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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交通大學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大學總量發展規模

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1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交通大學 102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 中文名稱：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國際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等

四校相關單位跨校合作)                       

英文名稱： 曾經申請年度：□101學年度    □100學年度   □99學年度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中文名稱：文學碩士 

英文名稱：Master of Arts (Master in Cultural Studies)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人文社會學系 

89 

93 
208 

177 
  

208 

177 

研究所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

言學碩士班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

士班 

91 

89 

 

97 

 39 

50 

28 

 39 78 

50 

28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本申請案參與師資包括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陽明大學之合作師
資與單位，為台聯大系統四校跨校合作，以同一案分別透過四校審核，然後併
案提出。） 

專業圖書 

1.交通大學圖書系統中文圖書: 51392   冊，外文圖書:  22502    冊 
2.交通大學圖書系統中文期刊: 292  種，外文期刊:  450 種 

3.擬增購圖書  1000  冊，期刊 20 種    

招生管道 
甄試入學；外國學生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以及「國立交通大學
接受外國學生申請入學修讀學位暨選讀學分辦法」申請入學 

擬招生名額 
每年 12 名（國際生名額不在此限)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姓名 陳光興 

電話 03-5131593 傳真 03-5734450 

Email chenkh@mail.nctu.edu.tw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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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4-1  申請設立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國際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

士班、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等四校相

關單位跨校合作。以下數據僅列出交通大學部份。)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

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99 年追蹤評鑑結果為通過 

外國語文學系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人文社會學系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尚未受評，將於  103   年受評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

關碩士班達 3年以上。 

【亦即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

設立碩士班達 3年以上】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於 91 學年

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10

年。 

核定公文： 90 年 2 月 22 日 

台高（一）字第 90022768 號  

□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

士班於 89 學年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11 年。 

核定公文：88 年 12 月 28 日 

台(一)高字第 88163715 號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於

97 學年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

成立 3 年。 

核定公文：96 年 10 月 15 日 

台高（一）字第 0960157389 號 
台聯大系統內支援本學程之系所均符

合學術條件，包括： 

1.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2.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3.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4.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5.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6.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7.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 

8.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9.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 

10.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11.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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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央大學法國文學系 

13.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14.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 

師資結構

(詳如表

3、4) 

一、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碩

士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學系支

援者，該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9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

具副教授資格；研究所支援者，

該所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5 人以

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中 3

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二、 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

專任師資應有 15 人以上，其中

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

上資格，且 4人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7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7 位 

(2)副教授以上 5 位 

2.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

士班實聘專任教師 13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3 位 

(2)副教授以上 10 位 

3.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實

聘專任教師 21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1  位 

(2)副教授以上 12  位 

 

二、台聯大系統支援本學程之跨領域相

關師資共計 59 位，其中教授 22 位，副

教授 20 位，助理教授 17 位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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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第四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跨領域研究為當前國際學界趨勢。不同領域之間的對話以及互通共享的思想資源可

以激發更具前瞻與創新的學術研究與知識生產，也更能夠由多元的視角、多向度的分析

來深刻認識全球化脈絡之內正在不同社會結構裡發生的新興現象。二十世紀下半葉在歐

美各地區首先新興的「文化研究」便是人文社會學科所發展的跨領域學術空間，不僅促

成了人社領域各傳統學科之間的對話對詰，更以跨領域視角與整合式專業基礎敏銳掌握

世界局勢變遷與當前知識議題，生產極具學術活力與分析創意的研究成果。 

文化研究在全球不同地區皆因應在地歷史環境與社會結構而發展具有不同特性的

學術體制。亞洲地區面對本世紀複雜多變的現代化歷史過程以及劇烈變遷的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亦紛紛成立跨領域整合之文化研究單位與系所，包括韓國（首爾大學、延世大

學、國立藝術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立命館大學、九州大學），中國大陸（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上海大學），香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嶺南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新加坡（國立新加坡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印尼（印尼大學），印度（文化與社會研究

中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等等，還有一些正在各國積極成立的單位。種種跡象都顯示，

