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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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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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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Doc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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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博士 
英文名稱：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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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188 

  
197 
188 

研究所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102  4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外國語文學系暨外國文學與
語言學碩士班 
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
碩士班 

91 
89 
 

97 

 
35 
53 
35 

36 
71 
5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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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冊，期刊 20 種    

招生管道 
甄試入學、考試入學；外國學生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以及本校
「外國學生入學辦法」申請入學 

擬招生名額 每年 3 名（四校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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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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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國立清華大學申請增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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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 104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學位學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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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

依註 1 體例填

報） 

中文名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Doc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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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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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博士 

英文名稱：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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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69 年 

71 年 

226 

256 

56 

41 

66 

0 

348 

297 

研究所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102  1   

歷史研究所 

社會學研究所 

人類學研究所 

台灣文學研究所 

 

 

74 年 

76 年 

76 年 

91 年 

0 

0 

0 

0 

71 

72 

43 

39 

20 

16 

16 

0 

91 

88 

59 

39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 (碩 )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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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圖書系統中文圖書: 422,667 冊，外文圖書: 193,298 冊 

2.清華大學圖書系統中文期刊: 3,855 種，外文期刊: 2,088 種 

3.擬增購圖書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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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 

擬招生名額 每年 3 名（四校合計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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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社院學士班教授 姓名 李丁讚 

電話 03-5724876 傳真 03-5723869 

Email dtlii@mx.nthu.edu.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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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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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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國立中央大學申請增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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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央大學 104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學位學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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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

依註 1 體例填

報） 

中文名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Doc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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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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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博士 

英文名稱：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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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系 

英美語文學系 

法國語文學系 

83 年 

73 年 

89 年 

223 

222 

210 

39 

30 

16 

28 

0 

0 

290 

252 

226 

研究所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102  4   

哲學研究所 

藝術學研究所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88 年 

82 年 

92 年 

0 

0 

0 

19 

26 

19 

27 

0 

0 

46 

26 

19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 (碩 )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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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圖書系統中文圖書: 12,126 冊，外文圖書: 8,144 冊 

2.中央大學圖書系統中文期刊: 1,070 種，外文期刊: 3,066 種 

3.擬增購圖書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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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外國學生入學辦法」申請入學 

擬招生名額 每年 3 名（四校合計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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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系講座教授 姓名 何春蕤 

電話 03-4262926 傳真 03-4262927 

Email sexenter@cc.ncu.edu.t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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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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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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國立陽明大學申請增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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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大學 104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學位學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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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

依註 1 體例填

報） 

中文名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Doc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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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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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博士 

英文名稱：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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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 視覺文化研究所 102  5  5 

研究所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97  15  15 

研究所 心智哲學所 97  10  10 

中心 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83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 (碩 )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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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大學圖書系統中文圖書: 5,435 冊，外文圖書: 6,006 冊 

2. 陽明大學圖書系統中文期刊: 74 種，外文期刊: 125 種 

3.擬增購圖書 4,234 冊，期刊 199 種         

招生管道 
考試入學；外國學生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以及本校「外國學生
入學辦法」申請入學 

擬招生名額 每年 3 名（四校合計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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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

所教授 
姓名 劉瑞琪 

電話 02-28267207 傳真 02-28235660 

Email jcliu@ym.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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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4-2  申請設立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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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博士班達 3 年以上。【亦即主要支

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博士班達 3

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於 92 學年

度設立，至 102 年 9 月止已成立 11

年。 

核定公文： 91 年 5 月 8 日 

台高（一）字第 91063922 號  

□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

士班於 83 學年度設立，至 102 年 9

月止已成立 20 年。 

核定公文：82 年 8 月 2 日 

台高(一)高字第 82043221 號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於

93 學年度設立，至 102 年 9 月止已

成立 10 年。 

核定公文：92 年 9 月 29 日 

台高（一）字第 92014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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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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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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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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學系支援

者，該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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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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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4 位 

(2)副教授以上 9 位 

3.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實

聘專任教師 22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1  位 

(2)副教授以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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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理學 (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

類)、工學、電資、醫學領域：近

五年（95.12.1-100.11.30）該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5平

均每人發 表6於具審查機制之學

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

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

合計十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

應有五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

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

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

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

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

合計      篇（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 

 

 
 人 文 領 域 ： 近 五 年

（97.12.1-102.11.30）該院、系、所

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

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

專書論文五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

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

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1.近 5 年本學程跨校核心與授課師資

30 人，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8.1 

篇。 

2.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

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資料庫之學術

期刊等 3.0 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

 符合 

□ 不符 

                                                 
5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6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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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之學術期刊（通訊作者、第一

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

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7經專業審查8

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1.5 本/人。 

 
□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

播類 ) 及管理領域：近五年

（95.12.1-100.11.30）該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

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篇

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

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

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

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

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

出版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二本以

上。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合計      篇

/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

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

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

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人。 

 

 
□ 法 律 領 域 ： 近 五 年

（95.12.1-100.11.30）該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

人發表於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

文五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機制

之學術專書論文），且其中應有

二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

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

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

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

出版具有審查機制之專書論著一

本以上。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

計  篇/人。 

2.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學

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含設計類)領

域：近五年（95.12.1-100.11.30）

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

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所舉辦

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

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五項

以上，且其中展演場次二場以上

應為個人性展演，或其中應有二

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

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項/

人，其中展演場次   場/人，為個人

性展演，或其中   篇/人，發表於國

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

文。 

 

                                                 
7
 出版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訊。 

8
 專業審查係指著作經出版發行單位或期刊刊登單位所定之專業外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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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

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9 

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4-2  申請設立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清華大學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中國文學系、人類學研究所、 

社會學研究所、歷史研究所、台灣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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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數據僅列出清華大學部份。) 

 

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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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人類學研究所碩/博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歷史研究所碩/博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

關博士班達 3 年以上。【亦即主要支

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博士班達 3

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1. 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於 85 學年度設

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16 年。 

核定公文： 84 年 4 月 19 日 

台高 017729 號 

2. 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於 93學年度設

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8 年。 

核定公文： 92 年 8 月 11 日 

台高(一)字第 0920111253A 號 

3. 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於 85學年度設

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16 年。 

核定公文： 87 年 4 月 10 日 

台高(一)字第 87036219 號（由社會

人類學研究所調整） 

4. 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於 101 學年

度設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0

年。 

核定公文： 100 年 6 月 28 日 

台高(一)字第 1000109087C 號 

5.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於 84 學年度設

立，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17 年。 

6.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成立於民國 78

年，至 100 年 9 月止已成立 23 年。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台聯大系

統內支援本學程之系所均符合學術條

件，包括： 

1.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2.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符合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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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4. 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5.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

化碩士班 

6.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 

7. 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8.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班 

9.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社會文化研

究所碩士班 

10.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11.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班 

師資結構

( 詳 如 表

3、4)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

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實聘專任教

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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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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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9 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9 位 

(2)副教授以上 14 位 

2.外國語文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5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5 位 

(2)副教授以上 7 位 

3.歷史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11 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1 位 

(2)副教授以上 8 位 

4.社會學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9 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 9 位 

(2)副教授以上 7 位 

5.人類學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9 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 9 位 

(2)副教授以上 6 位 

6.台灣文學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9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9 位 

(2)副教授以上 7 位 

二、實際支援學程之專任師資共 25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5 位 

(2)副教授以上 23 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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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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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20 位，助理教授 17 位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理學 (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

類)、工學、電資、醫學領域：近

五年（94.12.1-99.11.30）該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9平

均每人發 表10於具審查機制之學

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

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

合計十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

應有五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

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

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

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2.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

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

合計      篇（件）/人。 

3.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 

 符合 

 不符 

 
 人 文 領 域 ： 近 五 年

（95.12.1-100.11.30）該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

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論文或專書論文五篇以上，且其

中應有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

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

具公信力之資料庫之學術期刊（通

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

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

出版11經專業審查12之專書論著

一本以上。 

1.近 5 年本學程跨校核心與授課師資

30 人，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8.1 

篇。 

2.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

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資料庫之學術

期刊等 3.0 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

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1.5 本/人。(標

準:1 本) 

 符合 

 不符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

播 類 ) 及 管 理 領 域 ： 近 五 年

（95.12.1-100.11.30）該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

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篇

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

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

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

4.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合計      篇

/人。 

5.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

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

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

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人。 

 

                                                 
9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10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11
 出版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訊。 

12
 專業審查係指著作經出版發行單位或期刊刊登單位所定之專業外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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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

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二本以上。 

 
 法 律 領 域 ： 近 五 年

（94.12.1-99.11.30）該院、系、所

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

發表於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五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機制之學

術專書論文），且其中應有二篇以

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

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

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具有審

查機制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

計  篇/人。 

2.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學

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含設計類)領

域：近五年（94.12.1-99.11.30）該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

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所舉辦之

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五項以

上，且其中展演場次二場以上應

為個人性展演，或其中應有二篇

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

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

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

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

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項/

人，其中展演場次   場/人，為個人

性展演，或其中   篇/人，發表於國

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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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4-2  申請設立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中央大學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中國文學系、哲學研究所、法國語文學系、

藝術學研究所、客家學院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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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數據僅列出中央大學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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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語文學系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

過 

哲學研究所博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

過 

法國語文學系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藝術學研究所碩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 

客家學院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關博士班

達 3 年以上。【亦即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

已設立博士班達 3 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條件（如

下）者，不在此限。 

1.中國文學系博士班於 83 學

年度設立，至 102 年 9 月

止已成立 20 年。 

核定公文：82 年 3 月 17 日 

台高（一）字第 14308 號 

2. 哲學研究所博士班於 88學

年度設立，至 102 年 9 月

止已成立 15 年。 

核定公文：88 年 2 月 10 日 

台高（一）字第 8801445

號 

3. 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於 73

學年度設立，至 102 年 9

月止已成立 30 年。持續開

設性／別課程及指導相關

碩士論文撰寫。學程核心

師資組成之研究團隊耕耘

性／別研究領域超過 19

年。 

4. 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於 89

學年度設立，至 102 年 9

月止已成立 14 年。 

5. 藝術學研究所碩士班成立

於民國 82 年，至 102 年 9

符合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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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止已成立 21 年。 

6. 客家學院客家社會文化研

究所碩士班成立於民國 92

年，至 102 年 9 月止已成

立 11 年。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台

聯大系統內支援本學程之系

所均符合學術條件，包括： 

1.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

所 

2.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3.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4.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5.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6. 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

士班 

7.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8.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

士班 

9.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

班 

10.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

碩士班 

11.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

所碩士班 

師資結構

( 詳 如 表

3、4)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班之師資

結構規定。（學系支援者，該學系實聘專任

教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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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25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2 位 

(2)副教授以上 17 位 

2.英美語文學系實聘專任教

師 19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8 位 

(2)副教授以上 16 位 

3.哲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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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位 

4.法國文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4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2 位 

(2)副教授以上 4 位 

5.藝術學研究所實聘專任教

師 6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6 位 

符合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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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副教授以上 6 位 

6.客家學院客家社會文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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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際支援學程之專任師資

共 25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5 位 

(2)副教授以上 23 位 

三、台聯大系統支援本學程之

跨領域相關師資共計 59

位，其中： 

(1)教授 22 位 

(2)副教授 20 位 

(3)助理教授 17 位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類)、工學、

電資、醫學領域：近五年（95.12.1-100.11.30）

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13平均

每人發 表14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或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

權件數合計十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

有五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

入）。 

6.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

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數、

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

合計      篇（件）/人。 

7.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

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___篇/人。 

□ 符合 

□ 不符 

 
人文領域：近五年 

（97.12.1-102.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

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

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五篇以上，且

其中應有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

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

之學術期刊（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

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
15經專業審查16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近 5年本學程跨校核心與授

課師資 30 人，平均每人發表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

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8.1 篇。 

2.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

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

信力資料庫之學術期刊等

3.0 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

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1.5 本/人。 

符合 

不符 

                                                 
13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14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15

 出版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訊。 
16

 專業審查係指著作經出版發行單位或期刊刊登單位所定之專業外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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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播類)及管

理領域：近五年 

（95.12.1-100.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

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

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

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

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

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

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

版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二本以上。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

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論文合計      篇/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

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

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

文___篇/人；或出版經學校

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__本/人。 

 

 
□ 法律領域：近五年 

（95.12.1-100.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

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審查機制

之學術期刊論文五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

機制之學術專書論文），且其中應有二篇以

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

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

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

版具有審查機制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

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篇/

人。 

2.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___

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

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含設計類)領域：近五年

（95.12.1-100.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

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所舉

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五項以上，且其中展演

場次二場以上應為個人性展演，或其中應有

二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

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

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

與公開場所舉辦之展演及發

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項/

人，其中展演場次   場/人，

為個人性展演，或其中   篇/

人，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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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4-2  申請設立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陽明大學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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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數據僅列出陽明大學部份。) 

 

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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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為跨校學位學程。 

設立年限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

關博士班達 3 年以上。【亦即主要支

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博士班達 3

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台聯大系

統內支援本學程之系所包括： 

1.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2.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3.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4.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5. 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6.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

化碩士班 

7.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8.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所碩士班 

9.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班 

10.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11. 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碩/博

士班 

12. 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所碩士班 

13.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班 

14.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社會文化

研究所碩士班 

15. 交通大學通識中心 

 符合 

 不符 



 18 

師資結構

( 詳 如 表

3、4)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

班之師資結構規定。（實聘專任教

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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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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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文化研究所專任教師 3 位，其

中： 

(1)教授 1 位 

  (2)助理教授以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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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

寫表 5） 

 

理學 (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

類)、工學、電資、醫學領域：近

五年（94.12.1-99.11.30）該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17

平均每人發 表18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

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

合計十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

應有五篇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

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通

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

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2.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

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

合計      篇（件）/人。 

3.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 

 符合 

 不符 

 
 人 文 領 域 ： 近 五 年

（95.12.1-100.11.30）該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

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論文或專書論文五篇以上，且其

中應有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

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

具公信力之資料庫之學術期刊（通

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

1.近 5 年本學程跨校核心與授課師資

30 人，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8.1 

篇。 

2.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

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資料庫之學術

期刊等 3.0 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

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1.5 本/人。(標

準:1 本) 

 符合 

 不符 

                                                 
17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18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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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

出版19經專業審查20之專書論著

一本以上。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

播 類 ) 及 管 理 領 域 ： 近 五 年

（95.12.1-100.11.30）該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

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篇

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

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

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

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

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二本以上。 

4.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合計      篇

/人。 

5.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

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

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學校送

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人。 

 

 
 法 律 領 域 ： 近 五 年

（94.12.1-99.11.30）該院、系、所

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

發表於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五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機制之學

術專書論文），且其中應有二篇以

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

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

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具有審

查機制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

計  篇/人。 

2.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學

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含設計類)領

域：近五年（94.12.1-99.11.30）該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

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所舉辦之

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五項以

上，且其中展演場次二場以上應

為個人性展演，或其中應有二篇

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

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

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

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

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

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項/

人，其中展演場次   場/人，為個人

性展演，或其中   篇/人，發表於國

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

文。 

 

                                                 
19

 出版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訊。 
20

 專業審查係指著作經出版發行單位或期刊刊登單位所定之專業外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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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第三部分及第四部份詳見文末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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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 

跨領域研究為當前國際學界趨勢，人文社會領域亦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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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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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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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文社會學科所發展的重要跨領域學術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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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面對二十世紀複雜多變的現代化歷史過程以

及劇烈變遷的文化、政治、經濟與社會，亦紛紛成立跨領域整合之文化研究

單位與系所。韓國（漢城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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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雪梨大學、南澳大學）等等，都積極成立文化研

究的學術單位。種種跡象都顯示，文化研究不但方興未艾，而且在當前受到

國際學界高度重視的亞洲脈絡中，文化研究的跨領域研究取徑，由於其得以

對轉型的亞洲社會與文化有效地提出具有理論高度和分析洞察力的論述，因

此也使亞洲人文學術得以與歐美文化研究分庭抗禮。 

台灣的文化研究於解嚴後劇變的台灣社會脈絡中興起，並迅速發展與積

極整合。文化研究於 1997 年獲得國科會認定為跨學科領域之一，並被賦予獨

立的次領域代號（HO）。1998年台灣文化研究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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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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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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期，由交通大學社文所朱元鴻教授以及劉紀蕙教授先後擔任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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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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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設於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由交通大學社文所陳光興

教授負責主編（共同執行主編為新加坡大學蔡明發）。過去十餘年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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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這些活動顯示台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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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2002 年國立交通大

學創設的「社會與文化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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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研究接軌之主要窗

口。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所組織的文化研究團隊整合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

大學、國立清華大學以及國立陽明大學四校研究人力，具有獨步台灣學界並

且陣容堅強的文化研究師資，以及累積長達十年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

究跨校學分學程」的穩定合作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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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界資深學者如交通大學

劉紀蕙教授、陳光興教授、朱元鴻教授、馮品佳教授，中央大學何春蕤教

授，丁乃非教授、林文淇教授、白瑞梅教授、甯應斌教授，清華大學李丁讚

教授、劉人鵬教授、蔡英俊教授、柳書琴教授，陽明大學傅大為教授、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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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教授，皆為台聯大文化研究團隊的核心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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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聯大文化研究團隊之資深與中壯代教師帶領新進年輕教師，歷年來以

研究團隊的形式，建立了具有國際視野的研究室與研究中心，累積了可觀的

國際交流網絡和學術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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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的性／

別研究室、視覺文化研究中心，清華大學的亞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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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台聯大四校如此難得的文化研究團隊優勢地位以及已經建立的國際

交流網絡，為進一步擴大並擴散文化研究在台灣已經形成的學術影響力，並

具體接合亞洲地區以及國際學界蓬勃發展中的文化研究社群，台聯大系統乃

於 2013 年正式成立「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並

於今年提出「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以便

具體落實培養人文社會跨領域高等研究人才，並累積博士論文成果之目標。 

國內目前人文社會學科之跨領域研究所尚屬少見，結合跨校研究人才之

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更絕無僅有。「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以跨校與跨領域學程作為規劃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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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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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而快速地提升台灣人文社會領域學術研究的國際化。 

