive Games”, 
(joint with Tomas Sjostrom), 
working paper. 

 √ 
 

 陳虹如 
 

副教授 論文發表 
投稿論文 

1. Chen, H.-J. and F.-L. Lin 
(2007), “life Expectancy,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Long-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Taiw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Econlit) 

2. “Chaotic Dynamics i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with Myopic and 
Adaptive Expectations”, 
working paper 

3. “Chaotic Dynamics In A 
Monetary Economy With 
Habit Persistence” 

4. 預期壽命延長與社會安全
制度對長期所得水準的影

響 

 √ 
 

 陳旭昇 
 
 
 
 
 
 
 
 
 
 
 
 
 
 
 

助理教授 
 
 
 
 
 
 
 
 
 
 
 
 
 
 
 

投稿論文 
 
 
 
 
 
 
 
 
 
 
 
 
 
 
 

正在投稿的中、英文 working 
papers： 

1.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nd 
Import Prices across 
Different Episodes 
(with Kenshi 
Taketa, 2007)  

2. Investigating 
Preferences for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 
Experimental Test 
(with Ming-Ching 
Luoh, 2007) 

3. An Assessment of 
Weymark's Measures 
of Exchange Mark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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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The 
Case of Japan  (2007) 

4. 台灣匯率制度初探 
(2007, 與吳聰敏合
著) 

5.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n Black 
Markets for Foreign 
Exchange, (with 
Yu-Hsi Chou and 
Chia-Hui Lu, 2007)  

6. A Note on Interest 
Rate Defense Policy 
and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2007) 

今年度 2007 年已為期刊接受

的論文： 
1. "The Liquidity Effect 

in a Flexible-Price 
Monetary Model," 
Oxford Economic 
Papers,  

 (forthcoming, Indexed in 
SSCI, EconLit) 

2. "Oil Prices and Real 
Exchange 
Rates,"(with  Hung-C
hyn Chen) 
Energy Economics, 
(2007) 29:3, 
390-404 (SSCI, 
EconLit)  

3. "Does Monetary Policy 
Have Asymmetric 
Effects on Stock 
Return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7) 39:2, 667-688 
(SSCI, EconLit)  

  
 張永隆 

 
助理教授 

 
 
 

論文發表 
 
 

“An Estimated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the 
Taiwanese Economy”,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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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南光 副教授 論文發表 
投稿論文 
 

1.“Collateral Value, Firm 
Borrowing, and Forbearance 
Lend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iwan,” with Hsiao-Lei 
Chu, Jin-Tan Liu and 
Kuang-Hsien Wang,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8, 
49-71, 2006. (SSCI) 
 
2.“Intrinsic Cycles of Land 
Price: A Simple Model,” with 
Charles Ka Yui Leung.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28(3), 293-320, 
2006. (SSCI) 
3.“The Procyclical Leverage 
Effect of Collateral Value on 
Bank Loans -- Evidence from 
the Transaction Data of 
Taiwan,” with Hung-Jen 
Wang.   
 
4.Economic Inquiry, 45(2), 
395-406, 2007. (SSCI) “Bank 
Monitoring, Credit Reversal 
and Business Cycles,” with 
Claudian Kwok. 2006. 
Submitted. 

  

 黃鴻 教授 論文發表 
投稿論文 
 

1. “Export Subsidies, Cost 
Differential and Product 
Quality” (with 
Chao-Cheng Mai and 
Hiroshi Ohta), 2006 

2. “Capacity Constraint and 
Optimal Export Subsidy 
Policy under Cournot 
Competition” (with 
Chao-Cheng Mai and 
Ya-Po Yang), February, 
2007 

3. “Capacity Constraint and 
Optimal Export Subsidy 
Policy under Cournot 
Competition”  (with 
Chao-Cheng Mai and 
Ya-Po Yang 

4. “Cournot Competition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 a 
Linear Location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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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ization” (with 
Biing-Shiunn Yang and 
Wen-Jung Liang and 
Chao-Cheng Mai ) 

5. “Spatial pricing, optimal 
lo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with consumer arbitrage”, 
with Yan-Shu Lin & 
Chao-Cheng Mai, 2007 

 
 
五、研究中心 96 年經費 
 院方補助 250萬元，國科會經濟卓越營專案補助 1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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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社會政策暨管制政策研究中心 96 年度研究計畫 
 

一.計畫背景 

台大社會政策研究暨管制政策研究中心成立於 2006 年六月，成立的目的在於提供一

個跨界的社會政策研究環境，結合校內外跨系所社會政策和管制政策相關學者和國際知名

學者，以國內社會政策和管制政策研究為基礎，跨越國際社會政策研究為目標，一起將台

大建立成國內社會政策研究的重鎮，並搭起與國際社會政策研究互動的平台。 

二. 計畫目標與內容 

第一: 進行跨領域研究和國際學術交流: 以 2006 年發展的國際學術網絡與交流之成果為基

礎，繼續明年度的國際學術活動: 

1) 繼續發展和歐洲社會品質基金會( European Foundation of Social Quality) 的學
術連結, 將在明年三月舉辦一年一度的「永續福利社會(Sustainable Welfare 
Society)」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亞洲和歐洲學者一共十八人到台灣來參加研

討會，並與國內學者對談。 

2) 出版上述研討會之專輯，目前已結合相關資源，擬將上述論文經評審通過者出

版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該期刊負責人初步答應將會有
Special issue出刊。這個學刊在歐洲是一年兩期，享有社會政策上的盛譽。 

3) 繼續參與 European Foundation of Social Quality 相關學術交流活動，包括歐洲

和亞洲地區的學術活動，以協助台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發展國際互動空間並建

立互動平台。 

4) 繼續與牛津大學在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系討論未來學術合作的可能    

性。目前該系設置有牛津社會弱勢研究等五個社會政策相關研究中心1，今年九

月時暑假時，本中心王麗容主任曾和以前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系主任 Teresa 
Smith 討論可能的國際研究合作計劃，以及博班學生的海外研習暨學生交流的

可能，將繼續發展這一個關係。 

5) 繼續與牛津大學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Queen’s Elizabeth House，繼
續建立聯合國發展的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研究，參與有關研究或相

關中心和中心資源的連結。該學院和聯合國人群發展長期以來一直發展很好的

教學與訓練夥伴關係，對國際合作研究也有相當的興趣。另外，未來，希望和

澳洲雪梨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也成立有社會政策研究中心(The 
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er), 有所連結。 

6) 2007 年希望能和倫敦政經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有所連繫，他們成立有：1)社會排除研究中心(Center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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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on (CASE)和 2 ) 經濟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CEP)2。今年社工系的種子研究羣之一，就傾向採取 CASE 研究中心的理念在

發展研究，若許可，將加強研究群和該中心的互動。 

7) 邀請知名國際學者來訪，進行學術交流，並且研討未來合作研究的可能性。預

計每季一名，預計四到五名。目前已經邀請好英國社會政策名學者 Alan Walker 
於三月來訪；UC Berkeley 的比較社會政策學者 James Midgley也將受邀在三
四月間來演講；同校 E- based 名學者 Eileen Gambril 將也可能同意接受邀請；
其他相關重要學者例如芬蘭國際比較研究社會照顧學者 Teppo Kröger,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Academy of Finland，很可能因為合作研究案再來台灣。 

第二、進行本地研究，加強台灣福利政策走向之研究，落實學術研究在地化與國際化。社

會政策研究中心希望也加強在地化與知識行動化，中心不只是對學術研究做貢獻，也

對台灣的社會政策發展實質上有所建議，並且能與國際接軌。跨越 2010 年，聯合國提

出的年 DGM計畫，我們應如何應，我國社會福利的走向應如何? 2007 年計畫如下:  

1) 辦小型座談會，中心將結合學者、公部門政策規劃者和決策者、以及民間組織的領

導者，共同診斷社會需求、建立社會價值、發展國家重要社會政策方針，試著去實踐

知識人的另一種社會職志「關懷社會」。這對實踐「教育卓越、研究卓越、關懷社會」

的台大，將是一項重要的指標行動。 

2) 與政府部門相關組織(行政院研考會)，爭取三年的國家社福政策走向的政策研究，包

括對台灣社福政策走向的規劃，並且加入或形成國際比較研究，將台灣的政策研究

成果提升到國際，並且藉由國際重要會議，進行國際的學術研究對話，也提升台灣

在國際的研究能見度。 

四、運作特色 

第一：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形成夥伴關係(Partnerships)，經由研究、實驗型方案、和合作出
版的過程，開發本土的研究議題，建立研究單位和公部門之間的政策研究關係。3 

第二 : 跨專業跨部門的研究團隊合作模式(Collaborations)，結合社會科學院、公衛學院、
法律學院、及管理學院之社會、社工、公共政策、經濟、勞動、媒體等專業領域的學

者，一起為研究議題的選定、研究進行採合作方式為之，讓研究的水準因合作而提升，

讓團隊研究研究的士氣帶動研究的效率。研究中心提供行政支援等協助性角色，包括

論文發表等技術或支持性工作協助。 

                                                 
2
1)社會排除研究中心(Center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CASE)和 2 ) 經濟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CEP)
2
前者 1997年成立，研究領域:就業、福利與排除；教育與排除；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貧窮與服務；低收入戶長期追蹤調