文化研究不但方興未艾，而且在已然崛起的亞洲脈絡中對轉型的社會與文化都有能力提

出具有理論高度和分析洞察力的論述，也使亞洲人文學術得以與歐美文化研究分庭抗

禮。其中積極串連亞洲各地文化研究社群、促成跨國跨文化學術交流的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國際學術期刊於 2000 年正式創刊，由世界著名出版社 Routledge 出版發行，編輯

部設於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由陳光興負責主編（共同執行主編為新加坡大學蔡

明發）。過去十年中，該刊不僅搭建起亞洲龐大的學術網絡，透過每兩年召開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會議建立起國際學術之公信力，也因期刊編輯部位於台灣而將台

灣的文化研究帶入國際學術舞台。 

台灣的文化研究於解嚴後劇變的台灣社會脈絡中興起並迅速發展積極整合，於 1997

年獲得國科會認定為跨學科領域之一，並賦予獨立的次領域代號（HO）。1998 年台灣文



 

第 5 頁，共 19 頁  

化研究學會(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CSA)正式成立，迅速成為最具活力和生產力的

學術群體。十多年來，歷經七任理監事工作團隊的努力，由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

大學、台灣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師範大學輪番舉辦了十一次大型年會，每一次

的參與人數不斷增加，最高曾達一千人次。學術活力豐沛的《文化研究電子月刊》出刊

了 130 期；學術刊物《文化研究》(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學刊出版了 11 期，

由朱元鴻教授主編。這些活動顯示在地文化研究所累積的學術實力和影響力，也推動了

文化研究在學院體制化的必要性。可惜至今，2002 年交通大學創設的「社會與文化研究

所」仍是台灣唯一的文化研究教學研究機構，推動著台灣內部文化研究的發展，同時也

成為台灣與國際文化研究接軌的主要窗口。 

為進一步擴大也擴散文化研究在台灣已經形成的學術影響力，並具體接合亞洲地區

蓬勃發展中的文化研究社群，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陽

明大學）內陣容堅強的文化研究師資，以累積了長達八年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

究跨校碩博士生學分學程」的穩定合作作為基礎，繼續發展跨校合作的架構，提出「亞

際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國際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實具有極為優越的利基。台聯大

系統文化研究團隊在台灣具有學術領導地位，不但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前四屆理事長

──陳光興教授、劉紀蕙教授、朱元鴻教授、何春蕤教授，皆是台聯大系統之資深教授，

理監事中也有許多位屬於台聯大系統；台聯大各校的中壯代與新進師資亦多具有跨領域

文化研究之視野與研究成果，早以研究團隊的形式建立了可觀的學術基礎和傑出的研究

記錄。已經獨具特色的研究室包括交通大學的亞太／文化研究中心、人文社會理論研究

室、新興文化研究中心、電影文化研究中心，清華大學的亞太／文化研究中心，中央大

學的性／別研究室、視覺文化研究中心，以及陽明大學新成立的視覺文化研究室，這些

學術群聚的效應也都倍增了學術實力和生產力。 

國內目前人文社會學科之跨領域研究所尚屬少見，「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國際學

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以跨校與跨領域之國際學位學程作為規劃模式，將可培育人

文社會跨領域之尖端人才，因應快速發展變化中的國際局勢與人文社會知識結構，提供

具先端問題意識之研究成果，並利用文化研究學位學程接軌國際學界的實力提升台灣學

術研究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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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案由交通大學人社院提出，不但整合院內文化研究相關之系所與師資，也跨院

連結客家學院相關師資，更跨校接合台聯大系統其他三校的相關系所和師資，共同組成

前所未見的雄厚教學群體（目前總共 59 位優秀跨校師資支援本學程的課程，分別來自

台聯大四校 17 個不同的人社系所），經八年的合作和溝通，積極規劃出具有學術高度與

區域競爭力的專業課群和學術研究團隊，徹底實現跨領域、跨校系的知識生產凝聚。為

維持跨校的緊密結構，以知識互通來切實突破校際藩籬，本案由四校以同一案同時提

出，經各校相關程序審查通過後，向教育部提出四校統合之申請案。 

跨校架構之所以能在台聯大系統出線，主要是因為文化研究領域相關研究者在台聯

大系統內的歷史性群聚和蓬勃學術生產力使然。作為 1990 年代解嚴後隨社會劇變而新

興的跨領域學術，文化研究本來就是從傳統學域的邊界處開墾嶄新的分析視角以詰問傳

統學域的知識框架和侷限，這個徹底撼動學域界限的知識生產當然也創造了新的動力，

鼓勵有識之士集結開拓。從 2002 年開始，相關師資便在零星的場合自動開始討論如何

跨校合作，以加乘學術交流和相互借鏡的效果，這些互動和對話於是構成了文化研究師

資由下到上的積極整合活動。2003 年台聯大系統開始成形，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生學分