貳、本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學程目標：培養學生具備當前國際人文社會學科之跨領域尖端知識、

當代問題意識以及兼顧在地文化與全球脈絡的寬廣視野。透過本學程所積極

規劃之課群，學生將可以掌握任何傳統專業學科之基礎訓練，結合跨領域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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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的能力，而具有足以回應當代知識生產的學術高度與區域競爭力，提出具

有創新性的重要貢獻。本學程畢業之學生將足以進入人文社會研究的國際學

術領域，成為具有引導性與前瞻性的優秀跨領域研究學者。 

本學程發展方向：本學程以亞際文化作為重新理解世界史與全球文化的

參照主軸，利用台聯大系統四校文化研究團隊人才所集中凸顯的重點研究優

勢，以四大研究專題作為課群規劃之方向，以探討亞際文化在全球脈絡下的

意義：（一）「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二）「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三）

「視覺文化」，（四）「性／別研究」。本學程四大課群的師資橫跨四校，各

研究者亦根據其原有研究專長，可以縱向與橫向地和其他學群教師合作，突

破現有研究路徑。本學程以亞際文化作為重新理解世界史與全球文化參照主

軸的原因是，台灣擁有特殊的地緣位置以及歷史過程，作為銜接香港、大

陸、日本、韓國等東北亞地區的社會文化經驗，以及連結亞太地區東北亞、

東南亞以及印度、澳洲等地區的學術資源，具有積極而開放的位置。以亞際

網絡的跨領域文化研究與其他世界地區學術界進行對話，更可望在國際學術

帶領開創性的視野。 

本學程推動與執行：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文化研究團隊自 2003 年開

始，迄今已有十年的合作歷史，早已建立良好密切的跨校合作默契與互動。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亦於 2012 年成立，在教育部立案，

由劉紀蕙教授擔任中心主任。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作為統籌四校文化研

究團隊之平台，由中心主任以及陳光興教授、何春蕤教授、李丁讚教授與劉

瑞琪教授各校辦公室主任組成行政會議委員，另由跨校教師代表組成學術發

展委員會以及學程委員會，定期召開行政會議、學術發展委員會以及學程委

員會議，輪流負責招生事宜。「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並推動

跨校合作，共同邀請國際講座教授，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合作出版。（詳

見第拾點、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歷史簡

介、行政架構圖以及歷年研究成果，含國際講座、國際研討會、出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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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良好的合作基礎上，各校認為跨領域的團隊合作精神與能力應從教

育下一代學生開始方為根本之道，而形成共同推動學位學程的構想。本學程

成立的理念也因此獲得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認同與支持。本學程結合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四校的人才與資源共同推動，讓亞際脈絡的文化研究在本學程跨

領域的合作精神下得以落實，內容可以更豐富。本學程第一屆碩士班招收的

新生共有十一位，學生背景相當多元，來自克羅埃西亞、印度、馬來西亞、

西班牙、印度尼西亞、香港、與台灣，所學領域包含外文、新聞學、性別、

社會學、哲學、教育、法律、人類學等。本學程為學生開設的必修與選修課

程，總共十八門，四個研究學群各自至少開設四門課。 

國際學程之設立，主要目標在於拓展國際交流網絡、增加國際學術觸

角，以便培育高等研究人才，累積博士論文之研究成果。因此，博士班的設

立是本學程必然的發展目標。為了能夠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也能夠建立實質

的國際合作平台，本學程此時提出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是必要的時機，也是水

到渠成的必然發展。 

本學程運作: 本學程運作由四校合作，設學程召集人與學程委員會負責

規劃學程教育方向、設計課程、擬定行政作業原則等。（詳見第拾點、其他具

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組織、學程設置辦法以及學

程具體運作方法） 

本學程參與教師：本學程的精神是整合四校現有的師資，建立跨領域的

學程。(詳見第陸點、本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本學位學程專任-支援師資表。支援師資共 67 名 

一、「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支援師資共 24 名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陳光興、劉紀蕙、朱元鴻、邱德亮、林淑芬、藍弘岳、彭明偉、陳奕麟

（中研院合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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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外文系 

Earl Jackson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張維安、王俐容、莊雅仲、蔡晏霖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劉人鵬、蔡英俊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李丁讚、陳瑞樺 

清華大學哲學所 

黃文宏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王惠珍、石婉舜、謝世宗 

中央大學法文系 

蔡淑玲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傅大為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 

鄭凱元 

二、「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支援師資共 25 名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劉人鵬、蔡英俊、林聰舜、劉正忠、顏健富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李丁讚、陳瑞樺、古明君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黃倩玉、李威宜 

清華大學哲學所 

黃文宏、張旺山 

清華大學歷史所 

鐘月岑、李卓穎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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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書琴、王惠珍、謝世宗 

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 

于治中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陳光興、林淑芬、彭明偉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張維安、莊雅仲、許維德 

中央大學哲學所 

甯應斌 

三、「視覺文化」支援師資共 26 名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劉紀蕙 

交通大學外文系 

馮品佳、張靄珠、林建國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林文玲、段馨君、賴雯淑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白大維、林文淇、周慧玲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吳方正、曾少千、周芳美、巫佩蓉、謝佳娟 

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許綺玲、蔡淑玲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謝世宗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馬孟晶、梅韻秋 

清華大學歷史所 

馬雅貞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傅大為 



第 28 頁，共 187 頁  

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 

劉瑞琪、黃桂瑩、葉嘉華 

四、「性／別研究」支援師資共 17 名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丁乃非、白瑞梅、何春蕤、黃道明、葉德宣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甯應斌 

中央大學中文系 

呂文翠 

中央大學客家與社會文化研究所 

張翰璧、蔡芬芳 

交通大學英文系 

張靄珠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蔡晏霖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劉人鵬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王鈺婷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沈秀華、古明君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黃倩玉 

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 

     劉瑞琪 

 

本學程課程規劃：為培育人文社會學科跨領域的文化研究人才，學程將

招收不同領域的學生，並規劃四大研究議題之課群；學生須選擇專業領域，

但可以跨學群修課。(詳見第陸點、本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台聯大系統各校文化研究師資學術研究的主題和特色，有著極為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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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形貌，本學程以這些群體的學術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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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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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既集結亦分散的狀態，正好構成了跨校合作，既有各

校特殊優勢，也有賴他校支援的學術合作特色。 

四大研究主題之課群特色：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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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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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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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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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美術史與電影研究的方法與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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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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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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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當前國際學界的知識需求和發展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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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 

 

參、本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人文社會「跨領域文化轉向」的世界學術趨勢：文化研究是二十世紀下

半葉開始在世界各地先後展開的人文社會學科跨領域學術空間，至今方興未

艾。文化研究作為高度彈性的在地化並兼及全球脈絡的跨領域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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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成為二十一世紀人文社會領域最具有競爭力與前瞻性的學

術路線。本學程鼓勵學生除了修習學程規劃課程之外，亦充分利用四校支援

系所的師資與課程資源，將可使學生拓展並且深化跨領域的學術訓練。 

「亞際脈絡」的重要性：自二十世紀中葉以降，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史

以及歐美國家形成的學術成規亦持續被檢討。冷戰結束之後，中國以及大範

圍的亞洲崛起，使得亞洲地區的相對性視角以及歷史文化社會資源快速成為

當前學界的關注重點。不僅歐美國家自覺參照亞洲地區歷史經驗以及文會文

化脈絡的重要性，亞洲地區國家也開始將過去朝向西方的學習取徑轉向亞洲

各國家內部的歷史關連與文化脈絡，以便對於全球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轉變

有更為整體的掌握。無論是東北亞的台、日、韓、中國大陸之間的歷史關係，

或是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與中亞的觀點，亞際文化的重新理解成為亞洲與

世界各地區之間的視角轉換樞紐，是二十一世紀世界學術必然之趨勢。 

國際化學程的必然發展：國際化是研究所向上提升的必要途徑之一，世

界各國亦早已快速發展國際學程的多邊合作網絡。局限於一國之內或是一地

區的高等教育體制，將無法因應當前世界學術趨勢之挑戰。台灣由於島嶼地

理位置以及國際政治關係，更必須積極突破此局限。本學程積極推動 Global 

Network Program（全球教學網絡計畫）的概念，落實下列國際化學程之方

針── 

1. 建立國際學程的學習環境，同時招生本地生與國際生，開設英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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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以及雙語課程，邀請國際學者講座，接受國際研究生交換進修，舉

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研究生工作坊以及暑期營。本學程使本地生

不必出國，也可以充分獲得國際學術觸角。國際生入學，也可以藉由

此國際平台，接觸更為多元的文化經驗。 

2. 建立國際合作對象，提供研究生到國外大學相關研究所修課或是短期

研究的多重管道與合作機會，以便具體落實 Global Network Program

（全球教學網絡計畫）的構想。本學程也將邀請國際合作單位教師定

期訪問本學程進行講座或是授課，以便本學程研究生同時享有國際合

作平台所提供的多元觸角。 

3. 鼓勵研究生參加國內外研討會，除了鼓勵學生從校外和校內各種管道

爭取補助資源外，本學程將提供額外補助以鼓勵研究生參加國內外研

討會。 

4. 鼓勵本學程之教師積極出國進修、訪問和參與國際研討會，透過國際

合作網絡的支持，可以促使本學程之教師隨時同步於國際學界之尖端

發展。 

5. 執行合作研究計畫，本學程將推動與國際合作單位共同規劃之跨國合

作計畫，以便本學程之教師與研究生可以一起參與，並且共同舉辦國

際研討會，並規劃出版系列，以便使研究成果可以獲得國際能見度。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以及本學程已經擁有健全之國際交流平台：本學程基

於籌備階段以及各校支援系所與研究中心歷年來所建立的國際網絡，已經建

立國際化的合作平台。 

1.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和國際學術單位已經有合作協議與備忘錄：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以及四校與國外多所大學簽有合作協議與備忘錄，形

成交換學生與教師定期互訪之機制，具有高度的國際學術影響力。 

2.  本學程目前(2013-2014)正在進行幾所國外大學相關單位之合作簽

署，包括台港研究型大學聯盟計畫中的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文化研

究所、性別語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北京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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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學（高等人文社會科學院）、澳洲雪梨大學（性別研究）、荷蘭萊

頓大學(漢學研究系)、英國倫敦大學(Critical Asian Studies at Goldsmith 

College)、美國 UCLA (東亞語文學系以及文學院相關單位)、UC Irvine 

(東亞語文學系、比較文學、視覺文化研究以及文學院相關單位) （詳

見第拾點、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國際合作交流之進度規劃

與會議記錄） 

3.  本學程歷年來已經建立的亞洲地區國際合作平台：本學程與亞洲地區

相關學術單位與系所所共同組成的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Consortium，已有多年合作歷史。台灣學生可以到參與聯盟機構之系

所短期研究，外國學生也可來台。自 2010 年起，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Consortium 規劃共同暑期班課程，2010 年七月於韓國聖公會

大學，2012 年八月於印度班加羅爾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心，進行暑期

共同課程。2014 年將於新竹交通大學舉辦。課程將從每年一門逐年

擴大，使得各地老師與研究生能夠共聚一堂，發展跨國研究計畫團

隊，同時規劃共同讀本，建立起碩博士生的國際網絡。（詳見第拾點、

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Consortium

聯盟單位） 

4.  本學程持續邀請國際講座學者：本學程在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團隊於

2003 年形成以來，經常邀請亞洲地區的學者來訪，包括多種形式，

其中之一是密集高等講座。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曾經邀請印度著

名的政治理論家 Partha Chatterjee (2000)、日本思想史家溝口雄三

(2007)、韓國著名文學研究者白樂晴(2008)、中國大陸魯迅研究權威

錢理群（2009）、沖繩著名政治史家新崎盛暉（2010）。除此之外，曾

經受邀來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及支援系所講學授課的學者包

括日籍學者酒井直樹(2009)、韓國學者曹喜公(2010)、白永瑞（2013）、

大陸學者孫歌(2010)、汪暉(2011)、蔡翔（2011）、戴錦華(2012)等、

王曉明(2012)、洪子誠(2013)等等。2014 年 12 月 UCLA 的王國斌教

授受邀為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進行傑出學者講座系列，From 

Early Modern to Modern in Chinese History—State relations to society 

and economy，將於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以及中研院近史所舉行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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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詳見第拾點、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台聯大文化研

究國際中心歷年研究成果，含國際講座、國際研討會、出版系列） 

5.  師資互訪交換教學：印度班加羅文化研究中心 Tejaswini Niranjana 教

授與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閩冬潮教授分別於 2004與 2010年來台短期

訪問教學；台灣聯大的丁乃非教授曾兩度至印度，何春蕤教授曾至新

加坡國立大學與香港嶺南大學，陳光興教授曾至韓國延世大學、北京

清華大學、上海大學與嶺南大學等校短期訪問教學，劉紀蕙教授曾至

北京清華大學、上海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短期訪問教學，具體落實了

亞際文化研究學術涵蓋的擴張。 

6.  合作研究計畫：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及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

室於 2012 年起啟動【亞洲現代思想】大型計畫，具體的工作形式包

括： (1) 建立網頁連結各地刊物與機構，集中在有關區域性現實問題

的討論，(2) 建立長期 Digital archive，整理、積累亞洲現代思想相關

資料，(3) 舉辦年度亞洲現代思想講座，(4) 組織會議、論壇、工作

坊、演講、展演等動態活動，(5) 書籍編輯、翻譯出版方向：a. 重要

議題 b. 亞洲重要思想者 (除互譯為亞洲語言外，規劃英文出版)，(6) 

研究：跨界共同比較研究，(7) 教育：a. 學術機構聯合，b. 暑期班課

程。目前參與的刊物如下：創作與批評（首爾），台灣社會研究（台

北），現代思想（東京），返風（沖繩），熱風學術（上海），現代中文

學刊（上海），IMPACTION(東京)，民間評論（吉隆坡），圓切線（新

加坡），區域：亞洲研究論叢（北京），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新竹)；參與之學術機構如下：韓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中

心，新竹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沖繩大學地域研究所，上海大

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世新大學台灣社

會研究國際中心，東京外國語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東京大學情報研

究院，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群芳計畫，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研究

院，華東師範大學當代中國文學與資料研究中心，北京清華大學高等

社會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亞洲文化論壇，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新竹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

室。這些工作形式將使這些學術單位有更穩定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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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 

1. 學生來源：為培育符合二十一世紀人文社會跨領域研究之世界學術趨

勢，本學程規畫招收不同領域的學生，學生來源包括文學院與社會學院

之中外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社會學、國際關係、政治學、族群研

究、文化創意與行政管理、社會與科技研究等相關領域。除本地生之

外，擬同時招收國際學生，期望延攬具有研究發展潛力的我國及國際學

生就讀。本學程第一屆(2013 入學)碩士班招收的新生共有十一位，學生

背景相當多元，來自印度、馬來西亞、西班牙、克羅埃西亞、印度尼西

亞、香港、與台灣，所學領域包含外文、新聞學、性別、社會學、哲

學、教育、法律、人類學等。本學程宣傳管道擴及亞洲地區以及歐美國

家之亞洲研究、東亞研究、漢學研究、文化研究、視覺文化、性別研

究、批評理論等相關學科，將吸引對於亞際文化與歷史脈絡關注、甚至

已有漢學研究背景的國際學生。 

2. 規劃招生名額：四校共 12 名本地博士生，另招收國際生、僑生、陸生。 

3. 他校相同或相近研究所招生情形：國內相近研究所博士班僅有交通大學

之「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交通大學之「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為本跨校

學程之基本支援單位，雖然已有規模，歷年來也已經呈現優秀教學與研

究之成績，但是單一系所仍舊無法達到具有 critical mass的研究群。跨校

與跨領域的合作，正是台灣聯大系統規劃的初衷。本跨校學程在師資和

研究專長上，透過跨校課群團隊的組織與合作，可形成具體超越單一系

所的合作架構。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21、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就業領域

主管之中央機關22） 

1. 畢業生就業進路： 

                                                 
21

 可參考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28854&ctNode=1309&mp=4 填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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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gov.tw/ct.asp?xItem=28854&ctNode=1309&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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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確的教育目標下，本學程規劃從人文社會跨領域的文化研究出

發，規劃四大研究主題之學群，「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與社

會運動，視覺文化，性/別研究」，使學生能夠修習基礎到專門到多元跨領

域的豐富課程。學生除了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與進行研究的能力，

並能兼具學術研究和實務應用等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本學程畢業學

生將能夠接受二十一世紀激烈變化的國際社會變遷以及學術生態的挑

戰，掌握亞洲各國家內部的歷史關連與文化脈絡，以便對於全球歷史文

化與政治經濟轉變有更為整體的掌握，以及回應當前國際學界的知識需

求和發展趨勢。 

過去，亞洲各國的知識生產多半以西方學界為目標，彼此之間反而

互動有限。亞洲崛起後，亞洲各國之間的學術往來變得非常頻繁，不但

美國很多大學都開始設立或強化亞洲相關的科系或學程，在亞洲各地設

立分校或建立合作關係，連亞洲本地的大學也開始把研究重點放回亞

洲、設置亞洲相關研究教學單位，並與亞洲的其他大學加強合作關係，

例如廈門大學在馬來西亞設置分校。以亞際為視野的知識和文化越來越

重要，但這方面的知識與人才十分欠缺，本學程所生產的博士恰可呼應

這方面的需求，也勢必為現有的亞洲區域研究單位帶來視野上的衝擊和

調整。 

除了學術面向之外，亞際各國之間的商業、文化、政治往來也大為

增加。本學程的博士有能力也將有機會進入政府文化機構以及民間文化

生產機構，規劃並執行與亞際有關的文化政策與社區建設的規劃，參與

博物館以及美術館之策展與行政、性／別政策、文化創意以及行政管理

之實務等。亞洲的崛起不只是經濟崛起，其背後所需要的文化與制度基

礎、人文思惟與視野更需要亞洲人共同思考，努力面對。本學程所訓練

的博士有能力提供這方面的眼界與規化，進而對未來亞洲文明內涵的充

實做出具體貢獻。 

經過學程的專業訓練後，畢業生將能夠學以致用，未來有充分的能

力與機會至國內外學術單位擔任研究人員或教職，或是進入政府文化機

構以及民間文化生產機構，執行文化政策與社區建設的規劃，參與博物

館以及美術館之策展與行政、性/別政策、文化創意以及行政管理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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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等。 