查；社會排除之政策、社會排除之測量、社會排除概念之建構等。後者研究焦點在於全球化、技術和勞動市場變遷與教育政策或

制度的變革對於企業、勞動者生產力、就業或失業、社會不公等的衝擊與影響。目前的主要研究領域是下列幾個: 教育和技術、

勞動市場、全球化、生產與創新、鉅視方案(Macro Program)、福利或福祉等。 

 
3
為達此目標，學者和實務工作者之間的對話，將設計一個機制「精英會議(Executive Sessions)」，形成一個正式的工作團隊，組成份

子包括高階的實務工作者和研究學者，固定聚會討論政策相關議題，並尋求問題解決之對策，對實務工者而言是個挑戰，對研究者而言，

是建立研究議題和發展研究方向、蒐集政策研究相關資訊所必需。 這種機制的運作，在哈佛大學有一套清楚的運作理念，詳見

http://www.ksg.harvard.edu/criminaljustice/publications/executive_sess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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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採國際化和國際比較式的研究取向(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尤其研
究本身有建立經驗性指標時，希望能有國際比較的資料，一方面可以協助台灣建立本

土化的資訊，另一方面也可以了解國際趨勢與脈動。在國際化方面，本政策中心將特

別著重國際交流，包括國際研究學者參與本中心研究工作或擔任諮詢委員，推動國際

會議或論壇等；2007 年可能進行的研究以走向國際比較為主。 

第四、未來設立跨學門博班教育學程(Multidisciplinary  program)，若中心穩定之後，用以

培育跨領域、多專長的博士班頂尖人才。 此學程的做法是評估並獎勵優秀的來自社

工、社學、公共行政、公共衛生、經濟、管理等博班學生，選擇一些跨領域的核心課

程作為修課的基礎，另外再給予國外研究實習(research placement)三到六個月的訓練，

進而發展其跨界與多專長的博士學位，或者以授予聯合學位的方式協助社會政策專長

博士生的培養。 

五.計畫或活動 

1) 學術研討活動: 

舉辦座談會、講座及圓桌會議，並邀請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企業界以及有關團體

之代表一同參與(依研究議題與會議性質而定)，就共同關心之社會政策問題交流意見。

研究中心亦會主辦大型學術會議，與亞太地區學者和歐美國際學者進行深入探討社會

政策問題。 

2) 學術性短期講學(Scholars Program)：邀訪國際學者來中心提供學術工作坊，進行

學術交流；另外提供給大學部跨校和跨系的學術研習營。 

3) 出版刊物：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出版不同的社會政策刊物及報告。這些以探討社會政

策為題材之刊物為專家、學者及社會政策制定人士提供參考之用。 

4) 進行學術及專題研究：本中心每年有主要研究核心議題作為年度研究規劃的基礎，

主題的選定和主要是和國家社會政策發展有關議題，並且與國際接軌為重，以發展

國際比較優先。今年已經規劃兩大主題是「永續福利社會(sustainable welfare 
society)」社會政策，另一個國際政策比較研究為「社會照顧(Social Care)國際比較
分析」。 

未來計畫： 

1) 設立跨學門博班教育學程(Multidisciplinary  program)，用以發展培養跨領域、多專

長的博士班頂尖人才培育方案。猶如哈佛等大學，在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內設置跨學

們的博士班相關學程「社會不公與社會政策(So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學
程，將來本中心可以評估並獎勵優秀的來自社工、社學、公共行政、公共衛生、經

濟、管理等博班學生，選擇一些跨領域的核心課程作為修課的基礎，發展其跨界與

多專長的博士學位。另一種方法是建立聯合博士學位學程(The Joint Doctoral 
Programs)，對社會學、管理學、公共行政學、社會工作學門的原有博班學生，提

供聯合博士學位的學程，對學生多專長的跨領域學習與發展。這將把本研究中心的

角色功能，除從事研究外，尚發揮教學或人才培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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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實習(Research Placement):這是一個結合教育與研究的方案，對選「社會不公

與社會政策(So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學程之博士生提供實習獎學金，到

與本中心有國際連結的大學或研究中心行研究實習，為期至少三個月到一年。4 

 

六、中心研究暨相關成員的邀集 

第一、 邀集台大教師成員的加入：希望有十五位左右本校教師加入中心研究工作，之後

再依相關經費贊助可行性，廣邀本校相關專長領域老師加入研究團隊。目前初步規

劃的教師來自下列領域，以建立跨領域的研究團隊:1)社會學 2)社會福利與社會工作

3)公共行政 4)管理：5)法律 6)經濟 7) 衛生醫療等 

第二、 邀集他校教師成員的加入：為建立校際合作，偕同他校一起推動社會政策研究〞 在
地化和國際化發展，也可符合教育部對本校的社會角色期待，本中心將邀集他校教

師一起參與。 

第三、 博士生成員：本中心在初期尚未發展博士學程之前，將開放相關領域的博士生，

以獎學金申請方式，鼓勵進入研究團隊。將來若「社會不公與社會政策(So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學程或「聯合博士學位學程(The Joint Doctoral 
Programs)」成立之後，〞這些博士生優先進入本中心變成重要研究成員。 

第四、 國際知名學者(研究員)：依目前的規劃領域，邀集相關國際學者加入，包括亞洲

地區和歐美地區學者。已答應的學者 Iris Chi , Professor，School of Social Welfar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lan Walker, Sheffield University；Tetsou Ogawa, 
Chiba University and Oxford University.  

第五、 博士後研究員:二人 

第六、 研究助理: 二人 

七、研究諮詢成員 

一 、國際諮詢委員暫規劃如下 

繼續和原來想接觸的哈佛大學、英國牛津大學、英國倫敦政經學院(Center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CASE))、挪威勞動與社會研究學院(Fafo Institute for Labour and Social Research、FaFo 
Institutes for Applied International Studies)、香港理工大學、澳洲雪梨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等大學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將會是主要接觸的成員，請教他們對中心的發展
與建議，發展進一步的連結與合作。 

二、國內諮詢委員 1)國內學者:本校全球化研究中心召集人朱雲漢教授，以及其他研究中心
成員，他校諮詢委員，例如暨南大學古允文教授、本校兼任老師詹火生教授、政治大學

陳小紅教授等; 2)實務界: 政府部門高階人才，行政院研考會施能傑主委、行政院政務委

                                                 
4
 註:這也符合校長在九十四年十月二十二日校務會議報告「教育卓越、研究卓越、關懷社會」──邁向頂尖大學 P.11 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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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內政部長和社會司司長等；3)營利組織：孫玉璿基金會、聯合勸募協會、喜馬拉雅

基金會、亞洲基金會等；4)企業組織: 光寶集團、花旗銀行、台積電等 

八、 計畫研究議題 

2006 年研究主題，包括家庭與家庭危機，老化與社會、經濟安全，身心障礙研究，健康照

護社會與經濟策略和其他管制政策有關的八個小型研究計畫，各研究計畫尚在進行中。 

2007研究主題: 社會品質與社會政策，跨國社會政策比較、社會政策理論與方法以及新移

民權利與生活政治經濟環境分析等，如前所述，主題的選定主要是和國家社會政策發展有

關議題，並且與國際接軌為重，以發展並進行國際比較之研究優先。今年已經規劃兩大研

究議題「永續福利社會(sustainable welfare society)」國際比較社會政策，另一個國際政策比
較研究為「社會照顧(Social Care)國際比較分析」。 

九. 經費預估(2007年) 

 

計劃內容 概要說明 年度經費需求概估 

一、 專任研究 

助理(ㄧ名) 

1.需聘碩士級的專任助理，協助處理帳、聯

絡暨辦理講座等行政事宜和研究工作。 

2.碩士級月支薪為 $45,000, 加上健保勞保

費用，預估經費約為$52,000/   月。 

$52,000x13.5(月)x1(人) 

=$7 0 2,000 

 

每年 70.2 萬元 

二、約聘兼任行

政助理(兩名) 

1. 碩士級兼職人力，其工作包括報帳、論文

發表技術協助、講座與研討活動舉辦、諮

詢會議舉辦等。 

2. 月支薪為 $8,000,  

$8,000x12(月)x2(人)  

=$192,000 

 

19.2 萬元 

三、國際學術研

討會 

一場經費預估五十萬元，另一場三十萬，另

結合其他資源辦理之  

 80 萬元 

四、國內學術論

壇 

每場經費預估五萬元，預計舉辦六場，一共

30 萬元整，不足之處結合其他資源辦理之 

30 萬 

五、國外學者訪

問與交流 

國外學者來訪或學術交流所需機票住宿等相

關費用 

40 萬 

六、本院教師國

際學術教流 

本院學者出訪或交流所需機票住宿等相關費

用 

40 萬 

七、設備費 網頁維護等 每年 8 萬元(第二年) 

八.專案研究費

用 

 

 支持專案的研究和資料處理費用 

 