學程順水推舟成為第一個由師資集結主動實驗促進跨校合作的具體架構：跨校學程的修

業要求直接體現了跨校修課的設計，而藉著台聯大交通車的巡迴，各校研究生得以切實

跨校選課，豐富學習；跨校師資在文化研究「跨領域」的特質下也藉著國科會的經費組

成跨校的整合型研究計畫，推動跨校學術會議和活動，在具體研究中形成跨校的學術合

作；文化研究領域泛亞洲的學術串連則透過暑期課程、國際學生互訪、亞洲連結會議、

文化研究國際交流簽約等等跨國活動，拉起更為廣泛的亞際合作框架。這些形形色色的

「跨」，都構成了本案的獨特架構和特色，也構成了本案所特有的知識活力和實力。 

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架構中最為清楚而堅實的結構性觸媒，就是透過台聯大文化研

究跨校碩博士生學分學程而形成的專業課群架構。檢視台聯大系統各校文化研究師資學

術研究的主題和特色，我們發現有著極為清晰的群聚形貌，因此也以這些群體的學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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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為跨校課群架構的主題，以整合出台聯大文化研究的學術特色和發展方向。目前規

劃好的四個專業課群包括：「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視覺

文化」、「性／別研究」。四個課群都有其特殊群聚主導的校區，但是也有相同研究興趣

的同仁散在各校；這種既集結也分散的狀態，正好構成了跨校合作既有各校特殊優勢也

有賴他校合作的學術合作特色，我們也在學分學程的操作經驗中不斷修整，緊密連結。 

經過八年的緊密合作，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生學分學程的運作已

經成熟，希望能夠進一步晉升到可以吸收更多優秀學生，讓我們的學術實力能夠透過廣

泛的再生產而擴大影響力。本案提出之「亞際文化研究博士學位國際學程（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因此將以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團隊的研究重點作為基礎，以台灣與東亞之歷

史關係網絡作為學術資源腹地，以亞洲作為立足於國際學術以及文化交流之樞紐位置，

發展具有特色的跨校學位學程。四組專業領域課群將由不同校區人文社會之師資，包括

中文、台文、外文、歷史、哲學、社會、藝術等，以議題導向，針對亞際文化研究進行

跨領域之課程規劃。 

本學程分為前述之「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視覺文

化」、「性／別研究」四大課群，形成四大研究重點，依序分別由交大、清大、陽明、和

中大各自負責一個課群的師資規劃及課程整合。四校以同一管道透過籌備中的台聯大亞

際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招生，以審查篩選優秀的國際生入學；同時，為避免國際生形成孤

島效應，本學程也比照中研院模式招收本地生，共同學習。通過甄試之學生，依其研究

方向進入主導課群的學校，可以依修業規定選修本學程在四校所開設的所有課程，修業

完畢後由歸屬的學校頒發學位證書。學程規劃課程分成三層：核心共同必修課程（英語

授課），專業領域特色課群必選初階課程（英語授課），以及特色課群周邊進階選修課程

（雙語授課：華語，英語）。無論是基礎的理論課程或是進階的專業課程，我們都將透

過跨文化的比較觀點切入，而將台灣－東亞－亞洲放置於全球國際脈絡之內探討。以下

略述四大課群之特色主題： 

由交通大學負責規劃的「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課群，針對東北亞地區的現代歷

史所牽涉的知識建構與民族國家形成，提供跨區域文化議題的理論性與脈絡性的切入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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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包括國家主義、殖民社會與後殖民理論、主體化工作、知識翻譯、生命政治、語言