依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相符的對應領域大略有以下幾項： 

7020 管理顧問業 

從事提供企業或其他組織有關管理問題諮詢及輔導之行業。 

7220 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從事社會及人文科學為基礎之研究、分析及規劃。 

7230 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 

從事綜合自然及工程科學、社會及人文科學等為基礎之研究、試

驗、分析及規劃。 

7602 翻譯服務業 

從事文字翻譯、口頭翻譯及手語服務之行業。 

8550 大專校院教師 

從事提供大專校院教育程度之教育服務並授予畢業證書之公私立

學校。 

8571 外語教育服務業 

從事提供外國語言教育服務之行業。 

8572 藝術教育服務業 

從事提供美術、戲劇、音樂、舞蹈、攝影、手工藝等藝術教育服務

之行業。 

8580 教育輔助服務業 

從事提供教育輔助服務之行業，如教育諮詢服務、教育檢定或評估

服務、學生交換計畫之組織、課程開發（設計）服務等服務。 

8311 政府機關 

從事一般公共服務之各級政府行政機關。 

8312 民意機關 

從事制定法律、審核預算及對行政機關質詢等各級民意機關。 

8400 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之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學、技

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以及代

表處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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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 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機構 

從事保存、維護、陳列、展示（覽）具歷史、文化、藝術或教育價

值之文物、古蹟、歷史建築、考古遺址或自然文化景觀之行業。 

9010 創作業 

從事小說、漫畫、戲劇、詩歌、散文、繪畫、雕刻、塑造等創作之

行業。獨立作業記者及提供藝術作品、博物館典藏文物之修復服務

亦歸入本類。 

9020 藝術表演業 

從事各種戲劇、音樂、舞蹈及其他表演之行業。 

9031 藝術表演場所經營業 

從事經營音樂廳、戲劇院及其他藝術表演場所之行業。 

9103 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機構 

從事保存、維護、陳列、展示（覽）具歷史、文化、藝術或教育價

值之文物、古蹟、歷史建築、考古遺址或自然文化景觀之行業。 

9422 專門職業團體 

由專門職業人員組織之團體，如社會工作師公會、教育會、新聞記

者公會等。 

2. 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就業領域與場域分布多元，市場需求數視實際市

場波動增減。 

高教機構亞際學術研究：例如對亞洲各國文明化、公民情感、治理模式、

民主化運動的研究。 

跨國組織與跨國 NGO 亞際串連：亞洲地區跨國組織及運動串連已經隨

著經濟發展而展開，本學程之畢業生正可投入規劃和實地串連的工作。 

文創活動構思策劃：文創產業在富裕中的亞洲雖有市場，卻亟需主題構

思及規劃以超越表層消費而深化並擴大基底，這也是本學程畢業生的長

項。 

亞洲流行文化分析：日韓台流行音樂、時尚、電視劇與粉絲文化的互通

和競爭是各國相關產業的最高關切，本學程畢業生正可一展長才。 

3.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中央研究院、文化局、教育部、外交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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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等。 

伍、本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本學位學程將促進台聯大系統四校之人文社會領域跨院系所以及跨校

橫向合作，構成具有學術影響力的研究團隊，並具體提昇四校人社領域之

國際學術競爭力。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以及陽明大學的人文社

會領域若能夠獲得跨校系所與師資的支持，包括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

所，外國語文學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客家學院人文社會學系暨

族群與文化碩士班；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台灣文

學所，人類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歷史研究所；中央大學中國文學

系，英美語文學系，哲學研究所，法國文學系，藝術學研究所，客家社會

文化所；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心智哲學所，並

將因此而強化各研究團隊，相互支持，有實質加成效果。此外，透過各校

文化研究資深師資歷年來各自建立的國際合作關係，本學程的中壯代以及

年輕新進教師亦可以借力使力，共同展開國際化的積極合作。 

 

陸、本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本學程整合台聯大系統四校現有人文社會領域師資，利用台聯大文化研

究團隊人才所重點凸顯的研究優勢，建立跨領域的文化研究學程。根據各校

教師累積多年的研究優勢，朝向跨校與跨領域之課程規劃。除東北亞、東南

亞、南亞等具有地緣脈絡的文化社會歷史課程之外，亦透過全球脈絡下的當

前學術議題，規劃具有國際視角廣度的相關課程。 

課程設計重點為：以亞際文化作為重新理解世界史與全球文化參照主

軸，以台聯大文化研究團隊所重點凸顯的研究優勢，規劃以四大研究專題之

課群規劃方，以探討亞際文化在全球脈絡下的意義。 

(一)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之課程規劃，主要針對亞洲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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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程規劃，著重於當代重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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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緊亞際在地的文化資源、社會現實與歷史經驗，思考如何啟動

「現實」與「思想」的多層次辯證，並透過社會運動來具體實踐、

調整、落實。博士班課程之規劃將分為三大主題：「東亞公民社

會」、「東亞生態」與「二戰的記憶、經驗與前瞻」。 

(三) 「視覺文化」之課程規劃，結合美術史與電影研究的方法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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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程規劃，試圖重新思考性別、性、及其他

社會元素在全球化的脈絡中如何相互關連操作、變化位移，特別

在文明化／現代化的進程中如何成為社會規訓與社會排斥的載

體。本課群以具有在地知識特色的「性／別研究」規劃課程，關

注在地、區域與全球不同層次的性／別政治關連佈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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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程修課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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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英語授課），（二）初階專業領域必選課群課程（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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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程修業規定：至少應修畢 18 學分（博士論文 12 學分另計）。包括

核心共同必修課「亞際文化研究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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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分與進階 6 學分；第二外語；選修中文

課程至少兩學期；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博士論文 12 學分。 

課程規劃總表： 

       領域 

課程 
批判理論與 

亞洲現代性 

當代思潮與 

社會運動 
視覺文化研究 性／別研究 

必修課程 

（3 學分） 

亞際文化研究導論 

Introduction to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必修課程 

（3 學分） 

方法論（各校開設） 

第二外語（不計學分） 

 

專業領域課程 

（9 學分；含初階 3 學
批判理論與 當代思潮與 視覺文化研究 性／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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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與進階 6 學分） 亞洲現代性 社會運動 

詳細課程將由本學程之課程委員會於開課當學期公佈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與師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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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論文 

Ph.D. Dissertati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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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3 必

修 

四校輪流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初階 

 

 

碩 

博 

士 

共 

修 

文化史與社會理論 

Cultural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ies 

3 選 邱德亮 

（交大社會

與文化研究

所） 

專 法國高等社會

科學院歷史與

文明研究所博

士 

文化史比較研

究，品味理論，

當代法國思潮 

亞洲左翼思想資源 

Left-wing Thought in Asian 

Studies 

3 選 陳光興 

（交大社會

與文化研究

所） 

專 美國愛荷華大

學新聞及大眾

傳播學博士 

東亞學術思想與

知識狀況、去殖

民理論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outheast Asia 

3 選 蔡晏霖 

（交大人文

與社會系） 

專 美國加州大學

人類學博士 

文化人類學、女

性主義、都市空

間與權力、印尼

族群與歷史、東

南亞區域研究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題 Seminar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3 選 彭明偉 

(交通大學社

會與文化研

究所) 

專 清華大學中文

系博士 

中國現代研究 

、當代文學研究 

、台灣文學研究 

 

進階 

 

博 

士 

班 

課 

程 

當代批判思想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ought 

3 選 朱元鴻 

（交大社會

與文化研究

所） 

專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丁社會學

博士 

社會思想史，當

代社會理論，文

化研究，都市民

族誌 

東亞現代性與文化翻譯 

East-Asian Modernit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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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視覺文化研

究 

殖民社會與後殖民主義理論 

Colonial Societies and 

Postcolonial Theories 

3 選 陳奕麟 

（中研院民

族所） 

兼 美國美國芝加

哥大學博士 

文化研究、社會

理論、歷史變遷 

東亞當代社會變遷與民主過程 

Social Changes and Democratic 

3 選 李丁讚 

（清大社會

專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麥迪遜）

政治社會學、文

化社會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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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in Contemporary 

East-Asian Regions 
學研究所） 社會學博士 理論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初階 

 

 

碩 

博 

士 

共 

修 

東亞的社區營造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in 

East Asia 

3 選 

陳其南 

（北藝大傳

統藝術研究

所） 

兼 

美國耶魯大學

人類學博士 

文化人類學、社區

營造 

東亞生態的過去與現在 

Past and Present of East Asi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3 選 

鐘月岑 

（清大歷史

所） 

專 

美國芝加哥大

學博士 

婦女史、中日現

代史 

邢幼田 

 （ 美 國 柏

克萊大學地

理環境資源

系） 

兼 

美國加州柏克

萊大學博士 

都市空間，地理

與環境研究 

二戰的歷史書寫與影像分析 

Historical Writing and 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3 選 

Igarashi 

Yoshikuni 

(Vanderbilt 

University) 

兼 

美國芝加哥大

學博士 

日本文化史，文

化研究 

進階 

 

博 

士 

班 

課 

程 

東亞的公民農業 

Civic agriculture in East Ases 

 

3 選 

李丁讚 

（清大社會

學研究所） 

專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社會學博

士 

文化社會學、政

治社會學 

東亞的社會運動與公共領域
Social movements and public 

spheres in East Asis 

 

3 選 

趙鼎新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兼 

加拿大麥吉爾

大學昆蟲生態

學博士與社會

學博士 

政治社會學、歷

史社會學 

東亞生態的社會與科技 

Ecological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 

 

3 選 

鐘月岑 

（清大歷史

所） 

專 

美國芝加哥大

學博士 

婦女史、中日現

代史 

Jeffrey 

Broadben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Minnesoda) 

兼 

美國哈佛大學

博士 

東亞環境政治、

儒家與環境運

動、日本氣候變

遷政治 

東亞二戰專題 

Topic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ast Asia 

 

3 選 

李卓穎 

（清大歷史

所） 

專 

美國哈佛大學

東亞系博士 

文化史丶近世思

想史 

視覺文化研究 

初階 

 

 

碩 

博 

士 

視覺文化：理論與方法 

Visual Culture: Theorie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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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文化研究、

現代主義與現代

性、台灣文學與

文化研究、精神

分析與文化研究 

後殖民理論與電影 3 選 馮品佳 專 美國威斯康辛 電影研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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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修 

Postcolonial Theories and Film （交大外國

文學與語言

學系） 

大學（麥迪遜）

英國文學博士 

美小說、女性

書寫、離散文

學、少數族裔

論述  

華語電影與全球化 

Chinese Film and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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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網路輔助英語教

學 

進階 

 

博 

士 

班 

課 

程 

女性攝影家與認同政治 

Women Photographers and 

Identity Politics 

 

3 選 

劉瑞琪 

（陽明大學

視覺文化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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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視覺文化中的科技、身體

與她者 

Technology, Body, and the Other 

in Modern Visual Cultures 

 

3 選 

傅大為 

（陽明科技

與社會研究

所） 

專 

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科學史與

科學哲學博士 

醫療／科技視覺

文化、科學史與

科 學 哲 學 、

STS、性別與醫

療、台灣近代醫

學身體史 

可見性與視覺理論 

Visibility and Visual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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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文化研究、

現代主義與現代

性、台灣文學與

文化研究、精神

分析與文化研究 

台灣原住民影像研究 

Seminar on Taiwan Aboriginal 

Images 

 
3 選 

林文玲 

（交大族群

與文化研究

所） 

專 

德國哥廷根大

學人類學哲學

博士 

視覺人類學、文化

人類學、性／別研

究  

 

近世江南城市文化 

Jiangnan Urban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3 選 

馬雅貞 

（清大歷史

所） 

專 

史丹佛大學藝

術史博士 

近世與明清江南

城市文化研究、

圖像史、藝術史 

性／別研究 

初階 

 

碩 

博 

士 

共 

修 

文明現代性 I：性／別亞洲 

Civilized Modernity: 

Gender/Sexuality in Asi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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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義專題：亞際女性主義

歷史觀 

Topics in Feminisms: Feminism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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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滋研究專題：從世界到亞洲 

Seminar on Aids Studies: from 

World to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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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晚清性／別論述 

Gender/Sexuality Discourses in 

late Qing Dynasty 

3 選 劉人鵬 

（清大中國

文學系） 

專 台灣大學中文

系博士 

明清學術史、晚

清現代性與性／

別、酷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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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班 

課 

程 

性／別理論專題：新自由主義與

性／別 

Seminar on Gender/Sexuality 

Theory: Neo-liberalism and 

Sexuality  

*博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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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研究專題：亞洲觀點 

Seminar on Public/Private 

Studies: the Asian Perspective 

*博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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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治理 

Gender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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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內共有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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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大系統內另有35位專任師資支援本學程之周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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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課程介紹與課程大綱 

 

課程

名稱 

亞際文化研究導論 

Introduction to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課程

類別 
必修課程 

規劃

教師 
陳光興 授課教師 陳光興 

學分

數 
3 學分 

課程

介紹 

 本課程企圖建構以亞洲之間為基地的文化研究（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亞洲各地，在二次戰後冷戰結構下的學術、思想、文化都以美國

(及歐洲)為主要參考座標及學習對象，以致於對於鄰近的亞洲地區，特別

是對殖民歷史經驗類似，國際政經結構性位置接近的第三世界國家，沒有

認識、缺乏互動，甚至相互漠視。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伴隨著冷戰鬆動，

特別是在學術後殖民理論的衝擊下，已經沒有理由繼續維持以歐美中心主

義為主導的單一學術、思想、文化走向，必須開始擴大、多元化既有的參

考座標及認同對象來面對新的時代，而『亞洲』、『第三世界』均是尋找

新方向的可能性的一部份；在參考座標與認同對象多元移轉後，或許能夠

對自我有不同的認識，也才能開啟新的契機。本課程的規劃是企圖打開一

些新的可能性。 

在過去十餘年，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刊物逐漸開展出一個

知識的網絡，開始累積出初步相互參照的可能。本課程是依照該刊物浮現

的主要議題，進行規劃與討論。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an emerging field of stud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ince Post World War II, if not earlier, Europe 

and/or the US have been the main reference points or objects of learning for 

most of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s, circles of thought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out Asia. Because of this dominant trend, even sharing simila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occupying similar locatio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neighboring places in Asia do not hav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not to mention active interactions. With the coming of so-called 

globalization era, the Cold War coming to loosen up, as well as the “postcolonial 

intervention” in the academy, the existing Euro-American-centric world view as 

the dominant frame of thought is in crisis. Moving towards more open plurality 

and multiplicity has increasingly been imagined as the trend for the future. It i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Asia” and the “Third world” have become the 

momentum to open up new possibilities. 

In the past decad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journal project has 

developed an alternative network of knowledge and has accumulated materials 

for inter-referencing. This course is organized by themes and problematics 

emerging in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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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亞際文化研究導論 

Introduction to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課程

類別 
必修課程 

規劃

教師 
陳光興 授課教師 陳光興 

學分

數 
3 學分 

課程

介紹 

 本課程企圖建構以亞洲之間為基地的文化研究（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亞洲各地，在二次戰後冷戰結構下的學術、思想、文化都以美國

(及歐洲)為主要參考座標及學習對象，以致於對於鄰近的亞洲地區，特別

是對殖民歷史經驗類似，國際政經結構性位置接近的第三世界國家，沒有

認識、缺乏互動，甚至相互漠視。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伴隨著冷戰鬆動，

特別是在學術後殖民理論的衝擊下，已經沒有理由繼續維持以歐美中心主

義為主導的單一學術、思想、文化走向，必須開始擴大、多元化既有的參

考座標及認同對象來面對新的時代，而『亞洲』、『第三世界』均是尋找

新方向的可能性的一部份；在參考座標與認同對象多元移轉後，或許能夠

對自我有不同的認識，也才能開啟新的契機。本課程的規劃是企圖打開一

些新的可能性。 

在過去十餘年，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刊物逐漸開展出一個

知識的網絡，開始累積出初步相互參照的可能。本課程是依照該刊物浮現

的主要議題，進行規劃與討論。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an emerging field of stud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ince Post World War II, if not earlier, Europe 

and/or the US have been the main reference points or objects of learning for 

most of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s, circles of thought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out Asia. Because of this dominant trend, even sharing simila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occupying similar locatio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neighboring places in Asia do not hav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not to mention active interactions. With the coming of so-called 

globalization era, the Cold War coming to loosen up, as well as the “postcolonial 

intervention” in the academy, the existing Euro-American-centric world view as 

the dominant frame of thought is in crisis. Moving towards more open plurality 

and multiplicity has increasingly been imagined as the trend for the future. It i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Asia” and the “Third world” have become the 

momentum to open up new possibilities. 