17 萬元 

九、 雜支 影印費、交通費、耗材費用、郵電、並且出

版叢書等 

一年 15.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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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需求經費  3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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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95 年補助各系所研究群成果與 96 年計畫 

 

壹、95 年補助研究群名單 

名   稱 提出系所 計畫主持人或成員
核定補助 
經費 

1台灣安全研究中心 政治學系 楊永明 8萬 
2歐洲研究中心 政治學系 張亞中 6萬 
3政府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政治學系 彭錦鵬 6萬 

4中國大陸暨兩岸關係研究與教

學中心 
政治學系 明居正、石之瑜 4萬 

5 兩岸關係研究中心 國發所 周繼祥 8萬 
6科技政策與全球化風險治理研

究中心 
國發所 周桂田、劉靜怡 6萬 

7運用 GIS(地理資訊系統)技術進
行台灣經社發展的整合性研究 

國發所 鄧志松、唐代彪、

杜震華、賴進貴、

 

4萬 

8應用計量經濟學研究群 
 

經濟學系 劉錦添、駱明慶、

林明仁、陳旭昇、

張永隆 

6萬 

9產業與貿易研究群 
 

經濟學系 黃鴻 8萬 

10當代新聞與數位媒體研究中心 新聞所  12萬 
11家庭變遷與家庭需求研究 

 
社工學系 沈瓊桃、王麗容 

劉淑瓊、馮  燕 
8萬 

12國家、民間與國家社會政策研
究 

社工學系 王雲東、馮  燕 
王麗容 

6萬 

13社會排除與社會安全網 
 

社工學系 鄭麗珍、王雲東 
劉淑瓊、蔡慧貞 

4萬 

14國際失智症協會台灣 1066研究 社工學系 楊培珊、台大葉炳

強醫師、馬锴劉珣

瑛醫師、失智協會

湯麗玉秘書 

6萬 

合           計   9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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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成果與96年計畫 

 

台灣安全研究中心  

（主持人：政治系楊永明教授） 
一、國內學術研討會  

 

議題：中美台三邊變動關係下的台灣安全環境 

 

論文發表人員：楊永明、徐斯勤、陶儀芬（均為本系教師、預計將在國內 TSSCI 刊物

投稿刊出） 

 

預算﹔六萬三千元  

場地與布置費：一萬元 

  論文發表費：三萬元兩千元(三篇文章) 

  會議主持費：三千元 

  會議資料與雜費： 一萬元 

  助理費用：八千元 

 

二、政策分析討論會 

 

議題: 針對當前國內情勢與兩岸關係召開小型時事政策討論會 

參加人員：邀請國內主要學者與會 

預算：兩萬元 (兩場次) 

  出席費：八千元 

資料與雜費 兩千元  

 

三、兼任助理費用 

  

聘任兼任與臨時助理兩名協助網站資料蒐集與整理 

 預算：四萬元 (每名每月四千元約五個月, 0.4 x 5 x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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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研究中心計畫 

（主持人：政治系張亞中教授） 
 

歐洲研究中心設立於 2005年 5 月，以提升對歐洲之學術研究教學與政策研究，加強

與國內外學術界與智庫之互動為宗旨。主要任務包括：提升與歐洲相關之教學與政策研究；

加強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及智庫對於歐洲議題的共同研究與對話；推動與歐洲學術界之交流

與合作；促進民眾對於歐洲事務之瞭解；接受校內外委託研究計畫與教育訓練；推動校內

相關學程之整合。 

歐洲研究中心倘有機會獲得一年十二萬元的經費補助，由於經費有限，難以與歐盟國

家進行學術交流，未來工作第一順位重點將放在與亞洲國家大學進行有關歐盟研究的學術

交流，例如可以中國大陸北京大學、上海復旦大學、新加坡、日本等大學的歐盟研究中心

進行學術交流。交換學術研究成果，或者共同將歐盟經驗落實在兩岸未來互動的可能性進

行學術性研究。經費的支出以補助五至六位學者往返亞洲國家的來回機票（每人二萬元）

為主。 

每年十二萬元的第二順位選擇將是協助出版有關歐盟研究的專書費用。十二萬元將用

於支付作者撰寫費（估計總共八位作者，每位一萬五千元），或補助出版印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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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2006年「重大公共議題」研討會暨出版計畫申請補助案 

（主持人：政治系彭錦鵬副教授） 
 

一、「重大公共議題」研討會暨出版計畫概述： 

     本中心擬針對與本中心研究旨趣相關之國內重大公共議題及相關政策，邀集國內

頂尖學者進行系統性、規劃性主題之論文撰寫，舉辦小型研討會，並在研討會後就論

文進行修改、結集出版。 

     本中心預計於 2006年暑假以前規劃相關議題並邀約學者撰稿，並在九十五年度第

一學期中依議題發展之優先順序，舉辦五至十場小型研討會。每場邀請六至八位專家

學者就各子題撰寫一萬五千字之專稿進行小型專題討論，並於舉行小型研討會後修正

研討會論文以出版議題專書。 

二、研討會暨出版計畫之規劃作為： 

1. 人選之邀請：依據本申請書第三大項所規劃之研討會議題，委請政治學系及相關學

系、領域教師於五月底前，提供專家學者名單，於六月中旬由中心教師共同討論遴

選名單、確認議題組合，以利六月底前展開撰稿人選之邀請，並於七月底前確認參

與名單。 

2. 經費籌措：本專案計畫之經費有待社科院之專款補助，作為推動初期兼任人員人事

費用和相關推動、辦理費用。經費不足之部分則再聯繫與重大議題相關之政府部門

或研究機構、基金會，尋求經費補助，以支付撰稿費用、舉辦小型研討會、和出版

專書之經費。 

3. 舉辦小型研討會：七月底前確認各場次之適合會議場所。研討會宣傳作業則預定於

八月中旬陸續展開，並依據可用經費額度進行不同規模之宣傳活動。 

4. 論文修正與出版：各場次研討會舉行前二個月由中心與各專家學者聯繫文稿撰寫事

宜，敦請參與之專家學者於研討會舉行一周前繳交文稿，以利研討會參與者之意見

交流及後續專書審查暨出版作業之進行。專書以通過政治科學專業學術審查為目

標，預計於所有議題研討會結束後半年內結集出版。 

三、初步規劃研討會之主題及子题： 

1. 健保行政：保費結構、保費費率、財務監督、給付範圍、醫療浪費、藥價黑洞 

贊助機關：衛生署、健保局 

2. 憲政改革：政府體制、修憲内容、修憲之法形式、人權保障、中央與地方職權 

贊助機關：立法院、民主基金會 

3. 公私協力：組織形式、法制修訂、非營利組織、融資策略、風險管理、甄選與監督 

贊助機關：研考會 

4. 組織再造：治理模式、組織型態、電子化政府、績效管理、規劃與預防導向、組織

文化贊助機關：行政院研考會、人事行政局 

5. 地方自治：中央地方職權劃分、財政劃分、跨域管理、文官體系、土地使用、地方

選舉。贊助機關：內政部 

6. 文官改革：績效制度、高級文官團、考選改革、退休改革、訓練體制、工作職能 

贊助機關：考試院、人事行政局 

7. 司法改革：司法院定位、訴訟制度、人事制度、檢察體系、人民參與、合議制度 

贊助機關：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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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政改革：綠色財政改革、稅制改革、財政赤字、國民年金、地方財政、資產管理 

贊助機關：財政部 

9. 貪污防治：貪污法制、資訊透明化、廉政公署、政治獻金、財產申報信託、行政流

程。贊助機關：法務部 

10. 兩岸交流：決策機制、協商機制、正常化展望、國家安全、美國台海政策、兩岸

交流回顧與展望。贊助機關：陸委會 

四、經費預估： 

     本研究出版計畫之經費以社科院專款補助及政治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之微薄經費為推動計畫之前導經費，再行向議題相關政府機關、單位募集撰稿費及專

書出 版費等各項經費。經費初估如后： 

專家學者出席暨撰稿費      10000 * 6 人* 10 場  NT$ 600,000 

外地專家學者交通費      4000 * 1 * 10        40,000 

專書出版            100000 * 3 本          400,000 

   經費小計                  NT$ 1,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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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暨兩岸關係研究與教學中心 

教學與研究改進計畫 

（主持人：政治系明居正教授） 
 

配合本中心推動研究、教學與發展三合一知識家族計畫，已向人文社會高級研究院提

報「建立以思想為方法的區域政治研究家族」案。查本計畫內容涉及跨國與跨校合作，擬

延聘國內專家，亞洲各國專家組成諮詢與審核團隊，逐年邀請來校備諮詢，並進行工作審

核。 

諮詢與審核分為書面與到校兩種。書面方式根據中心提供之書面資料，提供書面諮詢

意見；到校方式必須包含與所內所有在職專任教師與各年級學生代表面談，教師面談應個

別為之，必要時並應與社會科學院院長及校教務長面談。諮詢與審核項目因分為三項：研

究、教學與發表。 

 