與認同、歷史書寫、國家政治暴力、全球化與移工問題等。 

由清華大學負責規劃的「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課群，嘗試把亞際的文化資源、歷

史經驗、與社會現實，聚焦在當代思潮──包括文化多元主義、民主、地方自主、全球

化、綠色生活的脈絡下，透過社會運動的具體實踐，來釐清、並推進「理想」與「現實」

的多層次辯證關係。希望透過這個實踐/實驗的過程，亞際文化可以經歷進步性的轉化，

進而豐富、延展當代思潮，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文明而努力。 

由陽明大學負責規劃的「視覺文化」課群，從文化與社會的角度詮釋各種視覺的人

造物，包括美術、攝影、電影、電視、廣告、時尚、數位影像、科技圖像等等。本課群

結合美術史與、視覺傳播的方法與實踐，以跨學科角度納入相關領域研究，如批判理論、

性/別研究、全球化研究、後殖民研究、新媒介研究、歷史研究等等，從文化交流與全球

化的角度探討台灣－東北亞－亞洲視覺文化的形式美感、歷史意涵與社會實踐。 

由中大負責的「性/別研究」課群，重新思考性別、性、及其他社會元素的相互關連

與操作，及其在消費、再現等等領域中的呈現，特別是它們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變化位移。

本課群以具有在地特色的「性／別研究」規劃課程，關注在地、區域與全球的性／別政

治之關連佈局，以知識／權力為焦點，既注重主體能動、草根社運與歷史面向，也注重

法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結構面向。 

以上四個面向反映出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領域的研究人才專長，也反映出台灣當前

的社會需求和學術發展趨勢。本學位學程的規劃和設計將提供細緻的視野與國際關注，

企圖在思惟的高點培養宏觀的文化研究人才，以便提升目前本地的人文社會學術研究，

並進一步與國際學術研究社群接軌。    

參、本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跨越疆界的具體整合串連趨勢：本學程之規劃與設計奠基於全球化趨勢，以具有前瞻性

與彈性學制的原則，整合跨校教學資源，走在世界學術潮流的最前端。除了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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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際學術之顯學外，我們認為未來高等教育的走向是打破一切本位主義，是跨領域、

跨單位、跨校、跨國合作。唯有如此，學生才能充分受惠於極其豐富與開放的教育資

源。除學生互訪，學分相互承認之機制外，我們認為碩博士生的跨校、跨國共同指導

與國際研究團隊的形成，將大大的增加研究生的競爭力，也才能創造出最具寬廣視野

的新知識。本學程的規劃設計因此都以此跨領域、跨國構想作為框架。 

 

二、貼近全球局勢變化的文化分析：亞洲正在崛起，然而過去台灣學界基本上的國際合作都

是以美國為主要對象。本學程在過去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國際刊物的基礎下，推

動大規模亞洲學界的互動，除了與東北亞的日、韓、中國大陸密切交流，也已經開始

與南亞與東南亞進行交流與合作，以形成亞際各國的串連。本學程的「亞際」取向正

在反映亞洲崛起的現實，以及捕捉理解這個現實的學術努力。這些努力，將把台灣的

學術合作推往更為多元的方向發展，使其貼切於亞洲變動的新方向，能夠進入亞洲的

國際網絡，就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取得無法忽視的位置。 

   ： 

肆、本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必填）：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

形2） 

 
本學程由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學程設於四校的辦公室共同設置招生委員會統一窗口

辦理招生。初步規劃四校每年招收碩士生共 12 人，根據學生興趣以及指導教授的安

排，到不同校區修課，可以在兩個以上校區完成修業要求。國際生的名額依申請案

件以及各校狀況另行決定。招生對象包括國際生和本地生，僑生與陸生另計。非台

灣本地學生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國立交通大學接受外國學生申請

入學修讀學位暨選讀學分辦法」以及陸生僑生相關入學辦法申請入學；本地生一律

甄試入學，名額由各校總量調整勻出，招生名額不佔用各校人社院的招生名額。凡

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畢業、申請程序與審查通過者，得進入本學程碩士班就

讀。 

 

                                                 
2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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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3、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2、就業領域主管

之中央機關4） 

 
一、作為亞洲崛起的先行國家之一，中華民國在經濟發展上已經進入成熟期，也隨著

資本的快速流動而逐漸退入背景，然而在文化生產和創意上仍然保有先機，因此也更

需要具有亞洲視野和跨界思考的人文社會領域人才，透過學術活力來繼續維持論述優

勢，並在亞洲的脈絡內形成串連合作的主體和組織。本學程的訓練正合此一重要歷史

重責所需，而畢業學生也將可以在泛亞洲的就業環境中得到最靈活多元的出路。 

 