In the past decad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journal project has 

developed an alternative network of knowledge and has accumulated materials 

for inter-referencing. This course is organized by themes and problematics 

emerging in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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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歷史研究與討論 

Seminar on Historical Researches 

課程

類別 
必修課程 

規劃

教師 
李卓穎 授課教師 李卓穎 

學分

數 
3 學分 

課程

介紹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引導學生熟悉撰寫歷史報告與論文的基本工夫。為達

到這個目的，本課程除將介紹各種歷史研究的工具之外，也將循序涵蓋歷

史研究的各項步驟。在此過程中，學生的寫作能力將與另外兩個息息相關

的能力（閱讀與思考）同時受到訓練。本課程的進行方式強調講解與實做

並重，也重視課堂中同儕之間的切磋討論。同學必須將每一次的實做結果

存檔，攜至課堂公開討論。我們也將共同研讀與同學研究相關的一手及二

手文獻，透過實際的練習，掌握史料分析與學術閱讀的基本工夫。 

 

課程

名稱 

政治社會學專題：公民社會 

Political Sociology: Civil Society 

課程

類別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規劃

教師 
李丁讚 授課教師 李丁讚 

學分

數 
3 學分 

課程

介紹 

在過去，社會的秩序基本上是由外在的各種權威來維持。可是，經過各種「自

由化」之後，外在的權威不在時，社會秩序如何維持呢？人如何自己 管理自

己呢？一群人又如何管理自己呢？我認為，這需要未來的兩百年，人類才可能

逐漸學會「民主」，學會如何超越權威，在「自由」的基礎上共處，制訂社群

規則，自我管理。人類過去從來沒有這種自我管理的經驗，所以至少需要兩百

年來練習。我們將會有五堂課，討論公共領域與公民能力的養成與學習。 

從過去五百年，到未來兩百年，我們將見證 civil society 的演進過程。這個過

程可能不是那個特定個人或集團刻意創造或主 宰的，而是這些不同的社會力

量相互碰撞、適應後所慢慢演化而成，是在 彼此消長的態勢中（ figuration ）

逐漸形成的這就是 「演化」。只有從 「演化」的觀點，我們才可望理解這個

漫長、但卻一直在變化中的過程。這也將是本課程的核心精神 。 

 

課程名

稱 

台灣電影專題：影響與比較研究 

Taiwan Cinema: A Comparative Study 

課程類

別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規劃教

師 
謝世宗 授課教師 謝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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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數 3 學分 

課程介

紹 

一、好萊塢的跨國經濟與美學  

 

1. 全球化與好萊塢詩學  

《阿凡達》  

大衛鮑得威爾 (Bordwell, David)《電影敘事：劇情片中的敘述活動》節選  

蕭宏祺〈視錯覺的亙古纏戀《阿凡達》3D 科技創新與市場革命〉，《電影欣賞》 

28:2=142 2010.03[民  

99.03] 頁 15-19  

梁偉怡〈意義的回歸《阿凡達》的後現代再現策略〉，《電影欣賞》28:2=142 

2010.03[民 99.03] 頁 20-24  

 

2. 好萊塢與台灣電影  

魏德聖《賽德克巴萊》  

陳儒修，羅頗誠譯。《台灣新電影的歷史文化經驗》，第七章。臺北市：萬象，

1993。  

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  

 

3. 華人跨國電影  

李安《臥虎藏龍》  

柯瑋妮《看懂李安》（第二章、第九章）  

張小虹〈凌虛全球化〉  

 

4. 好萊塢與中國天下  

張藝謀《英雄》  

朱影〈全球化的華語電影與好萊塢大片〉，《傳播與社會學刊》7 （2009）：頁

133-156。  

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  

 

二、電影、城市與空間結構  

 

1. 邂逅陌生人  

希區考克《火車怪客》  

施蟄存〈魔道〉  

Zygmunt Bauman〈陌生人〉，《社會學動動腦》 (61-80)  

詹宏志《偵探研究》節選  

 

2. 親密的他者  

蔡明亮《洞》  

平路〈微雨魂魄〉，《凝脂溫泉》  

理查，桑內特，《肉體與石頭》，頁 417-464。  

推薦：幾米《向左走，向右走》  

 

3. 空間與偶然性  

楊德昌《恐怖份子》  

張大春〈公寓導遊〉  

黃建業《楊德昌電影研究》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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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津與世界電影中的東京故事  

 

1. 東京故事  

小津安二郎《東京故事》  

佐藤忠男《日本電影的巨匠們》節選小津安二郎部分  

Davis, Darrell William 著，姚立群譯〈小津安二郎的反電影〉，《電影欣賞》 

24:2=126 民 95.04 頁 95-97  

Davis, Darrell W.著，葉月瑜譯〈無可言狀[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風格]〉，《電影欣

賞》 15:1=85 民 86.02 頁  

11-15  

 

2. 迷戀日本  

朱天心〈古都〉  

彭小妍〈朱天心的台北──地理空間與歷史意識〉  

桑梓蘭〈〈古都〉的都市空間論述〉  

 

3. 紀念小津  

侯孝賢《珈琲時光》（2003）  

林建光〈東京的憂鬱：《珈琲時光》與記憶的策略〉，《中外文學》  

張小虹〈身體－城市的淡入淡出：侯孝賢《珈琲時光》〉，《中外文學》  

 

4. 從德國到東京  

放映《當櫻花盛開》  

映後討論  

 

三、跨國電影與異國旅行  

 

1. 從台北到日本  

楊德昌《一一》  

馮品佳〈拆一個家：《一一》中的國/家族傳奇〉，《洞見：視覺文化與美學》  

江凌青〈從媒介到建築：楊德昌如何利用多重媒介來呈現《一一》裡的臺北〉，

《藝術學研究》9 2011.11[民  

100.11] 頁 167-209  

 

2. 台北與巴黎  

蔡明亮《你那邊幾點》  

白大維〈水鐘：《你那邊幾點？》的液態憂鬱〉，《藝術學研究》 5 2009.12[民

98.12] 頁 111-130  

許甄倚 “Re-enchanting the Everyday Banal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lienation, Desire, and  

Critique of Capitalist Temporality in Tsai Ming-Liang's The Hole and What Time 

is it There?”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7 2007.06[民 96.06] 頁 133-157  

 

3. 台灣、中國與巴黎  

侯孝賢《紅氣球的旅行》 (Le Voyage du Ballon Rouge)（2007）  

約翰.厄里(John Urry)著，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節選  

孫松榮〈「複訪電影」的幽靈效應：論侯孝賢的《珈琲時光》與《紅氣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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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影像性」〉，《中外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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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女性主義專題 

Topics in Feminism: Concubinage i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課程

類別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規劃

教師 
Naifei Ding 授課教師 Naifei Ding 

學分

數 
3 credit hours 

課程

介紹 

This course reads narratives of concubinage in three disciplines: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and legal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se narratives 

overlap, speak to, and argue or ignore each other to the extent they mediate 

differently interested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relation to concubinage 

in a shifting present. We will examine conflicting investments in concubinage as 

condition for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Tentative topics to be covered: 

1. literature – imagined concubinage 

2. literary criticism – vanishing figures 

3.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 sex work and marriage 

4. anthropology – domestic mode of production 

 

課程

名稱 

愛滋研究專題：從世界到亞洲  

Seminar on Aids Studies: from World to Asia  

課程

類別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規劃

教師 
黃道明 授課教師 黃道明 

學分

數 
3 credit hours 

課程

介紹 

本課程以文化研究為路徑，藉由回顧檢視 80 年代到晚近全球／在地辯證下生

成的愛滋歷史以及重大議題，深入探究構成愛滋領域的知識生產與論述實踐，

主要目的在於讓學生理解、掌握生物醫療與社會控制技術的物質面操作如何造

就當下全球愛滋服務產業的生態以及新興治理趨勢，同時也培養學生發展出具

有性／別政治的視野，審視環繞於愛滋的污名如何是當代生命／人口政治與情

感結構交織下的多重效應。 

（本課程分成四個單元）  

1 愛滋與再現  

2 愛滋服務產業與地緣政治  

3 愛滋運動、文化記憶與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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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自由主義健康治理與新興預防科技 

課程

名稱 

晚清性／別論述 

Gender/Sexuality Discourses in late Qing Dynasty 

課程

類別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規劃

教師 
劉人鵬 授課教師 劉人鵬 

學分

數 
3 學分 

課程

介紹 

大約十九世紀中期後開始，因應世界局勢改變，中國知識分子處於傳統、變

革與西方現代性的多重論述衝擊中，對於國族、階級、性、性別、婚姻家

庭、資本主義現代性、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

府主義等等，都展開過相當複雜而紛歧的省思與論辯，可以追溯出性／別

論述相當複雜的歷史脈絡。當時亞洲第三世界國家在所謂西方現代性的快

速壓縮擴張過程中，有類似狀況，也引起知識分子聯結性及運動性的思

考。當時展開過對於種族、階級、國家、性與性別等議題相當基進的思

考，也開拓過相當複雜而紛歧的性／別論述，但其後歷史書寫因各種因素

而簡化了當時繁複的論述爭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關於階級、種

族、性別體制的省思、當年較左翼的對於性別、婚姻、家庭做為一種「體

制」的批判思考及論辯，以及種種思潮、政治、文化的衝撞歷史，目前理

解仍然不足。本課程希望透過當時各種原始文獻，認識並分析晚清中國性

／別論述曾經探索的複雜議題及其思想資源，不動用全面整體性的介紹，

而試圖著重閱讀當時文本，探索現有知識框架所隱藏的幾個歷史議題的重

要意義。 

 

課程

名稱 

新自由主義與性政治 

Neoliberalism and Sexuality 

課程

類別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規劃

教師 
Amie Parry 授課教師 Amie Parry 

學分

數 
3 credit hours 

課程

介紹 

  This course introduces students to cultural criticism on neoliberalism. We begin 

with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texts on neoliberalism as a socio-economic system 

with a set of cultural values. This core reading will include David Harvey’s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and Lisa Duggan’s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The latter treats the US case and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ay movement politics in neoliberalism.  Next, we will read 

theorizations of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cultural narratives, beginning with 

trans legal scholar Dean Spade’s article on the possibility of science fiction to 

provide alternative logics to assimilation. We will then read cultural narratives 

that reimagine sexuality and core values surrounding it in alternative way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cience fiction. We will study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cultural texts (literature, film and if time allows, TV serials), so that we 

can discuss and map out such alternative logics in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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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公／私研究專題：亞洲觀點 

Seminar on Public/Private Studies: the Asian Perspective 

課程

類別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規劃

教師 
甯應斌 授課教師 甯應斌 

學分

數 
3 學分 

課程

介紹 

 近年對於西方與亞洲（中、日）的公私觀念差異的研究頗多，例如溝口雄三

對於中日的公私觀念探索也引起研究者的重視。此一議題有數個發展方

向，本課程計畫進程如下：首先是西方公私觀念的簡略概論，。其次是對

於中日的公私觀念的討論，集中於幾個議題：中國是否沒有市民社會？中

日的公私觀念差異？性／別與公私關係的演變。由於涵蓋甚廣，此一再現

難免會有簡略偏向的缺點。不過本課程是為了學生之後對於更具體的公私

議題（隱私、性騷擾等）做進一步研究時，提供的理論與歷史背景。 

 

課程

名稱 

性別治理 

Seminar on Gender Governance 

課程

類別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規劃

教師 
Josephine Ho 授課教師 Josephine Ho 

學分

數 
3 credit hours 

課程

介紹 

 This course looks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emotion/affect and citizenship,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formation, gender and power, as new configurations of power 

emerge in new democracies.  It sees gender governance as stretching beyond 

the mere collaboration or “mutual embeddedness” of the civil society with the 

state, operating on a thick stratum of emotions sedimented from perceived or 

imagined powerlessness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d as such, insisting on 

extreme protectionism as a response to social anxieties and insecurities.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gender governance is also conducive to producing and 

nurturing the fiercely righteous but volatile emotions that have come to define 

the civilized citizens of new and evolving liberal democracies.   

Tentative topics to be covered: 

1. theory of governance 

2. affective citizens 

3. gender vulnerability 

4. progressivism and its limits 

5. juridification and govern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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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專任師資完整名單共 68 人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師資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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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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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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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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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 

Earl 

Jackson 
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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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凱元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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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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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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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雅仲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美國杜克大學博士 

藍弘岳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

授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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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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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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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4 頁，共 1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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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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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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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維安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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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及大眾傳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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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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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鐘月岑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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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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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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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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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美國新學院大學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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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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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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威宜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HESS) 

歷史與文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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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文化研究」師資群：24 人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劉瑞琪 
國立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 
美國 Bryn Mawr College 藝術史博士 

馮品佳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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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大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教授 

兼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 
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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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少千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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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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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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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綺玲 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教授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學博士 

周芳美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副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藝術史博士 

巫佩蓉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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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史博士 

謝佳娟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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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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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桂瑩 
國立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 助理教

授 
英國艾塞斯大學藝術史與理論學博士 

馬孟晶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美國史丹福大學藝術與藝術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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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韻秋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美國史丹佛大學藝術與藝術史博士 

葉嘉華 
國立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助理教

授 

英國倫敦大學瑪利皇后學院文藝復興

學博士 

「性／別研究」師資群：17 人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何春蕤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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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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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瑞琪 國立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教授 美國 Bryn Mawr College 藝術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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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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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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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秀華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美國堪薩斯大學 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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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芬芳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人文研究所助

理教授 

德國法蘭克福約翰．沃夫岡．哥德大

學 文化人類學暨歐洲民族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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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晏霖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學系助理教

授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人類學

博士 

王鈺婷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 

葉德宣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英文系博士 

 

 

研究群師資改善目標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研究群擬自境外延攬之研究群學者，均表達來台參與學

程之意願： 

姓名 單位/學歷 研究方向 

Nishant SHAH 印度班加羅爾 Centre for Internet 

&Society 主任 

Subjectivity, Youth Cultures, 

Digital Practices and Urban 

Restructuration in India and Asia 

Seth Jameson UCLA 比較文學博士（精通阿拉伯

文、法文等） 

中東文化研究、伊斯蘭與猶太

文化比較研究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研究群擬增聘師資之資格： 

1. 擬增聘師資之資格：副教授以上；研究專長需為「東亞公民社會」、「東亞生態」與「二戰的

記憶、經驗與前瞻」三項主題其中一項。 

2. 預定增聘的時間表： 配合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跨校學位學程各校辦公室及其他研究群時程

表。 

 

 

視覺文化研究群擬增聘師資之資格： 

1. 近 1-2 年：增聘研究專長為臺灣/華語視覺文化之師資，有視覺文化全球化關懷者尤佳。 

2. 近 1-2 年：增聘研究專長為臺灣/華語電影研究之師資 

 

 

性／別研究群擬增聘師資之資格： 

 

具有國內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專長為文化研究、同志研究、性／別研究，學術研究實力強，已

有具體著作發表者。 

 



第 58 頁，共 187 頁  

未來二至三年擬邀請進駐之客座教授名單：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姓名 單位 訪問時間 研究專長或開課主題 

吳瓊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2014 春 1980 年代以來大陸視覺文化 

白永瑞 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歷史

系敎授 

2014 秋 近代東亞間文化認同 

Douglas Kellner UCLA 2014 秋 Media Spectacle and 

Insurrection 

孫歌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2015 春 日本政治思想史 

Alain Brossat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教授 2015 秋 當代政治思想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姓名 單位/學歷 研究方向 

第一年 

夏鑄九 台灣城鄉所榮譽退休教授 古蹟保存、建築與都巿史、建

築社會學與都巿社會學 

建築設計，都巿設計，都市規

劃 

邢幼田 美國柏克萊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

副教授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Post-Planned Economy、 Land 

loss and peasants’ strategies of 

self-protection 

黃金麟 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文 化 社 會 學  Cultural 

Sociology , 社 會 學 理 論 

Sociological Theory , 歷史社會

學 Historical Sociology 

步平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日關係史、東北亞國際關係

史、日本侵華史、抗日戰爭史 

汪宏倫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

研究員 

文化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社

會理論、民族國家與民族主

義、東亞社會與現代性、方法

論 

第二年 

Feffrey Brodben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社會學副教

授 

comparative sociology,culture 

and structur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Japanese society, 

social movement, East Asian 

society 

饗庭伸 日本首都大學副教授，ASCOM（台

日韓社造交流協會創辦人） 

城市規劃研究，公民參與理

論，城市規劃與設計，城市社

區，公民參與和合作 

高橋哲哉 東京大學総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西歐哲學 

Poshek Fu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Movie industries and popular 

culture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lobalization, media 

history, business studies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2&cad=rja&ved=0CDIQFjAB&url=http%3A%2F%2Fwww.history.illinois.edu%2Fpeople%2Fposhekfu&ei=BLpaUNGRNI-OmQW6yoD4Dw&usg=AFQjCNGMyUttpc2IR0z9Rj9wa5nG_bQXWg&sig2=bZvk_L74nZeBXlt-q77u-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2&cad=rja&ved=0CDIQFjAB&url=http%3A%2F%2Fwww.history.illinois.edu%2Fpeople%2Fposhekfu&ei=BLpaUNGRNI-OmQW6yoD4Dw&usg=AFQjCNGMyUttpc2IR0z9Rj9wa5nG_bQXWg&sig2=bZvk_L74nZeBXlt-q77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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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野昌弘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戰爭與空間之轉型 

第三年 

J., Habermas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暨哲學

教授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and 

epistemology, analysis of 

advanced capitalistic societies 

and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in a critical social-evolutionary 

context,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particularly German 

politics. 

長谷川 公一 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 環境社會學、社會運動論、社

會変動論、公共社會學、市民

社會論、社會學教育、社會調

査法 

大江健三郎 諾貝爾文學獎 1994 年得主 存在主義作家，著有《萬延元

年的足球隊》、《跑，向前跑》、

《廣島筆記》 

John W. Dower Ford International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MIT Schoo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MIT's online "Visualizing 

Cultures" prooject 

 

Bruce Cummngs The 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in 

History and the chair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odern Korean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視覺文化研究 

姓名 單位 訪問時間 研究專長或開課主題 

周蕾(Rey Chow) 杜克大學 2014 現代中國文學、當代女性主義

理論、中國電影、後殖民理論、

文化研究 

Gina Marchetti 香港大學 2015 Gina Marchetti teaches courses 

in film, gender and sexuality,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Her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omen filmmakers in 

the HKSAR, China and world 

cinema,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in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film culture. 