一．諮詢 

（一）國內諮詢 

擬延聘國內政治思想與比較政治學門中資深且素有聲望之研究者或學術機構負責

人，就本所規劃之長期發展計畫內容與相關研究課題，進行來校或通訊諮詢。 

（二）亞洲專家諮詢 

擬延聘香港、大陸、日本、韓國、新加坡或印度政治思想與比較政治學門中資深且

素有聲望之研究者或學術機構負責人，就中心規劃之長期發展計畫內容與相關研究

課題，進行來校或通訊諮詢。 

二．審核 

根據之前具體來校或通訊諮詢情況，選聘審核委員，來校實地進行審核。審核結果應

直接以密件通知院方，由院方決定如何與中心商談進行輔導改進。審核委員因對所方

直接提出改進建議，改進建議應納入送院方密件中。 

 

三．進程 

為配合人文社會高級研究院之計畫開展，以及相關教員準備進入本計畫所需時間，諮

詢與審核工作將採逐步開展方式，諮詢在先，審核在後，期間應相隔一至二年；在成

員性質上，以國內由先，進而亞洲。 

（一） 提出組成諮詢與審核團隊，五月十六號──七月三十一號 

（二） 完成團隊組建，七月三十一號──九月十五號 

（三）向團隊成員介紹二十年發展規劃案，九月十五號──九月三十號 

（四）邀請國內諮詢團隊來校備諮詢，九月三十號──十二月三十一號 

（五）邀請亞洲團隊來校備諮詢，九月三十號──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號 

（六）邀請國內團隊來校審核，二零零七年九月三十號──十二月三十一號 

（七）邀請亞洲團隊來校審核，二零零七年九月三十號二零零八年三月三十一號 

 

四．預算 

 二零零六 二零零七 

國內書面諮詢 15,000 15,000 

亞洲書面諮詢 3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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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費 15,000 15,000 國內到校諮詢 

差旅費 5,000 5,000 

諮詢費 10,000 10,000 亞洲到校諮詢 

差旅費 45,000 45,000 

計算標準 

書面每次：國內－5,000；亞洲－10,000 

到校每次：國內－5,000；亞洲－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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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研究所「兩岸關係研究中心」 

（主持人：國家發展研究所周繼祥教授） 
一、95年度執行成效： 

 

(一)推動兩岸學者專家之學術交流： 

   

１．2006.03 組團赴南京參加「兩岸關係展望座談會」。 

２．2006.04 舉辦「兩岸關係發展座談會」。 

３．2006.04 舉辦「中國全國政協台灣參訪團」。 

４．2006.07 舉辦「2006年海外學人來台參訪團」。 

５．2006.08 合辦「2006 青海之旅：崑崙文化探源研究交流團」。 

６．2006.08 舉辦「江蘇省民辦教育學會來台參訪團」。 

７．2006.12 接受陸委會委託辦理「港澳媒體、學者觀選團」。 

(二)舉辦兩岸青年學生之交流互訪活動： 

１．2006.01 舉辦「2006年寒假貴州豐富之旅」。 

２．2006.07 舉辦「2006年兩岸法律專業學生北京/長春夏令營」。 

３．2006.08 舉辦「2006年兩岸青年夏令學術交流團」。 

４．2006.08 舉辦「兩岸青年菁英論壇」。 

 

(三)完成之研究計劃： 

１．2006.06陸委會委託研究「海基會文書驗證功能延伸擴大至準領事功能之研究」。 

２．2006.11 台北縣工商發展投資促進會委託研究「中共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對台北縣工

商發展投資之影響」。 

３．2006.12 新聞局委託研究「中共購併港澳及新加坡媒體狀況之研究」。 

 

二、經費補助使用情況： 

 

 

 

 

 

 

 

 

 

 

 

 

 

 

三、新年度之規劃： 

(一)繼續辦理兩岸學者專家學術交流： 

經費總額：8萬  

                  經 費 明 細  

經費項目 單價(元) 數量 總價 說明 

印刷費 每百頁 100 元 300 30,000

紙張(A4 80P) 每包 100 元   100 10,000

碳粉匣(HP1200) 每支 2200 元     8  17,600

碳粉匣(LP 彩色) 每支 4200 元     2  8,400

文具(檔案夾) 每個 120 元   50 6,000

業

務

費 

文具(60 頁資料

簿) 

每個 200 元   40 8,000

各項經費檢據

核銷。 

 

 

 

 

 合   計  (新台幣) 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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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已訂 2007年 1 月舉辦「兩岸政經社發展研討會」外，原則每二個月舉辦一次交流。 

(二)繼續辦理兩岸青年學生交流： 

    除已訂 2007年 1 月舉辦「北京/遼寧兩岸青年冬令營」外，以寒暑假為重點，均將出

團進行各項參訪活動。 

(三)資料建檔與出版： 

    整理上年度研究報告成果，投稿於國內外重要期刊；若經費許可，將集結出版專書。 

(四)委託研究計劃： 

    爭取政府、民間有關部門委託研究和接受委託辦理有關兩岸交流之業務。 

(五)架設專屬網頁與發行電子報： 

    架設本中心專屬網頁並註冊發行電子報。電子報於每星期五定期發行，內容規劃包括

「當週兩岸新聞輯要」、「最新活動訊息」、「新書介紹」等。 

 

 

 

四、下年度經費預算： 

 

 

 

 

 

 

 

 

 

 

 

 

 

 

 

 

 

 

經費總額：30 萬  

                  經 費 明 細  

經費項目 單價(元) 數量 總價 說明 

研究助理費 每月 10,000 元 12 120,000人

事

費 

臨時工薪資 時薪 100 元 200 20,000

聘博士班兼任

助理一名。 

印刷費 每百頁 100 元 400 40,000

噴墨專用紙 每箱 1500 元   6 9,000

碳粉匣(HP1200) 每支 2250 元     8  18,000

文具(資料夾) 每個 120 元   50 6,000

業

務

費 

電池 每個 250 元 20 5,000

座談會等研習

資料印製。 

 

 

 

 

筆記型電腦 每台 50,000 元 1 50,000

雷射印表機 每台 17,000 1 17,000

設

備

費 數位相機 每台 15,000 1 15,000

充實中心電腦

暨週邊設備。 

 合   計  (新台幣) 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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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與全球化風險治理研究中心」 

成果報告 

（報告人：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副教授） 

一、95 年度執行成效 
本計畫自今（95）年度八月開始執行，至今歷時四個月，主要重點及執行進度分述

如下： 
 

（一）學術網絡 
計畫主持人於今年度開始計畫組織一國際學術網絡，旨在促進國際學術交流、

加深與各國學者的認識及聯絡，透過參加國際研討會或文章交換的機會，認識相

關學術領域的國際學者，目標為希望未來能共同組成討論小組（panel）參加國際
會議，或於台灣舉行國際研討會，讓學術網絡內的外國學者可來訪台灣，一同討

論相關議題，促進雙邊交流。目前參與此學術網絡的學者共約 11位國際學者，
分別來自南韓、日本、德國、英國、奧地利、挪威、荷蘭、芬蘭、德國等。 

（二）投稿國際期刊 
為使研究成果能登上國際舞台，計畫主持人亦積極參加相關國際學術會議，並撰

寫投稿 SCI、SSCI等級之國際期刊。 
（三）外國學者來訪 

奧地利學者 Dr. Armin Spök（來自奧地利 Universitaet Klagenfurt）暑期來訪，期

間為 2006.7.25~8.26。由國發所提供 405研究室，來訪主要就議題為基因改造食

品（GMO），與計畫主持人專門研究領域相同，Dr. Armin希望更了解台灣 GMO
法制面及社會面的相關議題及最新動態。 
來訪期間除與計畫主持人周桂田老師有兩次之餐會談論，另安排貓空茶會，深入

討論雙邊或與歐盟研究計畫接軌之合作方式。此三次聚會談論重點為：如何繼續

尋求相關領域的外國學者、如何向其他較大國際機構申請研究經費、企業贊助的

可能性、交換兩人目前研究手上計畫的經驗及心得、舉行國際研討會的可能性、

交換研究資源、日後國科會雙邊研究計畫的執行等。 
另，亦安排 Dr. Armin與台灣的學者見面，促進交流，安排與其訪談的台灣學者

有：郭華仁教授（臺大農藝系）、蔡宗珍副教授（臺大法學院）。 
（四）參加國際會議 

今（95）年八月底計畫主持人周桂田赴瑞士洛桑（Lausanne）參加歐洲科學與科

技學會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
EASST)，並入會成為會員，報告之主題為：Paradigm Conflicts of Risk Governance – 
Challenges a Double-Risk Society Face。共同主持人劉靜怡副教授積極參與國際交

流活動，瞭解並參與網際網路的規範形成過程，對於資訊社會中的風險議題持續

關注。實際參與活動包括八月中赴南韓 Seoul 參加泛太平洋鄰里協會（PNC）2006
年會，十一月初赴美國 Stanford 參加Museum Computer Network會議。於會議期
間，認識了其他相關領域之國際學者，開展了研究視野。 

（五）電訪「食品風險」相關議題 

委託中研院調研中心執行，自 95.11.20~95.12.8 止，目前仍在執行中。以歐盟

的 Eurobarometer 2006 - Risk Issues為主軸問卷（主要為食品安全相關問題），加
入最近爆發的大閘蟹事件，以及去年電訪有關風險意識之重要題目，目的在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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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及歐盟對食品風險事件民眾的風險感知、對政府處理食品風險事件的信任程