二、隨著亞洲崛起成為全球聚焦之所在，亞洲內部的國際互動亦成為大勢所趨。本學

程的畢業生將以台灣為基地進行比較研究，再加上與亞洲各地學術單位互換交流的實

質經驗，應可大幅增加畢業生在媒體、文職、教育等職場上的競爭優勢。其中具有主

體性知識實力來面對解釋變動中的世界者，將可更上層樓修讀博士學位。 

    

伍、本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一、本學位學程將繼續促進本校內部跨院系所不同學術單位之合作，更具體的搭起台聯大

系統內校際合作的橋樑，推動學術活力的加乘效果，促使台聯大的切實整合以及對外

的跨國串連合作。 

二、本學位學程擁有雄厚的師資與研究實力，更因為研究團隊的活躍而形成國際知名度，

一旦招生，將對亞洲地區學生形成極大的吸引力，對所有參與之學校之國際知名度的

提升均有助益，特別將大幅改進各校過去只著重理工科學的形象。 

三、本學程的跨校合作和團隊運作將各校年輕教師帶入國際學術舞台，同時使新進研究生

能夠直接參與到國際化過程，累積更多實力準備進入學術市場之激烈競爭，充實本校

的學術競爭力與可見度。 

 

陸、本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條述課程結

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一、 課程結構：分三層課程規劃──（一）核心共同必修課程：「亞際文化研究導論」3

                                                 
3
 可參考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填列。 

4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署等。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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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英語授課）以及「論文研究方法」3 學分（英語授課），（二）初階專業領域

課群必選課程（英語授課），以及（三）進階專業領域課群必選課程（雙語授課：

華語，英語）。台聯大系統總部將負責提供基礎華語課程。 

二、 課程設計特色：本學程課程皆以跨領域與跨文化的觀點切入，透過基礎理論、歷

史脈絡以及進階專題，將台灣－東亞－亞洲放置於全球國際脈絡來探討文化研究議

題。除核心共同必修課程之外，另分四組專業課群：（一）「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

針對東亞地區的現代歷史所牽涉的知識建構與民族國家形成，提供跨區域文化議題

的理論性與脈絡性的切入視角，包括國家主義、殖民社會與後殖民理論、主體化、

生命政治、語言與認同、歷史書寫、國家政治暴力、全球化與移工問題等。（二）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著重於近現代世界的變化與知識生產互相滲透的思想訓

練，從區域性文學、歷史、社會出發，探索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的多層次辯證關係。

（三）「視覺文化」結合美術史與視覺傳播的方法與實踐，從文化交流與全球化的

角度，探討台灣－東北亞－亞洲視覺文化的形式美感、歷史意涵與社會實踐。（四）

「性／別研究」重新思考性別、性、及其他社會元素的相互關連與操作，及其在消

費、再現等等領域中的呈現，特別是它們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變化位移。 

三、 修業規定：至少應修畢 24 學分（碩士論文 6 學分另計）。包括核心共同必修課「亞

際文化研究導論」3 學分，以及「論文研究方法」3 學分；學生個人選定之專業領

域特色課群必選至少 9 學分，含初階 6 學分與進階 3 學分；碩士論文 6 學分。 

四、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課   程   內   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

選

修 

任課教師 專

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修業

期間 

碩士論文 

Master’s Thesis 

6 必

修 
個別指導 

   

核心共同必修課 

修業

期間 

亞際文化研究導論 

Introduction to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3 必

修 四校輪流 

   

修業

期間 

論文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sis Writing 

3 必

修 四校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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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研究學群 

初階 

東亞現代性專題 

East Asian Modernity 

3 選 劉紀蕙 

（交大社會

與文化研究

所） 

專 美國伊利諾大

學比較文學博

士 

現代主義與現代

性、精神分析、視

覺文化研究 

跨國主義與全球化 

Globalization & 

Transnationalism 

3 選 

黃倩玉 

（清大人類

學所） 

專 

美國波士頓大

學人類學博士 

全球化、宗教與現

代性、性別與宗教 

族群、文化、認同 

Ethnicity, Culture, Identity 

3 選 莊雅仲 

（交大人文

社會學系） 

專 美國杜克大學

文化人類學博

士 

文化人類學理

論、社會運動、地

方與空間 

進階 

批判理論專題 

Seminar on Critical Thought 

3 選 

 