Griselda Pollock University of Leeds 2016 Critical interventions: feminist, 

social, Jewish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art’s histories、藝術史

與文化、後殖民女性主義、視

覺藝術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91%EF%BC%8C%E5%90%91%E5%89%8D%E8%B7%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A3%E5%B3%B6%E7%AD%86%E8%A8%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hass.mit.edu/
http://shass.mit.edu/


第 60 頁，共 187 頁  

性／別研究 

姓名 單位 訪問時間 研究專長或開課主題 

Lisa Duggan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2014 春 Modern U.S.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history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Gayle Rub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 

2015 春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studies; sexual 

populations and geographies; 

sexology, history of sexology,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xological and racial 

classifications;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s; gay/lesbian 

ethnography 

Carole S. Vance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2015 春 sexu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sexuality, gende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research on sex trafficking 

Sarah Schulma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2016 春 愛滋歷史、婦女運動、同志運

動 

 

 

柒、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  

（因師資總人數眾多，此處僅列出本學程 25 位授課師資的指導記錄）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劉紀蕙 

（交大社會

與文化研究

所） 

Francesca 

Pierini 
（在學中） 

Benjamin 

Francklin 
（在學中） 

Ritwij 

Bhowmik 
（在學中） 

蔡岳璋 （在學中） 

張佩思 （在學中） 

陳克倫 （在學中） 

劉亮延 （在學中） 

徐恩廣 （在學中） 

唐慧宇 （在學中） 

陳柏毅 （在學中） 

張瑜芸 （在學中） 

林封良 
（在學中）博士論文提案：五四時期朱謙之革命思想的政治性重

探 

關秀惠 （在學中）博士論文提案：事件的美學政治—二二八美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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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後」 

陳羿安 
（在學中）碩士論文提案：「往事南朝一夢中」楊雲萍的歷史敘

述與國族想像（1906-2000）（與交大社文所藍弘岳教授共同指導） 

黃丹 
（在學中）碩士論文提案：被遮蔽的「階級」話語—重思 1990 年

代後中國社會新困境 

龔佑吟 
（在學中）碩士論文提案：禪的入世性與當代意義—以印心禪法

為例 

朱婷婷 
碩士論文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以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為中

心 

馮啟斌 
碩士論文 從道場到戰場：試論武道的轉化機制－以殖民地台灣為

例 

吳欣潔 碩士論文 現實邊緣下的私密．見證：葉清芳攝影研究 

楊祐羽 碩士論文 書寫快樂的功用：拉岡的邊界邏輯運算 

阮芸妍 碩士論文 中間物思想重探──魯迅書寫中的主體問題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1 名 

陳光興 

（交大社會及

文化研究所） 

 

胡清雅 （在學中） 

陳運陞 （在學中） 

陳良哲 （在學中） 

吳姿瑄 （在學中） 

劉雅芳 （在學中） 

蘇淑冠 （在學中） 

延光錫 （在學中） 

呂孟嫻 （在學中） 

黃雅慧 
（在學中）碩士論文提案：嚴錮身體之「戒」與「解」──王墨林

雨身體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  名 

朱元鴻 

（交大社會及

文化研究所） 

 

李惠敏 （在學中） 

楊成瀚 （在學中） 

舒奎翰 （在學中） 

王淳眉 （在學中） 

Noel Jean 

Claude 
（在學中） 

鄧曼琳 
（在學中）碩士論文提案：在消費與符號之外—文藝青年的養成、

性傾向、性別與生命歷程 

黃宏昭 博士論文 消費、身體、生命政治：鴉片與中國救亡現代性 

謝家偉 
2007 年台灣單車環島熱潮湧現解釋：身體知覺為真的「地方」風

格旅行興起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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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安 

（國立交通大

學客家文化學

院） 

鄭功杰 
碩士論文 港台八零年代以來華語電影之製作趨勢與未來展望（與

輔仁大學宋文里教授共同指導） 

魏妤庭 
碩士論文  愛情的公共論述：從報紙的「愛情專欄」談起（與輔

仁大學宋文里教授共同指導） 

史旻玠 
碩士論文 從音符到聲音 －以系統理論觀察機械複製時代的音樂

作品（與輔仁大學魯貴顯教授共同指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 名 

 

馮品佳 

（交大外國文

學 與 語 言 學

系） 

楊士霈 （在學中） 

楊瑞濱 （在學中） 

鍾政益 （在學中） 

黃伊婷 （在學中） 

許瀚云 
碩 士 論 文  Hollywood’s Wedding Comedy Now and Then: 

Representing “the One” and Family Values 

范慈紋 
碩士論文  “Express Your Women Kind”: Lady Gag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Body and Subjectivity 

劉雅郡 
碩士論文 Writing Traumas, Writing Lives in Mulberry and Peach 

and Mazu's Bodyguards 

顏佑蓉 
碩士論文 The Enchantment of Escape: An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Ann Radcliffe’s 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林美序 
碩士論文 Writing South Asian British Womanhood: Meera Syal's 

Anita and Me and Life isn't All Ha Ha Hee Hee 

陳怡如 
碩士論文  Immigration Rhapsodies: Multiple Identities in Jhumpa 

Lahiri's Fiction 

張端容 
碩士論文  On the “Women Question”: The Romance of the Rose, 

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 and Troilus and Criseyde 

施茗粢 
碩士論文 Beyond Ha-ha-hee-hee: Negotiating South Asian Identity 

in Meera Syal’s Anita and Me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2 名 

Earl Jackson 

（交大外國文

學與語言學

系） 

  

小計 指導研究生 0 名 

藍弘岳 

（交大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 

彭善豪 

（在學中）碩士論文提案：本多勝一與日本 70 年代的中日戰爭論

述—以《中國之旅》作為一個視角（與交大社文所林淑芬教授共

同指導） 

陳羿安 
（在學中）碩士論文提案：「往事南朝一夢中」楊雲萍的歷史敘

述與國族想像（1906-2000）（與交大社文所劉紀蕙教授共同指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 名 

莊雅仲 

（交大人文社

會學系） 

高資雅 (在學中) 

方孔伶 (在學中) 碩士論文提案：尖石鄉道路發展背後流動的空間力量 

江沛靜 (在學中) 碩士論文提案：草根環運到反土地重劃 

廖文琪 
(在學中) 碩士論文提案：社區如何動起來？離城社區發展與日常

生活實踐：以關西茅子埔社區為例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bFoL1/search?q=auc=%22%E9%AD%8F%E5%A6%A4%E5%BA%A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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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明政 
(在學中) 碩士論文提案：農鄉與都市的交會：竹北東海地區的地

方與社群重構 

林威廷 (在學中) 碩士論文提案：新竹市水源里地方守護的形成與消解 

吳宜娟 
(在學中) 碩士論文提案：碩士論文  創造宜蘭新故鄉：生活風格

移居類型研究（與台大人類所呂欣怡教授共同指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 名 

蔡晏霖 

（交大人文社

會學系） 

劉亮佑 (在學中) 

陳柏帆 (在學中) 

:陳貞宇 
碩士論文 「電力與邊緣的叢結」─菲律賓呂宋島北部 Kalinga 村

落的權力與制衡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 名 

丁乃非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 

鄭亘良 
碩士論文   A Critique of The Anti-Human Trafficking Industry in 

Taiwan From 2003 to 2009 

張永靖 

碩士論文  Affective Ruptures, Queer (Op)positionalities: Sex and 

Intimacy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n 

Ecstasy（與英文系黃道明老師共同指導） 

李季鴻 

 

碩士論文  Mobile Taiwan— Ying-Zhen Chen and Taiwan Leftist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于麗娜 
碩士論文  The Spiritual Life on Indonesia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2009-2011) 

張瑜坪 
碩士論文  Entangled Emotions in Zhang Yi-Xuan''s The Broken 

Hours and The Best Hours 

劉羿宏 碩士論文  Re-Configuring _Waiwenxi_ in Taiwan, 1960s to 1970s 

黃瑜惠 
碩士論文   Politics of Ambiguous Bodies— Troping Monstrous 

Motherhood in Boy’s Love and Slash 

戚育瑄 (在學中) 

陳俐瑋 (在學中)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 名 

何春蕤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 

范姜松伶 
碩士論文  「公共」的變遷：以清治、日治初期台北的街道觀點

為例  

王英倩 
碩士論文   Manufacturing Poverty: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in Taiwanese Media in the 2000s 

黃意函 (在學中)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Suicide in Taiwan, 1991-2011 

陳思瑀 (在學中)  The Accumulated Happy Object: 「愛臺灣」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 名 

甯應斌 

（中央哲學研

究所） 

陳純瑄 
博士論文    Nancy Fraser 的正義理論：從經濟重分配、文化認可

到政治代表權 

鄭揚宜 （在學中） 

鍾維倫 （在學中）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 名 

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7/journal_park437.htm
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7/journal_park4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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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瑞梅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 

林語倩 
碩士論文   “Gathering Paradise”:Emily Dickinson's Pursuit of 

Heaven 

陳琳婷 
碩士論文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The Ambiguity of 

Nature's Ontological Status in Contemporary Ecocritical Discourses 

張函婷 
碩士論文  A Rewriting of Feminine Gothic: The “Thick Love” of 

Motherhood and Womanhood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鍾震亞 
碩士論文  Ambivalence and Dilemma, Queer Spaces Made: Queer 

Reading of the Spaces in Giovanni’s Room 

蔡長沛 
碩士論文   The Fantasy of Self-mastery in Edgar Allan Poe 

“William Wilson” and James Lasdun’s The Horned Man 

陳柏旭 
碩士論文  Field of Nightmares and Memories of Shame: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Baseball Scandals in Taiwan 

何向蓉 
（在學中）Happy Modern Subjects: The Political Vampires in 

Stephenie Meyer’s Twilight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 名 

林文淇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 

曾芷筠 
碩士論文  Nostalgia and Hou Hsiao-hsien's Urban Film Aesthetics: 

Dust in the Wind, Goodbye South, Goodbye, and Millennium Mambo 

陳平浩 
碩士論文  Projecting Taiwan's Urbanization: Class, Gender, and 

History in Wan Jen's Films 

林譽如 
碩士論文  Romance in Motion:The Narrative and Individualism in 

Qiong Yao Cinema 

陳映廷 
碩士論文  Schizophrenia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Fight Club and 

American Psycho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 名 

黃道明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 

張永靖 

碩士論文  Affective Ruptures, Queer (Op)positionalities: Sex and 

Intimacy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n 

Ecstasy（與英文系丁乃非老師共同指導） 

賴美曄 （在學中） 

柯尚毅 （在學中） 

賴麗芳 （在學中） 

顏維毅 （在學中）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 名 

傅大為 (陽明

大學科技與社

會研究所) 

曾柏偉 碩士論文  《我們不曾爭議過─雪山隧道的工程實作與文化分析》 

陳榮泰 
碩士論文  《從行動者-網絡到寄食者-客體:對 MichelSerres 的非策

略式詮釋》（與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老師共同指導） 

王珮瑩 
碩士論文  《日治時期臺灣「不良少年」的誕生》（與科技與社

會研究所王文基老師共同指導） 

林郁婷 
碩士論文  《觀光、負面到混雜：臺灣汽車旅館的歷史、技術與

意涵轉變》（與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楊弘任老師共同指導） 

張琦鈺 
碩士論文  《實驗室中的隱喻、影像與風格-以陽明醫工實驗室實

作為例》 

陳姿琪 碩士論文  《乳房攝影啟示錄─醫學觀看、論述與使用者經驗》 

易俊宏 
碩士論文  《機車道路空間的科技與社會觀點分析—以台北市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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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9 名 

劉瑞琪 

（陽明大學視

覺 文 化 研 究

所） 

陳冠樺 碩士論文  《魔幻之水︰論張作驥〈美麗時光〉中「缺席的母親」》 

許皓晴 碩士論文  《台灣檳榔西施攝影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 名 

李丁讚 

（清大社會學

研究所） 

陳晉煦 （在學中） 

蕭信彬 （在學中） 

李宗俊 （在學中） 

許靜文 （在學中） 

陳奐宇 
碩士論文  Ways of Doing：關於台灣慢性腎臟病整體照護醫療實

作的考察 

廖婉余 
碩士論文  從聖物到玩物－「去神聖化」與「再神聖化」歷程： 以

「好神公仔」為例 

曾柏嘉 碩士論文  「看見」技術：台灣盲人棒球的社會技術動員與軌跡》 

江順楠 碩士論文  當代台灣社會健康飲食知識初探 

郭瑞坤 
博士論文  博物館渴望「現代」：一座台灣科學博物館的歷史、

政治與社會組織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 名 

 

劉人鵬 

（清大中國文

學系） 

蔡孟哲 （在學中） 

曹官力 （在學中） 

宋玉雯 （在學中） 

趙家琦 （在學中） 

呂明純 博士論文  大東亞體制滿洲國與台灣比較研究：性別與文藝 

周麗卿 博士論文  《新青年》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 名 

蔡英俊 

（清大中國文

學系） 

陳柏伶 （在學中） 

鄭雅尹 （在學中） 

黃郁晴 （在學中） 

曾琮琇 （在學中） 

孫立梅 （在學中） 

顏 訥 （在學中） 

沈佩陵 （在學中） 

鄒昀 碩士論文  羅懷臻戲曲劇作研究 

劉麗雲 
碩士論文  少女思想的房間——李賀歌詩的內在風景及書寫特質

探論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bFoL1/search?q=auc=%22%E5%8A%89%E9%BA%97%E9%9B%B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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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群 博士論文  賽先生來之前----晚清科學小說中的科學系譜 

何立行 博士論文  晚清知識人蔣觀雲(1866-1929)及其啟蒙論述研究 

鄭聖勳 博士論文  庾信《擬詠懷詩》研究 

劉南芳 
博士論文  台灣內台歌仔戲定型劇本的語言研究--以拱樂社劇本

為例（與清華大學王安祈教授共同指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3 名 

 

 

林聰舜 

（國立清華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劉錦源 （在學中） 

賴昶亘 （在學中） 

徐其寧 （在學中） 

吳曉昀 （在學中） 

卓育如 （在學中） 

葉書含 （在學中） 

張禹仁 （在學中） 

江宏鈞 （在學中） 

劉芷妤 （在學中） 

楊凱嵐 （在學中） 

劉奎君 （在學中） 

陳志豪 碩士論文  《搜神記》中天人關係的流轉 

陳惠玲 
博士論文  兩漢祀權思想研究——以《春秋》與《禮記》中郊廟

二祭之經典詮釋為例 

范瑞紋 博士論文  時空觀念與黃帝信仰──秦漢改制思想探析 

劉清泉 博士論文  儒家內聖之學的極致—「宋明理學殿軍」的蕺山思想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5 名 

 

張旺山 

（清大哲學研

究所） 

李戊球 （在學中） 

邱逢霖 （在學中） 

何明諠 （在學中） 

任向前 （在學中） 

柳逸群 碩士論文  論自我擁有權與財產權的關係─柯亨與諾齊克的論辯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 名 

柳書琴 

（清大台灣文

學所） 

陳碧秀 （在學中） 

林沛潔 （在學中） 

歐人鳳 （在學中） 

石廷宇 
碩士論文  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小說中的貧困書寫－以社會事業

作為參照閱讀的策略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bFoL1/search?q=auc=%22%E5%8A%89%E5%8D%97%E8%8A%B3%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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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昱慧 碩士論文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南方想像」－以龍瑛宗為例 

林柳君 碩士論文  吳明益作品中的文化轉譯、美學實踐與隱喻政治 

郭靜如 
碩士論文  動盪時代中的變異風景──日據時期台灣、「滿洲國」

小說中「空間」描寫之比較 

陳運陞 
碩士論文  扭曲的鏡像：「滿州國」作家古丁創作中的「現代」

形象再現 

徐淑賢 
碩士論文  台灣士紳的三京書寫：以 1930-1940 年代《風月報》、

《南方》、《詩報》為中心 

張育薰 碩士論文  日治後期臺灣民俗書寫之文化語境研究 

林燕釵 
碩士論文  陳垂映生平及其小說作品研究—從《暖流寒流》到〈鳳

凰花〉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1 名 

鐘月岑 

(清大歷史所) 

楊肅毓 （在學中） 

張筱梅 （在學中） 

陳珮瑩 （在學中） 

莊群 （在學中） 

陳穎萱 （在學中） 

林育辰 
碩士論文  中國克山病理論爭議(1935-2000) : 滿洲科學與群眾科

學 

方仁琦 
碩士論文  金門實驗戰地政務時期的地方自治與民權訓練─以烈

嶼鄉五個行政村為中心 

陳令杰 碩士論文  清末海關與大清郵政的建立 1878-1911 

謝安 
碩士論文  醫者意也與即方用藥──唐宋時期的士人尚醫與醫病

關係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 名 

 

李卓穎 

(清大歷史所) 

洪詩惠 （在學中） 

劉威志 （在學中） 

李慈紜 （在學中） 

許時鋒 （在學中） 

簡湛竹 （在學中） 

陳宥任 （在學中） 

張雅淳 （在學中） 

王淳慶 碩士論文  清華之選—明代庶吉士考選與教習館課變遷考 

邱逸凡 
碩士論文  蒙元前期(1233-1307)的京兆府學──儒戶考試、吏制考

試與統治階層建構文治形象 

楊子葳 碩士論文  《四部叢刊》與近代中國古籍出版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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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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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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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422,667 冊，外文圖書 193,298 冊，

103-105 學年度擬增購 文化研究 類圖書  1,000  冊；中文期刊 3,855 

種，外文期刊  2,088 種，   103-104   學年度擬增購  5  類期刊  20 

種。 

國立中央大學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12,126 冊，外文圖書 8,144 冊，103-105

學年度擬增購性／別研究、批判理論 類圖書 1,000 冊；中文期刊 1,070 

種，外文期刊 3,066 種，103-104 學年度擬增購 5 類期刊 20 種。 

國立陽明大學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5,435 冊，外文圖書 6,006 冊，103 學年

度擬增購_視覺文化  類圖書  4,234 冊；中文期刊 74 種，外文期刊 

125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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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本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一) 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415.03 平方公尺。 

(二) 單位學生面積 1.43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16.6 平方公尺。 

(三) 座落文學一、二館大樓，無特定樓層，各系所相互調配使用。 

英美語文學系 

(一) 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464.64 平方公尺。 

(二) 單位學生面積 1.84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27.33 平方公尺。 

  

(三) 座落文學一、二館大樓，無特定樓層，各系所相互調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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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語文學系 