度，也希望透過此份問卷，了解在地台灣民眾對政府風險溝通能力之評斷、以及

台灣民眾對生活中食品風險的普遍觀感。 

（六）中心舉辦之學術活動 

1. 「全球化專題演講 I」－社會影響評估 

澳洲昆士蘭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 Dr. David Ip（葉富強），11/16（四）下

午 13：20~15：10，國發所 206 教室，內容簡介如下： 

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SIA）的方法，融合了多種質

性研究的方法，提供一個兼具理論背景與實際應用的探究步驟，不僅能展現

出有效的決策機制，對於相關政策所引發的衝擊，亦能提供相當的評估技

術，是一套評估於計畫執行之前，具有預測性的研究。相對於環境影響評估，

社會影響評估更具社會科學素養，並從人文的角度做出對人類社群的貢獻。 

2. 「全球化專題演講 II」－Globaliz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澳洲昆士蘭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 Dr. David Ip（葉富強），11/30（四）上

午 10：20~12：10，國發所 206 教室，內容簡介如下： 

多元文化主義是移民政策之一環，西方民主國家如加拿大與澳洲也一向以此

保障移民的平等。但若進一步檢視多元文化主義過去的歷史和最近的轉型，

發現在當前全球化新時代，多元文化主義對移民並非如此善意的，反而移民

移入國更為重視的是本身的國家利益。  

3. 「科技政策與風險治理專題演講」－基因資料庫研究在國際上引發的爭議及

其規範方向 

劉宏恩教授（台北大學法律學系），十二月一日（五）下午兩點至三點半，主辦

單位為台灣風險分析學會、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科技政策及全球化風險治理

研究中心。 

二、目前之經費使用狀況： 

總額：新台幣  60,000 萬元整 

業務費（包括各項目）已使用金額：54890（95.12.18 止） 

未報支餘額：5,110 

三、未來規劃（此部分之完成尚須經費予以補助） 

（一）「全球化風險」國際學術研討會 

預定於明（96）年七月舉辦，邀請國內相關專家學者及學術網絡內國外學者與

會，於國家發展研究所三樓會議室進行一至二天的研討會，目前正在擬定成議

程表及預算表，將於準備完成後執行。 

（二）科技政策與國際治理圓桌會議 

計劃邀請法政、社會學者就我國有關科技、環境風險治理機制進行數次圓桌會

議討論，以聚焦研究議題，推動相關制度之建制。 

（三）全國性電訪「科技政策及食品風險」相關議題 

（四）舉辦「風險」相關主題演講 

（五）建立中英文版網頁 

推展此網站，增加瀏覽人數，發揮「風險」議題對社會及學術界的影響，增加

投入風險研究的人數。 

（六）繼續邀請國外學者來台短期交流、促進雙邊合作計畫的簽訂 

（七）訪問歐盟、瑞士 IRGC（預定 2007.8） 



 101

（八）辦內部座談會：研究領域交流互動 

（九）組團隊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2006 社會學年會（已組 panel） 

（十）繼續發展學術網絡 

旨在促進國際學術交流、加深與各國學者的認識及聯絡，透過參加國際研討會

或文章交換的機會，認識相關學術領域的國際學者，目標為希望未來能共同組

成討論小組（panel）參加國際會議，或於台灣舉行國際研討會，讓學術網絡

內的外國學者可來訪台灣，一同討論相關議題，促進雙邊交流。 

（十一）投稿國際期刊 

為使研究成果能登上國際舞台，計畫主持人亦積極參加相關國際學術會議，

並撰寫投稿 SCI、SSCI 等級之國際期刊。 

（十二）參加國際會議 

 

四、下年度請求補助經費細項： 

經 費 明 細 
經 費 項 目 

單價（元） 數  量 總  價 說  明 

臨時工資 100 / 小時 320 小時 32,000

兼任助理 8,000 / 月 6 個月 48,000

影印費 500 / 批 20 批 10,000

膳食費 500 / 筆 10 場 5,000

演講費 1,500 / 人次 10 次 1,5000

交通費 500 / 人 10 次 5,000

電腦耗材 2,500 / 批 6 批 15,000

雜費 100 / 批 100 批 10,000

辦公用品 10,000 2 批 10,000

業

務

費 

合計 150,000 

 臨時工資（聘請兼任助理閱

讀相關報告、文件整理、活

動聯絡、協助行政及報帳事

務） 

 兼任助理（製作計畫網頁、

計畫行政事務、資料收集、

相關報告撰寫） 

 膳食費（國際研討會、座談
會、演講之餐盒及茶水費）

 交通費（受邀演講、參與會

議學者之交通費） 

 電腦耗材（碳粉匣、磁片、
滑鼠、隨身碟等） 

 雜費（郵資、快遞費、計畫
活動相關文件手續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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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群：GIS(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的創建與台灣經社發展的空間分析 
（主持人：國家發展研究所 鄧志松助理教授） 

前言 
本研究群由不同領域學者組成，嘗試運用 GIS技術，整理台灣經社資料並進行空間分

析。由於這個領域在台灣屬草創階段，若干學術的基礎工作，如文獻蒐集、原始資料重組

與彙整、分析工具(包括程式撰寫)均須從頭開始、獨自為之，頗耗時日，經過一年的努力稍

有成果，分資料庫建置、空間分析工具開發、網頁設計、學術交流、研究人力培養、研究

成果發表等項，略述如下： 
 
一、95 年度執行成效 
 
1 〈GIS台灣經社資料庫〉的建置 
〈GIS台灣經社資料庫〉彙整政府公佈之原始資料，彙整至縣市、鄉鎮、村里，以便進行

空間分析，目前進度如下： 
甲 原始資料重組與彙整 

 〈家戶及人口普查〉原始資料整理 
目前已整理民國六九、七九、八九年三次人口普查資料，彙整至鄉鎮與村里，家戶普查資

料尚未完成正進行中。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料整理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分六大行業，目前已整理完九十年資料，其他各年度資料(民國七十、七
五、八十、八五)陸續整理中。受資料所限，只能彙整至鄉鎮 (廠商的村里編碼主計處未釋

出，無法進行彙整)。 
 財稅中心〈財稅資料庫〉 
財稅中心歷年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可從網站免費取得，提供完整的財稅資料，目

前已整理八九、九十、九一年資料，彙整至鄉鎮、村里，九二年資料整理中。 
歷年選舉資料 
歷年選舉資料可從中選會網站免費取得，資料完整，可彙整至鄉鎮、村里，目前已完成三

次總統選舉、四次立委選舉，另外北高市長選舉、縣市長選舉、縣市議員選舉則在整理中。 
乙 空間資料庫的建置 
以上彙整的原始資料，分別建置： 

 〈台灣村里指標資料庫〉 
變數主要來自人口普查、選舉資料、財稅資料。 

 〈台灣鄉鎮指標資料庫〉 
變數來自人口普查、選舉資料、財稅資料，以及服務及工商普查資料。 
 
另外從主計處等其他政府網站資料，建置 

 〈台灣縣市指標資料庫〉 
從八十七至九十三年七個年度三百多個指標。 

 〈台灣時間序列資料庫〉 
台灣歷年重要經社指標，目前整理兩百個多個。 
 
以上各資料庫均放置專屬網站供教學、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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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分析工具的測試與開發 
資料整理與空間分析軟體主要有以下四種，分述如下： 

 SPSS 模組 
主要為整理政府大型普查料，例如〈家戶及人口普查〉以及〈工商及服務業〉，由於原始普

查資料過於龐大，資料整併並不容易，必須撰寫 SPSS 程式(syntax) 方能處理，所幸技術

問題已解決。 
 Excel VBA 巨積及程式 
原始資料經彙整後，必為轉為特定格式的空間資料，空間分析軟體方能讀取及分析，此時

必須撰寫 Excel VBA 程式，以加快工作進程，目前相關巨積、模組已開發完成，置於網頁
供同仁取用。 

 GeoDa  
GeoDa 為主要的空間分析軟體，可從網站(https://www.geoda.uiuc.edu/)免費取得，基本功能
已測試完成。 

 R program 
R program為共享軟體，可供進階空間分析使用，由於須自行撰寫程式 (或利用有限的模

組)，比較複雜，目前正測試中。 
 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3.x 
為 Stewart Fotheringham 教授所開發，目前剛取得軟體，測試中。 
 
3空間分析專屬網頁建置 
本研究群的專屬網站為：「空間分析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

(https://ceiba.ntu.edu.tw/course/1eef6a/index.htm)。網頁上提供詳細空間分析參考文獻、空間

分析學術聯結、常用軟體操作手冊、以及本研究群建置之各種資料庫，和教學投影片。 
 
4開授課程與培養研究人力 
配合研究需要，分別在大學部、研究所開授：〈認識台灣〉、〈台灣政經發展的空間分析〉〈空

間分析專題〉等課程，一方面學習運用空間資料，另一方面培養研究人力。 
 
5學術交流與合作 

 空間分析論壇 
目前舉辦四場空間分析論壇，分別為： 
郭廼峰教授，講題「空間分析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 
黃旻華教授，講題「從最小平方法到最大概似法：統計學的推論思路」，九五年六月七日。 
林季平，講題「台灣擬追綜調查資料庫介紹」，九五年十月二十五日。 
吳親恩教授，講題「空間分析與選舉、認同的研究」，九五年十二月二十日。 