 

甯應斌 

（中央哲學

研究所） 

專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哲學博士 

性／別理論、社會

理論、性／別政治 

東亞戰後思想狀況專題 

Seminar on The Intellectual 

Situation of Post-War East Asia 

3 選 彭明偉 

（交大社會

與文化研究

所） 

專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博

士 

中國現代研究、當

代文學研究、台灣

文學研究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 

Taiwanese Literature under 

Japanese rule 

3 選 王惠珍 

（清大台灣

文學所） 

專 日本關西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

專攻博士 

日治時期台灣文

學、東亞殖民地文

學、中國現當代文

學 

日據時期滿洲文學專題 

Manchu Literature under 

Japanese rule 
3 選 

柳書琴 

（清大台灣

文學所） 

專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博

士 

日據時期台灣文

學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研究學群 

初階 

史學經典閱讀 

Reading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3 選 

鐘月岑 

（清大歷史

所） 

專 

美國芝加哥大

學歷史學系博

士 

婦女史、中日現代

史 

中國近現代史專題 

Topics in History of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3 選 

鐘月岑 

（清大歷史

所） 

專 

美國芝加哥大

學歷史學系博

士 

婦女史、中日現代

史 

社會運動與土地政治 

Social Movement and Politics 

of Land 

3 選 

陳瑞樺 

（清大社會

所） 

專 

法國社會科學

高等研究院社

會學博士 

文化社會學、政治

社會學、社會學理

論 

進階 

晚明書院運動與地方文化 

Academy Movement in the 

Late Ming and Local Culture 

3 選 

李卓穎 

（清大歷史

所） 

專 

美國哈佛大學

東亞文明系博

士 

明清思想史、文化

史、近世地方史 

宗教與現代性專書選讀 

Religion and Modernity: 

Selected Readings 
3 選 

黃倩玉 

（清大人類

學系） 

專 

美國波士頓大

學人類學博士 

全球化、宗教與現

代性、性別與宗教 

近代日本思想專題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3 選 藍弘岳 

（交大社會

與文化研究

所） 

專 日本東京大學

總合文化研究

科博士 

日本思想史、日本

漢學、東亞思想文

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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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土地與農業 

Land and Agriculture in 21 

Century 
3 選 

李丁讚 

（清大社會

學研究所） 

專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麥迪遜）

社會學博士 

政治社會學、文化

社會學、社會理論 

視覺文化研究學群 

初階 

電影理論 

Seminar on Film Theories  
3 選 

林文淇 

(中央英美

語文學系)  