(一) 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312.79 平方公尺。 

(二) 單位學生面積 1.38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22.34 平方公尺。 

(三) 座落文學一、二館大樓，無特定樓層，各系所相互調配使用。 

哲學研究所 

(一) 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143.69 平方公尺。 

(二) 單位學生面積 3.12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44.68 平方公尺。 

(三) 座落文學一、二館大樓，無特定樓層，各系所相互調配使用。 

藝術學研究所 

(一) 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165.77 平方公尺。 

(二) 單位學生面積 6.38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27.63 平方公尺。 

(三) 座落文學一、二館大樓，無特定樓層，各系所相互調配使用。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一) 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185.65 平方公尺。 

(二) 單位學生面積 9.77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37.13 平方公尺。 

(三) 座落工程五館大樓，第 1 樓層。 

 

二、本學位學程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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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人社三館已開始施工，預計 103 年底完工，104 年上半年

內部施工及裝修完畢。已爭取到研究生室作為學程學生之使用，過渡期

間將與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之學生共用。國際研究生宿舍統一由交大國際

處協助分配。未來將爭取合聘教師及外聘教師之研究室空間。 

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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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清華大學校區的學生人數則可能在四年內成長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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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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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的外籍學生，將會是人社院的重要資產。清華大學人

社院將會提供空間，規劃為研究室，讓學位學程的學生能和其他系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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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互動。如此不但會提升學習效果，也能讓這些外籍學生在地化，讓

本地學生國際化。 

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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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中央大學校區的學生人數則可能在四年內由 6 人增為

20 餘人。目前中央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大樓剛剛完工，即將開始搬遷，文

一館最靠近學程辦公室的兩個空間（一為儒學中心 A202，佔 25 平方公

尺；一為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室 A220，佔 33 平方公尺）都將搬遷至

人文社會科學大樓，遺下空間將規劃作為學程學生的研究室，足夠中大

學程學生所需。國際研究生住宿問題則將與校方溝通優先提供。 

陽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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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陽明大學校區的學生人數則可能由 6 人增為 20 餘人。

目前陽明大學的人社院目前分佈於三棟建築：視覺文化研究所、心哲所

與 STS 所所在的「第二教學大樓」二樓、「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所在

的「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大樓」、以及致和樓四樓。前兩棟建築為相連

的共同結構體，目前陽明視覺文化研究所在「第二教學大樓」二、三樓

擁有一間與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共用所

辦；一大間 Seminar Room；一大間研究生研究室以及六間辦公室（每間

4.32-11 坪），與人文社會科學院的其它兩個所、一個中心比鄰而居，共

享「小而美」的研究與教學社群。另外，目前在陽明校內致和樓四樓也

擁有三間辦公室，供視覺文化研究所與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使用。 

  

 

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本學程成立的理念獲得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認同與長期支持：台聯大文

化研究團隊自 2003 年開始，成立台聯大系統跨校文化研究學程，推動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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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學分學程以及各研究室之合作，至今已有十年的合作關係，匯聚

四校累積近二十年的文化研究領域人才與研究成果，促成具體合作。台灣

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亦獲得台聯大系統總校長以及四校校長支

持，通過台聯大系統諮詢委員會之審議，於 2012 年成立，並在教育部立

案。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作為跨校人文社會跨領域學術整合的平台：台

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作為統籌四校文化研究團隊之平台，設有行政會

議、學術發展委員會、學程委員會，由跨校教師組成，每年定期召開行政

會議、學術發展委員會以及學程委員會議，已有充分的行政協調經驗與合

作機制。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具體推動跨校合作，舉辦國際學術研討

會，邀請國際講座教授，以及合作出版事宜。（附件：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

中心歷史簡介、行政架構圖以及歷年研究成果，含國際講座、國際研討

會、出版系列）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整合各校已經成立之研究室與研究中心，具體

促成跨校合作：參與團隊包括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1991- )、「新

興文化研究中心」(2001- )、「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2002- )、「電影文化

中心」(2003-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5- )、「電影文化研究室」

(1998- )「視覺文化研究中心」(2008- )；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

(1991- )；以及陽明大學之「視覺文化研究室」(2010- )。研究團隊的操作模

式大幅推動學術實力的集體展現。（附件：各研究室簡介） 

資深積累的學術領導地位：台灣聯大的文化研究社群累積堅厚實力，已

經領先其他學術機構。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前四屆理事長皆是台聯大系

統之資深教授，理監事中也有許多位屬於台聯大系統。台灣學界資深學者

如交通大學劉紀蕙教授、陳光興教授、朱元鴻教授、馮品佳教授，中央大

學何春蕤教授，丁乃非教授、林文淇教授，清華大學李丁讚教授、劉人鵬

教授、蔡英俊教授、柳書琴教授、白瑞梅教授、甯應斌教授，陽明大學傅

大為教授、劉瑞琪教授，皆為台聯大文化研究團隊的核心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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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

大文化研究團隊之資深教師帶領中壯代以及新進教師，歷年來以研究團隊

的形式，建立了具有國際視野的研究室與研究中心，累積了可觀的國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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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網絡和學術研究成果。 

國際合作交流已有豐厚積累：文化研究團隊目前合作之各單位及成員皆

與國際各學術機構進行多年之合作，已在國際間建立良好聲譽，並與多所

國際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書，舉辦多場專題研討會，數十場國內外專家學者

的專題講座與工作坊，出版專題著作及翻譯，並延攬國際訪問學者、聘用

博士後研究員，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學者互訪，共同籌辦國際學術會議，

並以國內以及國際學術出版為實質成果。另外透過國際管道正式公告，促

成台聯大國際學位學程教學之國際化，招收國際學生，並設置獎勵辦法協

助學生出國交流擴展其國際觀。目前各團隊並已正式簽約加入「亞際文化研

究機構聯合會」（IACS-Consortium），繼續拓展國際交流。（附件：國際合

作交流之規劃，以及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Consortium 聯盟單位） 



第 73 頁，共 187 頁  

 

拾  附件 1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架構圖以及歷年研究成果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沿革歷史： 

 2003 年起，成立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分學程，校際合作開始。 

 交通大學首先於 92 學年成立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學程辦公室，中央大學與清華大學亦於 93

學年分別成立學程辦公室，陽明大學則於 98 學加入文化研究團隊，成立文化研究辦公室。 

 2010 年 2 月，成立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處。 

 2012 年正式成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並在教育部備案。 

 2012 年「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獲教育部核准成立，首

屆學生於 2013 年 9 月入學。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現狀：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已經有大約 68 位四校師資的支持，形成各有 15─25 人的四大研

究群：批評理論與亞洲現代性、性/別研究、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以及視覺文化，視覺

文化又有美術史以及電影研究兩大發展方向。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由行政辦公室以及四校辦公室共構：第一屆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

中心主任為劉紀蕙教授；四校辦公室主任分別為──中央大學辦公室主任何春蕤教授，交

通大學辦公室主任陳光興教授，清華大學辦公室主任李丁讚教授，陽明大學辦公室主任劉

瑞琪教授。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辦公室專任助理二人，各校辦公室專任助理各一人。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組織 

委員會名稱 委員會名單 

中心行政會議委員 劉紀蕙教授（交通大學）  

陳光興教授（交通大學）  

李丁讚教授（清華大學）  

何春蕤教授（中央大學）  

劉瑞琪教授（陽明大學） 

學術委員 劉紀蕙教授（交通大學） 

陳光興教授（交通大學） 

李丁讚教授（清華大學） 

何春蕤教授（中央大學） 

劉瑞琪教授（陽明大學） 

馮品佳教授（交通大學） 

鐘月岑教授（清華大學） 

白瑞梅教授（中央大學） 

鄭凱元教授（陽明大學） 

學程委員 劉紀蕙教授（交通大學）  

陳光興教授（交通大學）  

李丁讚教授（清華大學）  

何春蕤教授（中央大學）  

劉瑞琪教授（陽明大學）  

藍弘岳教授（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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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穎教授（清華大學）  

黃道明教授（中央大學）  

黃桂瑩教授（陽明大學）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架構圖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中心所建立的跨校合作平台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5- ） 

 中央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2008- ） 

 中央大學「電影文化研究室」（1998- ）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2002- ） 

 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1991- ） 

 交通大學「新興文化研究中心」（2001- ） 

 交通大學「電影文化中心」（2003- ） 

 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1991- ） 

 陽明大學之「視覺文化研究室」（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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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中心歷年行政會議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2010.03.19  

 

 

 

籌備會議 

暨 

學程課程委員會臨時會議 

2010.06.28 

2010.09.01 

2011.01.14 

2011.04.12 

2011.05.18 

2011.06.08 

2011.06.29 

2011.10.21 

2011.12.07 

2012.03.02 

2012.05.30 行政會議 

2012.08.23 行政會議暨學程、學術委員會聯席會議 

2013.01.18 行政會議暨學程、學術委員會聯席會議 

2013.05.24 行政會議 

2013.08.27 行政會議暨學程、學術委員會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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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組織章程 
102.7.10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通訊行政會議修訂 

101.5.30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3.2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會議修訂 

 

 

第一條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整合台聯大系統各校文化研

究領域之研究與教學資源的平台，以推動文化研究學術國際化以及文化研究學程國際化為

兩大發展目標。本中心經台灣聯大四校校務會議、台聯大四校校長會議、通過台聯大系統

委員會同意，並正式報教育部後成立。 

本中心英文名稱為：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IICS-UST)。 

第二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名，主管中心各項事務。中心主任人選由台灣聯大系統校長自中心

行政會議委員中提名，經系統委員會同意後聘任。中心主任任期四年，得連任。 

第三條 本中心於台灣聯大系統各校設置辦公室。各校辦公室主任由各校校長聘任，同時擔任

本中心副主任，襄助中心主任促進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團隊之跨校學術合作、提昇學術國

際化，以及推動亞際文化研究碩博士學位國際學程，任期同中心主任。 

第四條 本中心現階段推動之研究群如下：一、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二、當代思潮與社會運

動 三、性/別研究 四、視覺文化。前項各研究群，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增設之。 

第五條 本中心設下列委員會： 

一、 中心行政會議  

二、 學術委員會  

三、 學程委員會 

第六條 本中心另成立國際諮詢顧問委員會，聘請海內外學者專家若干名為諮詢委員，就學術

國際化與學程國際化等相關事務提供諮詢意見。 

第七條 本中心設置行政部門，聘請秘書及助理數名，處理中心及各校辦公室相關事務。 

第八條 為協助各研究群研究與教學之發展，促進學術交流，本中心得聘請專職研究人員、博

士後研究員及長短期訪問學者。 

第九條 本中心以及各校辦公室與研究群運作所需之經費，除由台灣聯大總中心提撥種子經費

外，得向相關機構申請補助。本中心以及各校辦公室與研究群將提出年度執行成果，供台

聯大總部評估，作為後續經費分配之依據。 

第十條 本辦法經中心行政會議通過，送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會議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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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學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2.8.27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102 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5.30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3.2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辦法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際研究生學院設置要點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

國際中心組織章程訂定之。 

第二條. 為整合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

大學）文化研究師資四大研究群（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性／別

研究、視覺文化），「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之成立，以跨領

域與跨校合作的原則，規劃課程與活動，以培育人文社會領域具前瞻性之文化研究人才。  

第三條. 本學程置學程主任一名，綜理四校學程整合與協調之業務。學程主任由台聯大國際研

究生學院院長提名，經系統校長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同中心主任。 

第四條. 本學程設跨校學程委員會，學程委員由參與學程之台聯大系統內具相關學術專長之教

師互推 7 至 9 人（參與學程之學校至少一人）擔任，任期三年。 

第五條. 跨校學程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 本學程之招生事務及入學考試（招生、轉系）資格審核。 

二、 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資格考試事務和學位資格審查、排定課程、獎助學金推薦等事項。 

三、 本學程之運作、學生學業及生活輔導等事項。 

四、 學分抵免及畢業學分認定審核。 

五、 其他有關各校學程之相關業務。 

第六條. 學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由學程主任主持，具體規劃次學期課程，商議招生

事宜，以及各項學生修業事務。  

第七條. 本設置辦法經中心行政會議初審，經台聯大國際生院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78 頁，共 187 頁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歷年研究成果 

 

國際研討會 

2013 中央大學 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 II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 四校合辦 「亞際文化研究的未來」國際研討會 

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國際工作坊 

「Culture as Critical Theory Conference  文化作為批判理論」學術研討

會 

中央大學 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  國際學術研討會 

新道德主義：道德保守與道德進步－「兩岸三地性／別政治新局勢」

學術研討會 IV 

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 

2011 四校合辦 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保釣精神的繼承與轉化 

清華交通 陳映真文學青年工作坊 

中央大學 第三屆兩岸三地性／別政治新局勢國際會議 

「文學‧電影‧地景」學術研討會 

陽明中央 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 

2010 交通大學 疆界-主權-法國際研討會 

交通清華 冷戰的歷史文化--東亞批判刊物會議 

清華大學 台灣與東亞的跨界：亞洲的地區主義國際工作坊(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Taiwan and East Asian Cross-Border: The Regionalization of Asia) 

清華中央 海澀愛國際論壇 

中央大學 第二屆性／別政治新局勢國際會議 

視覺與文化識讀國際研討會 

陽明大學 視覺文化學術研習營暨工作坊 

2009 交通大學 生命政治、倫理與主體性國際研討會 

交通清華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十週年會議、放映與演講活動 

交清中央 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國際工作坊 

中央大學 第一屆性／別政治新局勢國際會議 

視覺與文化識讀國際研討會 

 

國際論壇 

2013 交通大學 第三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開與東亞的民族主

義 

「批評理論與當代問題」兩岸論壇 

「閱讀吳耀忠」兩岸藝術家論壇 

2012 交通大學 民間東亞論壇──釣魚台（尖閣島）、獨島（竹島）爭議圓桌討論 

「哲學的權利」學術座談會 

「想像一個融合教學與研究的亞際文化研究學程可能」（Imagining 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grated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工作

坊 

陽明大學 「時尚與視覺文化工作坊」 

2011 

 

 

 

交通大學 「移動、越境與漂流的記憶」日台學者座談會 

突變與凝固：當代到現代思想地層的牽動 2011 第二屆兩岸研究生交流

會議（交通大學、上海大學） 

第四屆文學與文化研究國際研究生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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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台社學會／文化研究論壇——淺井基文教授來台演講：就我而言的陳

映真與一九六零年代台灣 

清華中央 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系列講堂，包括「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 研究論

壇」「家庭婚姻小革命文化對談」 

2010 清華大學 台社／紫藤論壇： 紀念溝口雄三教授暨新書發表會 

陽明大學 第三屆文學與文化研究國際研究生研討會 

「藝術史論壇」宦游，旅宿與勝景 

陽明藝文工作坊─社會學如何研究藝術 

2009 交通大學 台社論壇：與魯迅重新見面 

台社論壇：如何做個台社人──兼及分斷體制 

交清中央 學術交流與知識生產論壇 

交通清華 台聯大文化研究學程博士生論壇「分寸之間／何在：跨領域的知識情

境與真實狀態」 

台聯大文化研究博碩士生論壇：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國際工作坊

會前研讀會 

 

 

講座 

2013 交通大學 Partha Chatterjee 教授「帝國與國族」 

《城市中的主體》講座：Christine Delory-Momberger、Elsa Lechner 訪

問及專題演講 

2011 清華大學 思想、歷史與文化高等講座：池上善彥教授 

思想、歷史與文化高等講座：蔡翔教授 

2010 清華大學 兩岸三地文化研究學術交流系列：薛毅教授  

兩岸三地文化研究學術交流系列：孫歌教授 

 兩岸三地文化研究學術交流系列：李智良教授 

2009 交通大學 「洪席耶訪台專題講座暨工作坊」 

專題演講：「政治、民主與現前」 

圓桌論壇：與洪席耶面對面：洪席耶作品與思想座談會 

Keith McMahon 系列講座：一夫多妻、纏足與倒錯“Perversion” 

Mary E. John 系列講座 Reframing 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m: 

Feminisms in India and the Question of Asia 

 

 

長短期訪問學者名單 

2013 洪子誠 （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副所長） 

王曉明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系主任） 

Christine Delory-Momberger（巴黎第 13 大學科學教育學教授） 

Elsa Lechner（葡萄牙孔布拉大學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 

杜香芹  （福建三明書院教師，自費訪問） 

Helen Grace (Department of Gender and Cultural Studies, Sydney University, Australia) 

Marilyn Chin(MFA program,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Kane Race(Department of Gender and Cultural Studies, Sydney University, Australia) 

2012 戴錦華教授（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所） 

蔡翔教授（上海大學中文系） 

Alain Brossat（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教授） 

許維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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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us Y. Liu 

Petrus Liu（Cornell University, USA） 

Kiri Paramore（荷蘭萊頓大學助理教授、中研院文哲所訪問學人） 

Angelina Chin（Pomona College, USA） 

Cindy Patton（University of Simon Fraser, Canada） 

Erika Le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當代中國讀書小組」：薩支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現

代室）、何吉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文學評論》雜誌）、李娜（中國社會科

學院文學所港台室）、何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理論室）、程凱（中國社會科

學院文學所現代室）、李志毓（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西山雄二（日本首都大學東京准教授） 

Adam Kern(Director, Center for Visual Cultures, UW-Madison) 

E. Ann Kaplan(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irector, The Humanities Institute, Stony Brook 

University) 

Peter McNeil(Associate De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John Brewer (Eli and Edye Broad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2011 張志強（北京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倪偉（中國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汪暉（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池上善彥（東京「現代思想」主編） 

Fran Martin(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Larissa Heinrich(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徐澄琪（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張英進（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文學系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教授） 

王俊文（中國魯迅美術學院陶藝特聘教授兼帶頭人） 

2010 薛毅（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酒井直樹（美國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比較文學系教授） 

孫歌（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所教授） 

曺喜昖（聖公會大學社會科學部與 NGO 研究所教授） 

Heather Love(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Mara Mills(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徐澄琪（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2009 Alain Brossat（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教授）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Keith McMahon(East A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s, Kansas University, USA) 

Mary E. John(Centre for Women’s Development Studies, New Delhi) 

So-Hee Lee (李所姬, Hanyang Women's College, Seoul) 

 

 

 

學術出版 

時間 書名 作者 機構/單位 

2013 European-East Asian 

Borders in Translation 

Joyce C.H. Liu (Editor), 

Nick Vaughan-Williams 

(Editor) 

Routledge 

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 黃文宏 聯經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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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論叢（五） 柳書琴 清華大學出版社 

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

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

研究 

許維德 遠流出版社 

複製，再現與傳播: 近代版

畫文化  

黃桂瑩主編 群學出版社 

(編印) 

2012 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 林麗雲、蘇淑芬、陳瑞

樺 
遠景出版社 

近代肖像意義的論辯 劉瑞琪主編 遠流 

旅行的視線 蘇碩斌主編 群學 

(編印) 

轉眼歷史：兩岸三地性運回

顧 

何春蕤編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 

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繼

承、轉化、再前進 

劉容生、王智明、陳光

興編 
清華大學出版社 

傅柯—一個危險的哲學家 Alain Brossat 麥田出版 

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 黃道明編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 

酷兒 情感 政治——海澀

愛文選 

劉人鵬、宋玉雯、蔡孟

哲、鄭聖勳編 
蜃樓出版社 

2011 Biopolitics, Ethics and 

Subjectivation 

 

Alain Brossat, 

Yuan-Horng Chu, Rada 

Ivekovic, Joyce C.H. 