 申請國科會「2006 年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加掛問卷題目 
有鑑於空間分析在國內尚在起步階段，傳統問卷調查顯少空間變項，乃草擬與空間有關之

問卷題目，申請「2006 年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加掛題目。資料已送出，審核中。 
 
6研究成果 
研討會論文〈選舉的空間因素：以三次總統選舉為例〉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2006 年年會暨

學術研討會，九五年九月十七日。已投稿學術期刊審查中。 
學術演講，Spatial Analysis in Electoral Studies(英文)，中研院人文與社會地理資訊科學國際

研討會：科際整合的觀點，九五年十月二十日。 



 104

 
經費支出 

經 費 明 細 
經 費 項 目 

單價（元） 數  量 總  價 說  明 
助理 5000 1 5000 
軟體 (GWR 3.0) 3000 1 3500 
軟體 (漢書) 3500 1 3500 
工商普查 85 6000 1 6000 
人口普查 89,79 17000 1 17000 
大陸資料庫

(RAPS-China) 
1365 1 1365 

影印及耗材雜支   3635 
    
    

業

務

費 

    

 

 
二、未來規劃（此部分之完成尚須經費予以補助） 
1 繼續擴充〈GIS台灣經社資料庫〉 
重點擺在歷年農林漁牧業普查、工商普查、戶口普查、歷次選舉資料尚未完成的部分，

全部資料儘可能彙整至鄉鎮及村里，併入〈GIS台灣經社資料庫〉中，置於專屬網頁供 
教學及研究之用。 

2 <GIS大陸經社資料庫>的建置 
〈GIS大陸經社資料庫〉是下一階段資料庫建置的重點，資料取自大陸各省的統計年鑑，

嘗試以空間資料的方式建置。結合中國大陸研究，開拓新議題，初步計畫將資料彙整至

省以及縣級，目前中國大陸的地圖檔已取得，只要有數據即可建構空間資料庫。 
3 空間分析工具的測試與開發 
下階段的重點將擺在 R program 與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3.x 必要分析
模組的開發。 

4 學術交流 
繼續舉辦「空間分析論壇」預算舉辦四場，探討空間分析相關議題。 

5 研究與專書寫作 
甲 撰寫空間分析專書 

以台灣政經資料庫為素材，從空間分析的觀點，探討台灣三十年來的政經變化。

目前正與中研院人社中心地理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溫在弘博士洽談合作撰寫書

籍事宜。 
乙 研究議題 

空間分析議題的選擇，受限於資料，目前重點放在台灣的選舉研究與選票分佈。

目前預擬(正在進行中)的研究題目有三，估計一年內完成： 
 「新制立委選制的政治影響：GIS分析技術的應用」，歷屆立委選舉資料彙整套疊至新

選區，觀察其間變化，推估新選制造成的政治影響。 
 「派系與選票空間聚集：台北縣市為例」，以空間聚集程度考察派系人物的地緣關係，

觀察派系的消長，以及經社變項可能的解釋力。 
 「台灣選舉的廢票現象：空間分析的觀點」，從空間的觀點分析經常引起爭議的廢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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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嘗試透過空間迴歸模型，解釋廢票變異的解釋因素。 
6 經費需求  
補助項目 金額 說                            明 

研究人力

費 
10,000 聘請助理薪資，以時薪 100元計。依資料整理複雜程度安

排工作。 

資料庫 20,000 主要購買中國大陸各省統計年鑑，及台灣主計處公佈之最

新調查統計資料。 

業

務

費 
 

耗財、文

具物品、

研究相關

圖書、影

印雜費等 

3,000 將用於空間分析論壇之召開、相關研究之資料蒐集與統整。

電腦及周邊設

備更新 
50,000 GIS、空間分析與地圖繪製輸出、均須仰賴大量電腦運算，

本人原有備設過於老舊，已難勝任此項工作，懇請補助經

費俾能購置電腦軟硬體設備，或更新原有組件，以應研究

需求。 
合   計 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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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計量經濟研究群 

（主持人：經濟系劉錦添教授） 
95 年度執行成效 
(一)本小組教師群研究交流 
   本小組由每位教授針對各自研究領域與專長， 選擇各人在進行中的研究， 就寫作中「計

量方法」與「經濟理論」的對話過程提出報告，並與大家相互切磋討論。 其中包括: 
劉錦添教授: 
8. “Differential Cash Constraints, Financial Leverage and the Demand for Money by Firms,”     

paper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under revision (with Ping Wang and 
Meng-Wen Tsou), (SSCI). 

9. “Health Shocks and Subjective Probabilities of Survival: Evidence from Taiwan,”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will be accepted with minor revisions, 2006 (with Meng-Wen Tsou and 
James K. Hammitt), (SSCI). 

10. “Hospital Ownership under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 paper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under revision. (with Hsien-Ming Lien and 

Shin-Yi Chou), (SSCI). 
11. “Export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Taiwan Electronic Plants,” 
paper   

submitted to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under revision. (with Meng-Wen 
Tsou, James K. Hammitt, and Kuang-Hsien Wang), (SSCI). 

駱明慶教授: “美貌對得票率的影響” 。 
林明仁助理教授: “Can Hepatitis B mother explain the case of Missing Women?” 。 

   陳旭昇助理教授: “An Assessment of Weymark's Measures of Exchange Market 
Intervention: The Case of Japan” 。 
張永隆助理教授: “Foreign Shocks and Business Cycles in Taiwan” 。 
幾次的討論也讓教師們更瞭解不同計量方法的優點與限制， 
也對大家日後從事研究時，在方法的選用與資料的詮釋連結上，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二)國外學者交流對話 
預計邀請 Lehigh University周欣儀教授， 於十二月 28日中午與本群教師討論國外目

前最新健康經濟學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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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易史料典籍研讀會研讀會 

（主持人：經濟系黃  鴻教授） 
一、95年度執行成效 

(一)持續討論國際貿易理論議題 

        本討論會以選讀國際貿易理論相關領域之重要文獻，重點領域包含「策略性貿易

政策」、「產品品質差異化與貿易區位」、「經濟整合理論」以及「產業經濟與國際貿易

理論與應用」之最新議題。本計畫之目的在於培養參與人員豐富的研究文獻基礎與提

升參與人員從事相關領域研究工作之能力，長期而言，則以發表量多質精的學術論文

為目標。 

(二)每週探討文獻與協助參與人員撰寫論文 

        本討論會訂於每週六上午十點至下午一點，以三個鐘頭時間討論相關議題之已發

表期刊文獻，於討論當中獲得新知識與想法，做為報告人欲撰寫之文章方向。進行方

式依據正式研討會方式，主持人一人，行進間報告人、主持人與參與人員們透過辯問

的方式於新舊議題理論當中激盪新思考、新方向。除了分享報告人討論的論文內容外，

同時也為報告人與參加本討論會的碩博士研究生做適時的引導與學習。本討論會提供

一個方向與場所，為此領域的學者們、碩博士生得以進入國際貿易理論領域或於此領

域持續交流深造。 

(三)提升撰寫論文品質與投稿率 

    本討論會與 95 學年度與東吳大學國際貿易學系聯合舉辦研討會。參與人員中 Liang, 

Wen-Jung, Hwang, Hong 與中研院 Mai, Chao-Cheng，於 2006年 11 月份的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刊登論文＂Spatial discrimination: Bertrand vs. Cournot with 

asymmetric demands＂；王光正、蔡思慧 (2006) ＂系統產品的整合與競爭＂經濟論文叢
刊。已獲接受，即將刊登；其他參與人員亦努力修改個人論文，透過本討論會，以提高投

稿成功率。 

（四）研討會網站的建構 

 本研討會目前設有研討會網頁，網址如下：http://hwworkshop.netfirms.com/ 。 其

目的在使每週的所做的報告（包括論文摘要及頭影片）能夠有效的建檔保存。若成員在往

後研究上有需要，可馬上獲得最多的相關資訊。此外，網頁空間也開放給國內外研究學者

與學生。希望能在資訊化的二十一世紀，透過網際網路減低訊息傳遞的成本。充分發揮本

研討會對於學者與社會的外部利益。 

 

目前邁向頂尖大學之經費補助使用如下： 

包括聘請臨時工讀生一名和兼任助理一名，協助計畫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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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規劃（此部分之完成尚須經費予以補助） 