專 

美國紐約州立

大學石溪分校

比較文學博士 

電影研究、華語

電影研究 

攝影理論 

Seminar on Photography 

Theories 

3 選 

許綺玲 

（中央法文

國語文學

系） 

專 

法國巴黎第一

大學藝術學博

士 

跨藝術研究、圖

像符號學、視覺

理論、法國文化

研究 

台灣電影及其批評 

Taiwan Film and Its Criticism 
3 選 

謝世宗（清

大台灣文學

所） 

專 

美國耶魯大學

東亞語文研究

所博士 

台灣電影、戰後

台灣文學、文化

研究理論 

進階 

性別理論與視覺文化 

Gender Theories and Visual 

Culture 

3 選 

劉瑞琪 

（陽明人文

與社會科學

院藝術與文

化研究組） 

專 

美國Bryn Mawr 

College 藝術史

博士 

西洋近代藝術

史、視覺文化、

女性攝影家、性

／別研究、文藝

理論 

近代中國與歐洲的藝術交流 

Art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3 選 

吳方正（中央

藝術學研究

所） 

專 

法國法蘭許．貢

提大學藝術史

博士 

西方藝術史、中

國現代視覺文

化、近代藝術交

流史、展示文化 

台灣觀光與視覺文化 

Taiwan Tourism and Visual 

Culture 3 選 

蘇碩斌（陽

明人文與社

會科學院藝

術與文化研

究組） 

專 

台灣大學社會

學系博士 

都市文化 、視覺

文化、休閒與觀

光研究、媒介文

化 

視覺文化與國家認同 

Visu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3 選 

黃桂瑩（陽

明人文與社

會科學院藝

術與文化研

究組） 

專 

英國埃塞克斯

大學藝術史與

藝術理論博士 

十八、十九世紀

歐洲藝術、攝影

史、視覺文化 

性／別研究學群 

初階 

性／別理論專題 

Seminar on Gender/Sexuality 

Theory 

3 選 甯應斌 

（中央哲學

研究所） 

專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哲學博士 

性／別理論、社會

理論、性／別政治 

性研究專題 

Seminar on Sexuality Studies 

3 選 何春蕤 

(中央英美

語文系) 

專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英美文學

博士 

性政治、女性主義

理論、文化研究理

論、身體理論 

酷兒理論專題 

Queer Theory 

3 選 黃道明 

(中央英美

語文學系) 

專 英國薩克斯大

學媒體研究博

士 

酷兒研究 文化研

究 媒體研究 

進階 
情感研究 

Seminar on Emotion Studies 

3 選 劉人鵬 

（清大中國

專 台灣大學中文

系博士 

明清學術史、晚清

現代性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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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系） 別、酷兒研究 

女性主義專題 

Seminar on Feminisms 

3 選 丁乃非 

(中央英美

語文學系) 

專 美國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英

美文學博士 

性別研究、文化研

究、小說理論、女

性主義之性別政

治 

家庭生活及其政治 

Politics of Domesticity 

3 

 
選 

 

白瑞梅 

(中央英美

語文學系) 

專 美國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

文學博士 

女性主義理論、酷

兒文學、性／別與

現代性 

批判理論專題 

Seminar on Critical Thought 

3 選 甯應斌 

（中央哲學

研究所） 

專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哲學博士 

性／別理論、社會

理論、性／別政治 

台聯大系統內尚有 35 位專任-師資支援本學程課程，詳細課程將由本學程之課程委員會於開課當學

期公佈 

 

學程全體師資名單 

「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師資群：21 人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陳光興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及大眾傳播博士 

劉紀蕙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朱元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社會學博士 

劉人鵬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蔡英俊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英國華威克大學比較文學理論博士 

黃文宏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所 教授 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 

張維安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 

傅大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博士 

林淑芬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英國艾塞斯大學政治學博士 

邱德亮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明研究所博

士 

于治中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 副教授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 

陳傳興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 副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 

王俐容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 副教授 英國華威大學文化政策博士 

蘇碩斌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藝術與文化研

究所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藍弘岳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助理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 

彭明偉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蔡晏霖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人類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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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助理教授 日本關西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專攻博士 

謝世宗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助理教授 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 

陳瑞樺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HESS) 社會學

博士 

石婉舜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博士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師資群：25 人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劉人鵬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 

林聰舜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蔡英俊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英國華威克大學比較文學理論博士 

黃文宏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所 教授 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 

李丁讚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教授 美國麥城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 

張維安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 

于治中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 教授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 

甯應斌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 

陳光興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及大眾傳播博士 

陳傳興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 副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 

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 

黃倩玉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學人類學博士 

張旺山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所 副教授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哲學博士 

林淑芬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英國艾塞斯大學政治學博士 

莊雅仲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副教授 美國杜克(Duke)大學文化人類學博士 

鐘月岑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 

李卓穎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 

謝世宗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助理教授 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助理教授 日本關西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專攻博士 

古明君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美國新學院大學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社會學博士 

陳瑞樺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HESS) 社會學

博士 

劉正忠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顏健富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第 16 頁，共 19 頁  

許維德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社會學

系博士 

彭明偉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 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視覺文化」師資群：22 人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馮品佳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 Wisconsin-Madison 大學 英文系博士 

劉紀蕙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張靄珠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 戲劇研究博士 

白大維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吳方正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教授 法國法蘭許．貢提大學 藝術史博士 

林文淇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比較文學博士   

傅大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博士 

林建國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余君偉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林文玲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副教授 德國哥廷根大學 人類學系哲學博士 