Liu 

L'Harmattan 出版社 

心之拓樸 

 

劉紀蕙 行人出版社 

歧義 La Mésentente 

 

洪席耶著，劉紀蕙、林

淑芬、薛熙平、陳克倫

譯 

麥田出版社 

カルチュラル・スタディー

ズで読み解くアジア 

 

岩崎 稔、陳光興、吉

見 俊哉主編 

せりか書房 

韓少功隨筆集 彭明偉、洪嘉寧主編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脱 帝国 方法としてのア

ジア 

陳光興 以文社 

陳映真 思想與文學（上） 陳光興、蘇淑芬主編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陳映真 思想與文學（下） 陳光興、蘇淑芬主編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你不屬於——印度電影的

過去與未來 

陳光興、高士明編 北京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

出版社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上、

下冊） 

陳光興、蘇淑芬編 台聯大系統交大/亞太文化研

究室策劃 

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 丁乃非、劉人鵬編 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跨校學

程清大辦公室及亞太/文化研

究室策劃，蜃樓出版 

超克「現代」：台社後∕殖民

讀本（上、下） 

 

陳光興編 台聯大系統交大/亞太文化研

究室策劃、台聯大系統清大大

/亞太文化研究中心策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 柳書琴、張文薰編 國立台灣文學館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AL%C4R%B6%B3%A1B%C4%AC%B2Q%AA%E2%A1B%B3%AF%B7%E7%BE%EC&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AL%C4R%B6%B3%A1B%C4%AC%B2Q%AA%E2%A1B%B3%AF%B7%E7%BE%EC&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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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編‧張文環 

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

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

化政治 

柳書琴編 聯經出版社 

涉大川─紀剛口述傳記 

 

柳書琴、李卓穎、趙慶

華(等共著) 

國立台灣文學館 

金臂勾 劉正忠（唐捐） 蜃樓出版社 

革命、啟蒙、抒情：中國近

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思

錄 

鄭文惠、顏健富 允晨文化 

Queer Politics and Sexual 

Modernity in Taiwan 
黃道明 香港大學 

性地圖景：兩岸三地性／別

氣候 

甯應斌（編）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 丁乃非、劉人鵬主編 蜃樓出版社 

我和電影一國：林文淇影評

集 

林文淇 書林出版社 

（洞）見視覺文化與美學 馮品佳、趙順良主編 書林出版社 

Diasporic Representations: 

Reading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Fiction 

Feng, Pin-chia 

(馮品佳) 

德國 LIT Verlag 出版社 

2010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Kuan-Hsing Chen DUKE UNIVERSITY PRESS 

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

三的思想方法 

陳光興、孫歌、劉雅芳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憂鬱的文化政治 劉人鵬、鄭聖勳、宋玉

雯主編 

蜃樓出版社 

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

三的思想方法 

陳光興、孫歌、劉雅芳

等編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陳光興 Duke University Press 

白樂晴：分斷體制 民族文

學 

陳光興、白永瑞編 聯經出版社 

作爲「門檻」的戰爭：殖民

地總力戰與韓國‧臺灣的文

化構造 

柳書琴、金艾琳編 Greenbee 出版社（韓國） 

南風：林梵還曆桃李集 柳書琴、李文良、葉瓊

霞、王昭文、王雅萍編 

印刻出版社 

現代漢詩的魔怪書寫 劉正忠 台灣學生書局 

連結性：兩岸三地性／別政

治新局 

何春蕤（編）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東西印度之間：非裔加勒比

海與南亞裔女性文學與文

化研究 

馮品佳 允晨文化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he Grotesque: Crashaw, 

Baudelaire, Magritte 

Shun-liang Chao （趙

順良） 

Oxford: Legenda 

Intercultural Theatre: 段馨君 Germany: Lambert Academic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EG%A4%E5%B4f%A1B%C3C%B0%B7%B4I%2F%BDs%B5%DB&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yuan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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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Publishing. 

凝視臺灣當代劇場：女性劇

場、跨文化劇場與表演工作

坊 

段馨君 華藝數位 

博覽會的政治學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

李衣雲、陳韻如、林文

凱譯 

群學出版社 

2009 魯迅入門讀本（上、下） 

 

錢理群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

為背景 

錢理群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

最後一門課 

錢理群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 何春蕤主編，方剛著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賣淫的倫理學探究 甯應斌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酷兒新聲 何春蕤（編）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台灣當代劇場：跨文化、女

性主義與表坊 

段馨君 書林出版社 

跨文化劇場：改編與再現 段馨君 交大出版社 

華語電影中的國家寓言與

國族認同 

林文淇 國家電影資料館 

銀鹽熱 陳傳興 行人文化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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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附件 2  跨校合作之研究室簡介 

 

 

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1991- ） 

亞太／文化研究室（Asia-Pacific Cultural Studies，以下簡稱 APCS）的自我定位，是在知

識生產的層次上促進亞洲的統合；研究室成立後陸續完成以下的工作：APCS 台灣內部之

活動、與華文世界的連結、與亞洲地區的合作、與其他國際文化研究學界的連結。在過去

的基礎下，未來希望能夠擴大過去的成果，加強文化研究的教學工作，同時將更為積極的

促進亞洲批判知識社群的互動與整合。除了刊物的編輯出版工作外，本研究室將推動兩

岸、華文世界、亞洲內部以及全球性更為大規模的互動，走向國際研究機構的成立。 

 

交通大學「新興文化研究中心」（2001- ） 

本中心成立於民國八十九年，結合交通大學人社院社文所、語文所、傳播所、語文研究中

心及通識中心等單位的師資，以人文社會研究之新興議題為取向，共同發展跨領域重點研

究群，包括：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當代台灣文化研究、視覺文化、表演藝術與電影研究、

文化政策與文化生產。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2002- ） 

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旨在進行人文社會理論之跨領域探討與對談，推展理論研究的新議

題，並為碩、博士研究生之論文研究提供理論訓練的支持脈絡。研究室將持續舉辦學術演

講、經典研讀會、學術研討會等活動，並將於二○○四年起陸續邀請國外知名學者蒞校進行

學術交流，並致力推動當代理論經典譯叢、當代思潮評論集、及台灣當代民族誌之編輯與

出版工作，以鼓勵理論研究的交流與發表。主要工作包括、人文社會理論經典研讀會、國

際學術交流、出版計畫、舉辦學術研討會。 

 

交通大學「電影文化中心」（2003- ） 

本電影研究所成立於民國 92 年，成員包括外文系老師以及外國文學與語言研究所文學組

研究生，和大學部有志於電影研究的同學。現在研究中心主任為徐詩思教授。本研究中心

自成立以來配合耗資百萬的「人文電影院」之軟硬體設備，對於電影、劇場，與視覺藝術

等相關文化研究之推動不遺餘力。除了每周播放電影，定期舉辦專題影展，更在每學期舉

辦研習班、讀書會，與研討會，透過影片賞析和論文研讀，冀望達成下列目的：與新竹地

區和科學園區的電影同好交流、藉此大力提升國內大學生與研究生電影研究的能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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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種不同的詮釋方式並促進相關領域之學術交流、提昇電影鑑賞能力以及創作想像能

力、促成西方理論、英文典籍，與本土電影的對話，促進學術國際化。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5- ）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於 1995 年 10 月成立，其脈絡正是這個主流化過程的開端，其意義

則是在學術和理論的層次上，批判「性別唯一」（gender-only）的簡化分析觀點及其所衍

生的偏頗政策、法律與社會氛圍。為提升性／別研究的專業學術研究風氣，深化對邊緣弱

勢性／別主體及文化的認識與呵護，並對官方全面推廣的性別平等教育介入學術及理論的

討論，本室集結了來自各校、跨系所院單位對性／別教育有研究興趣及專業素養的教師加

入成為研究員，共同為推動性／別研究、性／別運動及性／別教育而努力。 

過去 15 年，性／別研究室的核心成員在台灣社會的性別議題與性議題中，幾乎每役必與，

積累了許多深刻的論述，也為台灣的性／政治注入一股清流，我們的學術研究、出版、會

議、教學則為台灣的性／別研究開拓出豐盛的資源。 

 

中央大學「電影文化研究室」（1998- ） 

國立中央大學電影文化研究室隸屬英美語文學系，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由教育部顧問室

補助設立。設立宗旨為： 

1. 有系統開設基礎與進階的電影課程，訓練電影人才。 

2. 舉辦電影相關活動，發行刊物，推廣電影文化與教育。 

3. 整合電影學術資源提升電影研究的質與量。 

電影文化研究室現有中西影片收藏超過 8000 部，提供教師與學生豐富的電影學術研究資

源。此外，電影文化研究室負責經營中央大學 107 電影院，並發行全國性電影刊物《放映

週報》，於 2012 年獲得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殊榮。 

 

 

中央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2008- ） 

國立中央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Visu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由藝術學研究所吳方正

教授與英文系林文淇副教授發起籌備，九十七年六月正式設立為中央大學文學院院級研究

中心，並由林文淇副教授擔任第一任中心主任。 

視覺文化研究中心設立之宗旨在於研究推動文學院視覺文化研究領域之學術發展以及人

才培養，主要目的為︰整合視覺文化研究領域資源、促進視覺文化研究領域教師交流與合

作、推動視覺文化研究領域學術發展。本中心目前設有「電影與視覺文化」碩士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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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7 學年起開放中央大學碩博士生選修。97 年並由吳方正教授主持文學院特色領域整合

型研究計畫：「近現代視覺文化」。本中心歡迎國內外學者訪問，亦接受公私立機構委託研

究。 

 

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1991- ） 

亞太／文化研究室的自我定位，是在知識生產的層次上促進亞洲的統合。 

本研究室成立於 1992 年，為整個亞洲區域中歷史最久的文化研究學術機構之一。 

在台灣內部，我們透過研究教學、學術會議、邀請講學、演講、論壇、出版，以及與不同

民間團體的合作方式，促進了文化研究蓬勃的發展。 

以台灣為基地，本研究室舉辦了以亞洲為主體的大型國際會議，開啟批判學界在亞洲的互

動；這兩次會議的成果於 1998 年出版了國際文化研究的歷史文獻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本研究室主編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刊物的責任，已經

成為國際文化研究學界所公認的重要刊物。 

未來，本研究室將加強文化研究的教學工作，同時將更為積極的促進亞洲批判知識社群的

互動與整合。除了刊物的編輯出版工作外，本研究室將推動兩岸、華文世界 亞洲內部以

及全球性更為大規模的互動，以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為基礎，走向國際研究

機構的成立，期待在下一波能夠形成有機的跨國研究團隊以及開拓研究所層次的國際教學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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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附件3  國際合作交流 

 

一、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本年度推動國際交流計畫之工作項目如下： 

1. 2013年十二月本中心與與交通大學人社院、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以及清華大學人社院、

歷史所合作，邀請到ICLA專長於歐洲史與中國史，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模式

比較研究的王國斌教授（R. Bin Wong,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CLA）擔任本中心

「傑出學者講座」，分別於交大、清大與中研院舉行系列演講：From Early Modern to 

Modern in Chinese History—State relations to society and economy。三場演講分別為：

Lecture 1:  Religious State Making and Spaces for Religio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Religion in China and Europe, c 1000-2000; Lecture 2: More than Just a Fiscal 

Relationship: State Political Agendas and Tax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c 1500-2000; 

Lecture 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c. 1750-2000. 

2. 推動台港研究型大學合作計畫，朝向交換學生、課程學分共同承認、合作研究計畫等

項目。目前第一階段將以「亞際文化：歷史與當代」為主題，四個子計畫為：（一）

社會變遷與知識形構；（二）民族國家、冷戰佈署與疆界機制；（三）後冷戰與新自

由主義；（四）社會運動與民主化運動。本年度將進行四個工作坊的邀請：（1）民

主社會（李丁讚規劃），（2）王國斌歷史講座工作坊（李卓穎規劃），（3）東亞電

影（馮品家規劃），（4）難民與移民社會（林淑芬規劃） 

3. 澳洲Hawke Research Institute in Australia 合作計畫： (1) Leverhulm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Reinvention Societies Network - Mapping Global Identity 

Transformations" (In application process)； (2) Routledge Series, ANTINOMIESHRI.  

Hawke Research Institute 網址：www.unisa.edu.au/Research/Hawke-Research-Institute。 

4. 各校辦公室簽訂交換計畫MOU現況及進度 

交大 劉紀蕙老師 2013 秋 UCLA 

UC-Irvine 

London University—Goldsmith College 

香港中文大學 

2014 春 北京清華大學 

清大 鐘月岑老師 2014 春 荷蘭萊頓大學 

中央 李道明老師 

丁乃非老師 

2014 春 澳洲雪梨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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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embers of the Consortium for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1 Center for Asia-Pacific Cult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Jenpeng Liu 

2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angalore India Ashish 

RAJADHYAKSHA 

3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Taiwan Naifei Ding 

4 Centre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Bangalore India Nishant SHAH 

5 Cinema Studies Department,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Seoul Korea KIM So Young  

6 Cultural Studies in Asia, Ph.D Progra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CHUA Beng Huat 

7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Institute,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eoul Korea CHO Hee-Yeon  

8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Jenpeng Liu 

9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ChungAng University 

Seoul Korea SHIN Kwang Yeong 

10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Humanities, 

BRAC University 

Dhaka Banglades

h 

Firdous AZIM  

11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Taiwan Naifei Ding 

12 DepartmentofLiteraryStudies,Facultyof

Humanities,UniversityofIndonesia 

Jakarta Indonesia Melani BUDIANTA 

13 GraduateInstituteforSocialResearchand

CulturalStudies,National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Kuan-Hsing CHEN 

14 Graduate Program in Culture and 

Gender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Korea KIM Hyun Mee  

15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ChungAng University 

Seoul Korea SHIN Kwang Yeong 

16 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eoul Korea PAIK Wondam  

17 Institute of Korean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Korea Baik Youngseo 

18 Inter-AsiaCulturalStudiesProject,Inter-

FacultyInitiativeinInformationStudies,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Japan Shunya Yoshimi 

19 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CulturalStudies,

UniversitySystemofTaiwan(prep. 

Office) 

Hsinchu Taiwan Kuan-Hsing CHEN 

20 KwanFong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

pmentProgram,Lingnan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CHAN Stephen 

21 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WANG Xiaoming  

22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Melbourne Australia YUE Audrey 

23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eoul Korea Yoo Sun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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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名   

N06_02  

亞際文化研究博士學位國際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複審意見一： 

所謂「亞際文化研究」應以全亞洲各文化之間的交流、相互比較研究為主旨，其內涵包括

歷史、文學、思想、宗教、藝術、社會變遷、現代化、民主化、去殖民化等多面向的各種議題。

惟本計畫參與者的研究專長，僅見有關台灣、中國、甚至包括東亞的一些研究導向。其餘像是

南亞、西南亞、西亞的研究能力，仍未具體規劃。 

 

說明一： 

本學程根據專業審查意見，在課程的規劃和教師的延聘上，將知識版圖擴及更完整的脈

絡。各面向分述如下： 

 

（一） 本學程師資在研究取向與課程規劃上，並不侷限於由在地性出發的傳統比較研究，而

是以亞際文化作為重新理解世界史與全球文化參照主軸。本學程今年度開始擬配合台聯

大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畫，便以「亞際文化：二十世紀與當代」為主軸，展開與香

港幾所研究型大學包括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的教學合作平台。 

（二） 本學程今年度延攬了印度知名學者 M. Madhava Prasad 擔任客座教授，以英語教授「20

世紀印度自由思想」課程。M. Madhava Prasad 教授為印度電影研究先驅，世界知名智

庫班加羅爾文化社會學研究中心創始成員，2002 年起即任教於印度海德拉巴外文大學電

影與文化系。 

（三） 本學程開設涉及亞洲地區共同議題之課程，比如「文化研究導論電影研究專題」、「異

質空間專題：難民營、基地與特區」、「殖民社會與後殖民主義理論」、「遷移的文化政治」、

「族群關係研究」、「人類學與博物館」、「全球化理論與國族、性別認同」、「世界表演與

文化：現代舞專題 」等。這些課程皆可放置於跨亞洲各國與各文化之脈絡之中，以台

灣─東亞─亞洲為思考的軸線，以期建立起具宏觀視野的跨校國際學程。 

（四） 本學程在台灣聯大內部的機構也經常邀請亞洲地區的學者來訪，包括多種形式，其中

之一是密集高等講座。我們曾經邀請印度著名的政治理論家 Partha Chatterjee (2000)、日

本思想史家溝口雄三(2007)、韓國著名文學研究者白樂晴(2008)、中國大陸魯迅研究權



第 91 頁，共 187 頁  

威錢理群（2009）、沖繩著名政治史家新崎盛暉（2010）。除此之外，曾經受邀來台講學

授課的學者包括日籍學者酒井直樹(2009)、韓國學者曹喜公(2010)、白永瑞（2013）、大

陸學者孫歌(2010)、汪暉(2011)、蔡翔（2011）、戴錦華(2012)等、王曉明(2012)等等。 

（五） 在體制結構上，本學程積極創造合作交流的網絡。本學程的相關機構皆為 2010 年正

式成立的「亞際文化研究機構聯合會」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CIACSI)之創始會員(founding members)，18 個會員單位已簽約同意，長遠目