(一) 與國外學者進行交流合作。計畫邀請亞洲學者至本討論會上共同探討貿易、產業相關

議題。對本討論會的參與人員，不論已為學者或在學身份，藉由國外學者的參加，進

而認識最新研究議題，並且請國外學者指教所長，俾能擴展本研討會之討論範疇。 

(二) 與國內他校學者、系所舉辦研討會。校際學術交流能夠提升國內學者間的資訊流通與

現行論文內容方向的認識，資訊的交換等。故本討論會預計擇一學校與其合作舉辦研

討會，讓國內正在進行之論文發表，並透過多方不同的角度刺激新的想法與可更新方

向。以期國內學者之論文可發表數提升。 

(三) 獎勵研討會成員參與國際性大型研討會。增加本研討會研究之能見度，最好的方法就

是鼓勵成員將所撰寫完成的論文投稿至國際性研討會。一方面主動出擊吸收各方先進

之意見。一放面也可使本研討會所發展出之論文在國際間的能見度增加，彌補一般國

內學者處於較為封閉的發表環境。期能對成員稿件的被接受度有正面的幫助。 

(四) 建立網路討論區。透過本研討會所建構的網頁，增設國際貿易與產業經濟研究討論

區。如此不僅能將研討會所討論之課題，介紹給所有的專業學者或有志於本領欲研究

之研究生。還能透過雙向溝通管道，讓瀏覽者能夠發表對於本研討會論文之建議與意

見，更甚者，可以報名參加本研討會發表其作品。相信對於雙方之研究都有事半功倍

之成效。 

本研討會基於以上對未來之規劃，包括：增設網路討論區、邀請國際國內知名學者蒞

臨本校演講、與外校其他相關科系共同舉辦研討會及獎勵論文發表人出國參加會議等。故

未來經費需求預算如下，敬請予以補助： 

補助項目 金額 說                            明 

研究人力

費 

80,000 聘請兼任助理薪資、臨時工薪資 

業

務

費 

 邀請亞洲

學者 

60,000 邀請亞洲學者至工作坊演講 

經費總額：8萬元 

 

經 費 明 細 

經 費 項 目 
單價

（元） 

數

 

量

總  價

（元）

說  明 

兼任助理薪資 

60,850 1 60,850

臨時工薪資 95年 6 月至 12

月，6-11 月每月支薪

10,000 元，12 月支薪 850

元。 

業務費 

臨時工讀生 19,150 1 19,150 臨時工讀生薪資 95年 3-5

月，共 176 小時，第 1-175

小時時薪為 109 元，第 176

小時支薪 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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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140,000  

其他相關資料請至以下網站查閱： 

 http://hwworkshop.netfir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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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變遷與家庭需求研究 
（主持人：社工系沈瓊桃教授） 

 
一、95 年度執行成效 
（一）檢索國內外相關文獻，具體化研究議題與方向 
        「家庭變遷與家庭需求研究」計畫研究群，經多次開會討論，已具體化未來可以

研究合作與發表文章的方向。未來的合作主題將以親密關係暴力受害者的求助行為為

主軸。在研究期間，已進行相關資料檢索與開會討論，共檢索二、三十篇國內外相關

文獻，選定在快速解組的社會變遷與親密暴力威脅下，家庭成員求助行為的因應，期

以落實本計畫探討台灣家庭變遷多樣性與家庭問題多元性等目的。 
 
（二）整理台灣地區親密關係暴力受害者求助行為研究資料 

本研究群將以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王麗容教授於 2002 年進行的「親密暴力與

求助行為研究」資料為基礎，進行資料整理與分析，做為日後文章發表的資料來源。

此研究主要在於探討台灣地區親密關係暴力受害者的求助行為，目前已完成訪問調

查與報告初稿，並邀請到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趙雨龍教授協助，共同討論如

何將該篇報告轉化為可發表的英文期刊文章。 

 
（三）目前邁向頂尖大學之經費補助使用如下： 

  預計於今年 12 月底以前，可以完成 95%以上經費的核銷。 

經費總額： 80000元整 
經 費 明 細 

經 費 項 目 
單價（元） 數  量 總  價 說  明 

碩班兼職研究

助理 
6000 5個月 30,000

助理薪資每月

6,000元。本計劃期
間為 95 年 8月至
95 年 12月，共 5
個月。 

資料檢索費 10000 2筆 20,000  
影印文獻資料

費 
50 40份 2,000  

國內差旅費 300 4次 1,200
專家出席費 1500 2人 3,000

機構洽談研究合作

事宜之差旅費 
電腦耗材：光

碟片、電池、

碳粉匣、墨水

匣、隨身碟儲

存資料 

4000 5個月 20,000  

文具：紙張、

筆、檔案夾、

郵資等 

200 5個月 1,000  

業

務

費 

開會誤餐費 400 7次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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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間與國家社會政策研究」研究群補助案 

---台灣社會品質指標之研究 

（主持人：社工系王雲束助理教授） 
 
一、95年度執行成效： 

（一） 發表論文「Social-economic security for the elderly in Taiwan」於 2006年

9 月 7 日與 8日在台大所舉行的「Social Policy Research Workshop Program --- 

Social-economic security in later life」中（投影片詳見附檔）。 

（二） 整理台灣目前所具備在歐洲社會品質指標架構下的數據呈現（詳見附檔）。 

（三） 提出為期兩年的國科會研究計劃「台灣社會品質指標之建構」（目前正在最後修改

與擬送出之階段）。 

 

目前經費使用狀況如下： 

申請單位：社工系 研究群 

計畫名稱：研究群補助案---國家、民間與國家社會政策研究 

分項計畫名稱：台灣社會品質指標之研究 

經費總額： 6 萬元 

經 費 明 細 
經 費 項 目 

單價（元） 數  量 總  價 說  明 

兼任研究助

理月薪 

4,000 2（人）×5

（月） 

40,000 已核銷 

參考資料蒐

集費 

8,000 1 8,000 影印文獻資料與購

買圖書、資料庫等。

（檢據核銷中） 

 

業

務

費 

雜支 12,000 1 12,000 包括：郵資、文具用

品（含紙張費、錄音

帶、電池等）、電腦

耗材（含印表機碳粉

夾、磁碟片、CD、隨

身碟等）、與辦公室

事務費（含電話費、

職章等）。 

（檢據核銷中） 

 

二、未來規劃（此部分之完成尚須經費予以補助） 

（一） 擬發表論文「Social Quality in Taiwan」於 2007年三月在台大所舉行的「永續

福利社會(Sustainable Welfare Society)國際學術研討會」（paper 撰寫中）。 

（二） 擬將上述發表論文經修改後投稿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該

學刊在歐洲是一年兩期，享有社會政策上的盛譽。 

（三） 擬持續執行「台灣社會品質指標之建構」研究。 

 

所需經費如下： 

申請單位：社工系 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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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研究群補助案---國家、民間與國家社會政策研究 

分項計畫名稱：台灣社會品質指標之研究 

經費總額： 6 萬元 

經 費 明 細 
經 費 項 目 

單價（元） 數  量 總  價 說  明 

兼任研究助

理月薪 

8,000 1（人）×12

（月） 

96,000  

參考資料蒐

集費 

10,000 1 10,000 影印文獻資料與購

買圖書、資料庫等。

 

 

業

務

費 

雜支 14,000 1 14,000 包括：郵資、文具用

品（含紙張費、錄音

帶、電池等）、電腦

耗材（含印表機碳粉

夾、磁碟片、CD、隨

身碟等）、與辦公室

事務費（含電話費、

職章等）。 

 Total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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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排除與社會安全網」研究群 

研究人員：鄭麗珍、劉淑瓊、王雲東、蔡貞慧（主持人）、葉琇姍（校外專家） 

研究助理：許珮君、張蓓琳 

一、95 年度執行成效 
    本計畫自今（95）年度九月開始執行，歷時四個月，主要重點及執行進度分述如下： 

(一) 擬定未來二至三年之研究重點議題方向：透過兩次專家諮詢會議及三次全體研究成員

之討論會，本研究群計畫將近年研究重心放在社會排除議題之本土指標研究及國際比

較研究。進行階段擬從搜集國內、外社會排除指標及文獻著手，然後就現有適合資料

庫進行實證分析，並進行本土質性訪談研究。預訂中期目標為自行發展問卷調查研究。

詳細討論內容及結論可參考報帳所附歷次會議記錄。 

(二) 向國科會提出兩年期研究計畫：經過三次以讀書會方式進行之討論會，本研究擬定出

具體研究題目，進行研究分工，提出為期兩年共分為四階段的研究計畫。 

(三) 經費使用情形： 

經費總額：40,000元整，實際使用 39,882元 
經 費 明 細 

經 費 項 目 
單價（元） 數  量 總  價 說  明 

臨時工資 758 30（日） 22,740協助資料搜集及文書處理等 

資料檢索費 504 1（批） 504線上資料庫檢索 

印刷及影印費 2,031 1（批） 2,031
文獻資料、研究報告之列印、影印、

裝訂等 

消耗性器材 2,614 1（批） 2,614磁片、光碟片、隨身碟、碳粉匣等
文具紙張 713 1（批） 713紙張、筆、檔案夾、電池等 
誤餐費 80 16（人次） 1,280研究討論會（含研究人員及助理）