段馨君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戲劇劇

場系博士 

賴雯淑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副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教育哲學博士 

陳傳興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 語言學博士 

馬雅貞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 副教授 美國史丹佛大學 藝術史博士 

曾少千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副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 藝術史博士 

周慧玲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 表演學研究所博士 

許綺玲 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學博士 

劉瑞琪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藝術與文化研

究所 副教授 
美國 Bryn Mawr College 藝術史博士 

蘇碩斌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藝術與文化研

究所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黃桂瑩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藝術與文化研

究所 助理教授 
英國埃塞克斯大學藝術史與藝術理論博士 

謝佳娟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藝術史博士 

謝世宗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助理教授 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 

「性／別研究」師資群：15 人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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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蕤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學 語言教育博士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英美文學博士 

丁乃非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比較文學博士 

白瑞梅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比較文學博士 

甯應斌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教授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哲學博士 

劉人鵬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博士 

張靄珠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 戲劇研究 博士 

張翰璧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 副教授 德國 Bielefeld 大學 社會學博士 

劉瑞琪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藝術與文

化研究所 副教授 
美國 Bryn Mawr College 藝術史博士 

黃倩玉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學 人類學博士 

周慧玲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 表演系博士 

黃道明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副教授 英國薩克斯大學 媒體研究博士 

謝莉莉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副教授 美國杜克大學 文學博士 

呂文翠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 

古明君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美國新學院大學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社會學博士 

沈秀華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美國堪薩斯大學 社會學博士 

 

柒、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國立交通大學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51392  冊，外文圖書 22502  

冊，100-102 學年度擬增購  東亞思想、批判理論   類圖書  1,000  冊；中

文期刊  292  種，外文期刊   450  種，  100-102   學年度擬增購 5  類

期刊 20 種。 

二、台聯大四校圖書館典藏皆可互通，未來亦將隨各校發展增購新書期刊。 

三、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主要設備名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學系可支援  

        學年度增購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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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本系(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平方公尺。 

(三)座落＿＿＿大樓，第＿＿＿樓層。 

二、本系(所)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包括師生人數之增加、建築面積成長及單位學生、教師校舍建築面積之改變

等) 

 
本學程包含四校教師支援課程，四年之內教師人數增長有限，且皆為校內既有師資；

歸屬交通大學校區的學生人數則可能在四年內由 6 人增為 20 餘人。學程所需之授課空

間將融入台聯大各合作系所之既有空間，學生將近入各合作系所之課程上課，唯國際

研究生住宿問題將與四校校方溝通優先提供。 

 

四、 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學程研究生研究室（50m2）已納入新建人社三館空間之規劃。  

  

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就台灣人文學術界整體而言，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為基礎之亞際文化研究碩

士學位國際學程是極其少數的長期合作團隊，參與單位與人員的學術理念在於丟開

本位主義，尋求有助於學術創新發展的有利整合條件，過去八年順暢合作的基礎則

是此次轉化為學位學程的基礎與保障。 

  如何強化台灣與亞洲訓練出來碩博士生之國際學術競爭力是極為迫切的問

題。本學程與「亞際文化研究」學術社群之網絡鍊結是使學生直接進入國際學術圈

的捷徑。本學程的核心成員長期是該網絡的積極份子，深刻體認到十年間互助合作

以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刊物為平台所建立起來的互信關係是人文社會領域中

罕見的學術優勢。隨著亞洲崛起成為全球的焦聚之所在，亞洲內部的國際互動亦成

為大勢所趨，學生如果能夠以台灣為基地進行比較研究，再加上與亞洲各地學術單

位互換交流的實質經驗，應可大幅增加學生的競爭優勢。我們期待下一代訓練出來

的學者比上一代更具有主體性的知識實力，更能面對、解釋變動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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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研究是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少數具有高國際能見度和領先競爭力的領域，

在世界學術舞台上也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力。我們期待這個優勢能有更寬闊的、有

建制支撐的長期發展，讓在地的文化研究學術實力能夠充分伸展，在全球大學的專

業特色發展中發揮它潛在的動力。  

 

 

 
 
 
 
 
＊本計畫書需逐案填報，僅有主領域的申請案，每案列印 1式 10份，跨

領域案件，每案列印 1式 12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