業

務

費 

專家諮詢費 2,000 5（人次） 10,000
諮詢校外專家學者及召開焦點團體

會議 

二、未來規劃（此部分之完成尚需經費予以補助） 

    因應社會變遷與人口結構變動趨勢，在國內學術界建立起「社會排除與社會安全網」

研究群組實有其必要性。本研究群擬在未來五年進行以下的發展規劃： 

(一) 進行社會排除本土指標建構的實證研究：本研究團隊計畫以兩年的時間植根於實證研

究，發表社會排除議題學術論文，建立台大在此研究議題上的學術地位，以便未來進

一步做廣大的學術社群連結。 

(二) 進行社會排除議題的資料庫與討論群組：本研究群擬在第二年開始著手規劃建立「社

會排除與社會安全網」的網站，作為國內社會排除議題學術研究的資料庫、社會議題

的討論區，以及研究人才的資訊交流場域。 

(三) 與國內、外學者進行交流合作：未來研究群成員擬吸納國內、外對社會排除議題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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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學者進行論壇（Forum），定期舉辦小型研討會，交換學術研究成果，增加學術文
章發表的機會。 

(四) 進行下一階段社會安全網建構的政策分析研究計畫：透過對社會排除議題的分析，無

非是為提出一套完善的社會安全制度規畫，對社會問題提出建言與對策，因此，本研

究群擬在第三年開始進行社會安全制度政策分析研究，透過團隊分工及團隊合作，提

出對現行社會安全制度的實證分析。 

(五) 下年度經費需求： 

經 費 明 細 
經 費 項 目 

單價（元） 數  量 總  價 說  明 
臨時工資 758 150（日） 113,700協助資料搜集及文書處理等 

資料檢索費 2,000 1（批） 2,000線上資料庫檢索 

印刷及影印費 3,000 1（批） 3,000
文獻資料、研究報告之列印、影

印、裝訂等 

消耗性器材 10,000 1（批） 10,000
磁片、光碟片、隨身碟、碳粉匣

等 

文具紙張 2,300 1（批） 2,300 紙張、筆、檔案夾、電池等 
郵電費 5,000 1（批） 5,000 實施本計劃所需郵資、電話費 
誤餐費 80 50（人次） 4,000研究討論會（含研究人員及助理）

業

務

費 

專家諮詢費 2,000 20（人次） 40,000
諮詢校外專家學者及召開焦點團

體會議 

合計：18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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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1066失智症研究群 
（主持人：社會工作系楊培珊副教授） 

 
一、95 年度執行成效 
 
（一）建構台灣 1066失智症研究團隊 
 
  1066 失智症研究是國際失智症協會(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致力推動的

跨國研究計畫，有鑑於全球有三分之二或更高比率的失智症患者（66％）居住在發展中國
家，但僅有約十分之一的失智症相關研究是針對這些失智症研究比較少的地區而進行的，

所以命名為 10/66研究，期待透過 1066研究加強已開發國家（如英國）和發展中國家之
間的學術研究與對話。 

  1066研究的目的如下： 
 估計台灣失智症患者數量； 
 增進對失智症致病原因的瞭解； 
 描述台灣地區失智症患者所獲得的照顧安排狀況； 
 研究照顧失智症患者對照顧者所造成的影響； 
 股利發展支持性服務，以及檢測此類服務之效能 

 目標是透過高品質的研究來推廣失智症相關的資訊與知識，進而影響政府的健康與社會照

顧政策，並領導及發展失智症相關服務。 
   

高品質的研究 ─> 推廣失智症相關的資訊與知識 ─> 影響政府的健康與 
社會照顧政策 ─> 領導及發展失智症相關服務 
 

1066研究之前已在全球 25個點進行過前趨研究，並於 2003三月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 The 
Lancet。後續將依據前趨研究所設計出來的研究程序，於各研究點進行以人口為基礎的研

究(population-based study)以及介入研究(intervention study)。以人口為基礎的研究將探討各
地失智症的盛行率，、風險因素、照顧安排以及照顧帶來的影響。介入研究則企圖瞭解當

地患者及照顧者需要什麼服務？以及如何發展需要的服務？ 
本年度台灣 1066 研究群企圖透過具體的研究計畫，匯集台灣目前積極投入失智症研

究、推廣與照顧服務工作的著名團體與個人，共同協力，形成「台灣 1066失智症研究團隊」，
以建立和 ADI 的 1066 研究團隊合作的平台。本年度的行動包括多次正式與非正式討論。

目前建構台灣 1066失智症研究團隊已有了初步結論，將由參與意願較高的三個單位共四人

擔任主要團隊成員，包括台大社會工作系（社科院）楊培珊副教授、台大醫學系（醫學院）

葉炳強教授、馬偕醫院自殺防治中心主任劉珣瑛醫師、以及天主教失智老人基金會暨天主

教聖若瑟失智老人養護中心共同合作，彼此各自貢獻所長，為 1066研究盡力。 
其中，楊培珊副教授將負責本研究之國際聯繫、國內計畫之資源連接和團隊合作、以

及未來協調社政體系單位支援研究等相關事宜；葉炳強教授負責 1066研究相關生理部分；

劉珣瑛主任負責 1066研究相關與失智症關係密切的老人憂鬱症部分；天主教失智老人基金

會將負責 1066研究中有關失智症患者及照顧者之社會心理及照顧部分的處預。計畫未來的

經費將由團隊各成員向相關單位積極爭取。 
 

（二）與國際失智症協會（ADI）1066研究團隊主持人及其團隊保持密切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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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年 ADI 年會於土耳其召開，會中正式通過 Chinese Taipei成為 ADI會員國，享受
所有會員平等的權利與義務。會中本人掌握機會與 1066研究主持人，英國倫敦 King’s  
Colleg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的 Professor Martin Prince協商是否台灣也可以進入 1066國
際研究團隊，當場獲得他的熱烈歡迎。  

2006 年本人申請台大社會科學院研究群獎助 6萬元。 
2006 年 10 月團隊成員楊培珊、葉炳強及劉珣瑛等三人前往德國柏林參與「國際失智

症協會第 22 屆年會暨學術研討會」，分享台灣失智症相關工作成果，並發表研究及實務論

文。 
會中繼續與 Professor Martin Prince討論台灣 1066失智症研究的計畫，他對台灣團隊的

初步進展表示欣慰，認為台灣能意識到失智症研究的重要性是非常好的。在本人的積極遊

說之下，Professor Martin Prince當場允諾將盡力嘗試是否能提供一些國際的種子經費來協

助我們，但也提醒我們該計畫總經費非常有限，可能主要的經費來源必須來自各國政府或

民間單位。討論之中，Professor Martin Prince並說明未來將積極在已開發國家中（例如更

新英國現有資料）進行 1066 研究，以便進行對照,而台灣將是第一個已開發國家進入 1066
研究計畫。 
 
（三）推動國內與國際失智症研究經驗交流 
 1.參加 ADI 年會（德國柏林），與 1066研究團隊經驗交流。 
 2.本年度於十月一日至七日 邀請北京 1066 研究團隊主持人、北京大學精神衛生研究

中心主人黃悅勤教授來台訪問，分享北京研究的經驗。北京 1066 研究截至目前已進行三

年，完成以人口為基礎的研究。 
未來台灣失智症 1066研究將與北京研究進行比較，瞭解不同的華人地區在失智症的盛

行率、風險因素、照顧安排與照顧影響等議題上的表現有何異同。 
 
二．經費核銷狀況：本年度 6萬元經費已經全數支出，詳細項目如下。 
申請單位：社工系 研究群 
計畫名稱：提昇學術研究 
分項計畫名稱： 1066失智症研究 
經費總額： 台幣六萬元 

經 費 明 細 
經 費 項 目 

單價（元） 數  量 總  價 說  明 
機票簽證費 31000（7480

人民幣×4.14
匯率） 

1 31000 1. 邀請北京大學黃

悅勤教授來台訪

問。 
2. 黃教授辦理入台

簽證與北京至台

北來回機票 
文書行政費 700 1 700 辦理入台證相關郵

資費、辦理費、影印

費等相關費用。 
助理費 4000 5 20000  

 
業

務

費 

工讀生支出 900 1 900 （原 109×8=872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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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28元以致整數） 
雜支 7400 1 7400  

說明：邀請國外學者來訪之花費，本研究群經費有限，僅支出其機票及簽證費。 
 
三．96 年度計畫： 
(一) 支持團隊成員積極進行 2005及 2006 年 ADI 年會發表論文之修訂與投稿，並安排圓

桌討論會以討論論文。 
(二) 翻譯國際失智症協會 1066研究程序及相關問卷，與北京版本比較，之後並進行前測。 
(三) 繼續國際交流，預期項目如下： 

1. 邀請倫敦 King’s College, Prof. Martin Prince（或其團隊成員）來台演講 
2. 繼續與北京大學精神衛生研究中心的交流,並派員互訪 

 
 
96 年度經費需求預算如下，敬請予以補助：  
 
補助項目 金額 說                            明 

人

力

費 
 

研究人力

費 
50,000 聘請兼任助理薪資（每月 4000元共 12月）、臨時工薪資 

國外學者

來訪 
80,000 邀請國外專家來訪及演講 業

務

費 雜支 10,000 文書、行政、影印、圓桌會議誤餐費及其他費用 
合   計 14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