標是逐步走向 Joint MA and PhD programs，短期則以開設暑期班模式，先匯集來自東亞、

東南亞與南亞各地的學生與老師，累積交流。首屆暑期班已於 2010 年七月在韓國聖公

會大學舉辦，第二屆將於 2012 年八月於南亞地區文化研究領域極負盛名的印度班加羅

爾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進行。本學程接續這些卓然有成的學術活

動，將承辦 2014 年的暑期班，讓亞洲各地師資與相關機構之學生與台灣聯大進行密切

接觸。 

 

 

複審意見二： 

對國家社會人力需求方面，有助於政府國際外交研究與人才培育。但整體規劃宜再整合，

藉以符合「亞際」之思維與內涵。 

 

說明二： 

 

（一） 本學程的規劃，以「亞際」之思維與內涵作為核心概念。自二十世紀中葉以降，歐洲

中心主義的世界史以及歐美國家形成的學術成規亦持續被檢討。冷戰結束之後，中國以

及大範圍的亞洲崛起，使得亞洲地區的相對性視角以及歷史文化社會資源快速成為當前

學界的關注重點。不僅歐美國家自覺參照亞洲地區歷史經驗以及文會文化脈絡的重要

性，亞洲地區國家也開始將過去朝向西方的學習取徑轉向亞洲各國家內部的歷史關連與

文化脈絡，以便對於全球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轉變有更為整體的掌握。無論是東北亞的

台、日、韓、中國大陸之間的歷史關係，或是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與中亞的觀點，這

些亞際文化的重新理解成為亞洲與世界各地區之間的視角轉換樞紐，是二十一世紀世界

學術必然之趨勢，也是本學程規劃之重點方向。 

（二） 本學程的規劃方向，期望引導修業的博士生以高於碩士生、更有別於其餘學程或系所

的高度，敏銳地貼近、捕捉亞洲變動的新方向，甚至引導學術研究的發展。除了將陸續

規劃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地區之文化歷史與社會議題之課程外，本學程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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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更為寬廣的國際政治與國際當前局勢問題之課程，例如難民營、移民與移工、民族國

家與生命政治、遷移與文化政治、全球化與後殖民問題等。 

（三） 本學程畢業的人才就業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學術研究機構以及各大學研究人員與教職

人員、文化政策規劃與執行、文化創意產業、博物館與美術館之策劃與行政管理、政府

文化機構、新聞從業人員、民間文化生產機構如報社、電台、出版界、展演團體、電影

公司、網絡公司等，亦可包括政府外交研究與人才。 

 

複審意見三： 

聯合大學的四所學校均已同意各自增聘一名副教授級教師，已加強本學程之師資陣容。惟

專業師實之增聘，宜能從境外延聘國際級「亞際文化研究」 學者。 

 

說明三： 

本學程籌備階段便已經積極利用國科會的獎助辦法，從世界各地邀請著名的國際學者駐校

擔任講座教授。本學程將持續擴大邀請世界各地之亞際文化研究師資短期加入台聯大進行研究

教學工作，也將延攬對象逐步擴及南亞、東南亞，乃至於西亞與中亞地區。 

本學程特別聘請了後殖民印度意識形態的重量級印度學者 M. Madhava Prasad，擔任講座

教授，為第一屆學程的修業生以英文講授「20 世紀印度思想史」，以期在鉅觀文化研究的訓練

與思辯能力上，給予學生紮實訓練，更企圖開啟與國際學術研究社群之間富生產力的對話與交

流。 

本學程若欲達成此一跨國合作目標，尚需教育部以及各校的持續支持，給予實際增聘師資

員額的支持，以開設全職或短期輪迴教學的國際師資。 

 

複審意見四： 

計畫書所提的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課程目標，是否可在目前的「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與「文

化研究跨校博士生學分學程」架構下達成，雖然會「形成運作行政上的挑戰」，然而既然是規

劃博士班之課程，則相關的師資、課程、專常領域的法化與深化，必須妥善規劃與因應。 

 

說明四： 

（一）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是本跨校學程的基本支援單位，雖然已有規模，歷年

來也已經呈現優秀教學與研究之成績。但是，單一系所仍舊無法達到具有 critical mass

的研究群，這也是台聯大系統擬提出以各校相關系所為支援單為，成立跨校合作的國際

學程之初衷與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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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跨校學程在師資、研究專長、跨校課群團隊的組織與合作尚，均遠超過單一系所的

可以提供的學習環境。目前台聯大文化研究團隊的四校師資，以 68 人的團隊陣容，既

可強化四校現有系所與研究團隊，亦可凸顯四大研究學群的特色與師資結構。這個從研

究領域自發結合而成的跨校結構，在台灣是一個少見的成功經驗。 

（三） 本學程積極在台灣聯大系統於 92 學年經營至今的跨校文化研究學程的合作基礎上，

組織跨領域的自主集結、整合、推動的跨校研究團隊，單一校區以及單一系所的師資結

構皆因之而受惠。 

（四） 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學制完整和經營經驗，亦可為這個跨越四所大學十六個系所

的國際學程提供重要的行政支撐和運作參考。 

 

複審意見五： 

 

貴校於亞際文化研究之發展能量值得肯定，惟因同時提具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國際學位學程

及博士國際學位學程兩案，衡酌學校整體教學資源狀況，先同意辦理碩士學位國際學程，如未

來辦學成效良好，可再提出增設。 

 

說明五： 

 

人文社會跨領域的學術研究是當前國際學術趨勢，而針對亞際文化的重新探討，以便提供

亞洲與世界各地區之間的視角轉換，則是二十一世紀國際人文社會領域的重點研究方向。國際

化學程更是未來各國學術體制必然的發展目標。 

台灣由於島嶼地理位置以及國際政治關係，必須積極突破此局限。本學程以亞際文化研究

作為基礎，發展國際學程，具體目標在於拓展國際交流網絡、增加國際學術觸角，以便培育高

等研究人才，累積博士論文之研究成果。博士班的設立是本學程必然的發展目標。 

本學程初步階段招收碩士班學生，教育重點亦將在於培養逕升博士班的優秀人才。本學程

向國際學術單位發出兩百份宣傳海報與簡介。第一屆招收的新生共有十一人，學生背景多元，

來自印度、馬來西亞、西班牙、克羅埃西亞、印度尼西亞、香港、與台灣，所學領域包含外文、

新聞學、性別、社會學、哲學、教育、法律、人類學等。本學程為學生開設的必修與選修課程，

總共十八門，四個研究學群各自至少開設四門課。 

本學程亦將於 2013-2014 年與幾所國際學術單位簽訂合作計畫 MOU，包括香港中文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美國 UCLA, UC-Irvine、英國倫敦大學、荷蘭萊頓大學、澳洲雪梨大學，朝向

交換學生以及雙聯學位發展，同時建立四校人文社會學院支援系所之國際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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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也能夠建立實質的國際合作平台，本學程此時提出國際博士

學位學程是必要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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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 

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103 學年度 國立交通大學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基本資料表：全校教師數及學生數，以 101 年 10 月 15 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表 1：101 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A：專任

師資小

計

=a+b+c+

d(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講

師) 

B：軍訓

教官及

擔任軍

訓課程

之護理

教師數 

C：合計

=A+B 

D：兼任

師資數 

E=D/4(

即兼任

師資可

折算專

任師資

數) 

F=C/3(

即專任

師資數

的三分

之一) 

G：計算

生師比

之師資

數(如 F

大於E則

G 為

C+E+L

，如 F 小

於 E則G

為

C+F+L)(

另L之計

算，參見

乙表) 

全校生

師比 

日間部

生師比 

研究生生師比

(全校日間、進

修 學 制 碩 士

班、博士班學

生數除以全校

專任助理教授

級以上師資數

總和)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

授 

d:講師 

101 學年度 348 161 154 25 688 9 697 251 62.75 232.33 785.25 22.62 20.18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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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表(設有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應同時填列甲、乙兩表) 

師資 

學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

業技術人員) 
H：藝術

及設計

類專任

師資小

計

=a+b+c+

d 

I:藝術及

設計類

兼任師

資數 

J=I/4(即

藝術及

設計類

兼任師

資可折

算專任

師資數) 

K=H/2(

即藝術

及設計

類專任

師資數

的二分

之一) 

L：藝術

及設計

類系所

計算生

師比之

師資數

(如 K 大

於 J 則 L

為 H+J，

如 K 小

於 J 則 L

為 H+K)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

授 

d:講師 

     

101 學年度 5 7 5 0 17 45 11.25 8.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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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W) V〈101 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附表 1 之規定〉＝4354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甲表(a+b+c)+乙表(a+b+c)〕÷W×100%＝192%   

※總量標準附表 1：全校生師比值：         

1.一般大學應低於 32。 

2.科技大學應低於 32。 

3.技術學院應低於 32。但設立或改制未滿三年，應低 35。 

4.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設有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者，於加計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之學生數後，應低於 40。但科技大學及技術

學院設有博、碩士班者，應低於 32。 

※總量標準附表 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一般大學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科技大學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技術學院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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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主要支援師資：現有專任師資 9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8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  員；兼任師資 0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劉紀蕙 
美國伊利諾大學比較文學博

士 

精神分析與批判思想 

哲學：政治－美學－倫理 

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 

東亞現代性思想 

視覺文化與跨藝術研究 

唯物辯證與交換邏輯:當代問題 

政治與美學：洪席耶與阿岡本專題 

佛洛伊德與當代文化理論 

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主聘 

2 專任 教授 陳光興 
美國愛荷華大學大眾傳播博

士 

亞洲文化研究 

東亞學術思想與知識狀況 

去殖民理論 

亞洲思想資源:陳映真 

後冷戰之後-社會、文化與困局 

文化生產的交涉－場域：啟動 

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主聘 

3 專任 教授 朱元鴻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社會

學博士 

 

社會思想史 

當代社會理論 

文化研究 

都市民族誌 

生命政治 

社會思想當代爭議:宗教暴力 

哈金：醫療概念史專題 

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主聘 

4 專任 教授 張維安 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社會理論 

經濟社會學 

資訊社會學 

客家研究 

地方文化與經濟 

網路社會專題：觀點與方法 

客家族群與台灣社會 

客家文化學院

主聘 

5 專任 教授 馮品佳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分

校英文系博士 

女性作家 

文化研究 

兒童文學 

美國文學 

英美小說 

翻譯研究 

少數族裔作家 

離散研究 

電影研究 

後殖民女性小說 

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 

女性志異與奇幻文學 

外國語文學系

暨外國文學與

語言學碩士班

主聘 

http://iol.ee.nctu.edu.tw/huangyt/biochip9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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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任 教授 Earl Jackson 
Ph.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符號學與精神分析 

電影研究 

從廉價小說到後現代小說 

符號學與精神分析 

亞洲電影專題 

外國語文學系

暨外國文學與

語言學碩士班

主聘 

7 專任 副教授 藍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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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現代日本思想史專題 

東亞現代性專題 

近代日本的亞洲論述 

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主聘 

8 專任 副教授 莊雅仲 
美國杜克大學文化人類學博

士 

文化人類學理論 

文化研究 

台北研究 

社會運動研究 

都市社區研究 

地方與空間研究 

政治人類學 

都市人類學 

多元文化主義 

人文社會系主

聘 

9 專任 助理教授 蔡晏霖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

區人類學(性別研究)博士 

城市與空間 

東南亞研究 

族裔與離散研究 

文化人類學 

女性主義理論 

新農運動 

人類學理論 

性別研究專題:親密的政治 

女性主義民族誌 

客家文化學院

主聘 

 

一、 支援系所包括：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外國語文學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現有專任師資 9  員，其

中副教授以上者  7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2  員；兼任師資 0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副教授 林文玲 
德國哥廷根大學類學系哲學

博士 

文化人類學 

視覺人類學 

性別研究 

文化研究 

數位人類學 

視覺人類學 

紀錄片規劃與製作 

人文社會系主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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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任 副教授 賴雯淑 
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教育哲

學博士 

視覺傳達設計 

平面與立體設計 

數位藝術 

藝術教育與電影視覺研究 

藝術研究深論 

二十一世紀的藝術 

電影視覺符號與比喻之應用 

應用藝術研究

所主聘 

3 專任 副教授 段馨君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戲劇劇

場系博士 
戲劇與電影研究 

戲劇與電影研究 

政治劇場與戲劇結構 

劇場與表演研究 

人文社會系主

聘 

4 專任 助理教授 許維德 
美 國 雪 城 大 學 （ Syracuse 

University）社會學系博士 

認同研究 

社會運動 

族群關係 

國族主義 

文化政治 

政治社會學 

社會與文化理論 

台灣獨立運動 

認同:理論與研究方法 

社會運動專題 

族群認同專題 

客家文化學院

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林淑芬 
英國艾塞斯大學政治學博士 

 

當代政治思想 

論述理論 

社會運動與民主理論 

台灣政治變遷 

異質空間專題：難民營、基地與特區 

生命政治與生命史 

政治主體專題：共通感 

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主聘 

6 專任 副教授 邱德亮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歷史與

文明研究所博士 

 

文化史比較研究 

品味理論 

飲食文化史 

當代法國思潮 

史學理論與歷史寫作 

東亞文化史研究選讀 

布爾迪厄專題 

事件與歷史一:追悼的政治 

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主聘 

7 專任 副教授 林建國 
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比較

文學博士 

文學理論 

電影史和電影理論 

精神分析 

電影莎士比亞 

夢與日常生活心理學 

歇斯底里論述:佛洛伊德到拉岡 

外國語文學系

暨外國文學與

語言學碩士班

主聘 

8 專任 助理教授 彭明偉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中國現代 

當代文學 

現代作家研究專題：師陀與路翎 

革命、戰爭與文學 

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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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 

西洋文學思潮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題:文學/革命

青年世代 

9 專任 教授 陳奕麟 
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 

 

文化研究 

社會理論 

歷史變遷 

論述實踐 

國家形成與文化建構 

殖民社會與後殖民主義理論 

族群、文化、認同 

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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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103 學年度 國立清華大學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基本資料表：全校教師數及學生數，以 101 年 9 月 14 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表 1：101 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A：專任

師資小

計

=a+b+c+

d(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講

師) 

B：軍訓

教官及

擔任軍

訓課程

之護理

教師數 

C：合計

=A+B 

D：兼任

師資數 

E=D/4(

即兼任

師資可

折算專

任師資

數) 

F=C/3(

即專任

師資數

的三分

之一) 

G：計算

生師比

之師資

數(如 F

大於E則

G 為

C+E+L

，如 F 小

於 E則G

為

C+F+L)(

另L之計

算，參見

乙表) 

全校生

師比 

日間部

生師比 

研究生生師比

(全校日間、進

修學制碩士

班、博士班學

生數除以全校

專任助理教授

級以上師資數

總和)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

授 

d:講師 

101 學年度 324 153 145 9 631 8 639 261 65.25 213 704.25 
30.90493

433 

30.07880

724 
11.1414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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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表(設有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應同時填列甲、乙兩表)    

師資 

學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H：藝術及設

計類專任師

資小計

=a+b+c+d 

I:藝術及設計

類兼任師資

數 

J=I/4(即藝術

及設計類兼

任師資可折

算專任師資

數) 

K=H/2(即藝

術及設計類

專任師資數

的二分之一) 

L：藝術及設

計類系所計

算生師比之

師資數(如 K

大於 J 則 L 為

H+J，如 K 小

於 J 則 L 為

H+K)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授 d:講師 

101 學年度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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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1 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事項 1.計算 101 學年度學生數，請以 101 年 9 月 14 日實際註冊具正式學籍實際在學學生數計（不包括休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

或附屬機構實習之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 碩、博士生已設公式自動加權，請勿自行加權。 

 2.境外學生數（含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陸地區學生）之計算方式，於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以內，

不予列計為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者，則予計列。 

 3.技專校院配合政府政策開設之特殊專班學生數，不列入計算。 

 4.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日間學制學生數 日間學

制學生

總數
Q=M+

N+O+P 

進修學制學生數 進修學

制學生

總數
U=R+S

+T 

日間、

進修學

制學生

總數
=Q+U 

V： 

碩、博士

生加權

後日夜

間學制

學生總

數(碩士

生加權

二倍，博

士生加

權三

倍，本欄

作為計

算全校

生師比

之學生

數) 

碩、博士

生加權

後日間

學制學

生總數

(碩士生

加權二

倍，博士

生加權

三倍，本

欄作為

計算日

間部生

師比之

學生數) 

全校日

間、進修

學制碩

士班、博

士班學

生總數

(B+C+F)

，本欄作

為計算

研究生

生師比

之學生

數 

 

M：專科

部學生

總數 

N：大學

部學生

總數 

O：碩士

班學生

總數 

P：博士班學生

數總計 

R：專科

部學生

總數（進

修部二

年制、在

職專班） 

S：大學

部學生

總數（進

修學士

班、進修

部二年

制學

系、二年

制在職

專班等） 

T：碩士

在職專

班學生

總數 

 

101 學年度

在學生數 0 6293 3707 2184 12184 0 0 308 308 12492 20751.8 20259 6199  

延畢生人數 0 282 622 20 924 0 0 89 89 1013 1013 924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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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W) V〈100 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附表 1 之規定〉＝421.75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甲表(a+b+c)+乙表(a+b+c)〕÷W×100%＝146.30%   

※總量標準附表 1：全校生師比值：         

1.一般大學應低於 32。 

2.科技大學應低於 32。 

3.技術學院應低於 32。但設立或改制未滿三年，應低 35。 

4.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設有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者，於加計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之學生數後，應低於 40。但科技大學及技術

學院設有博、碩士班者，應低於 32。 

※總量標準附表 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一般大學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科技大學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技術學院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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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主要支援師資：現有專任師資 8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8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兼任師資 0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李丁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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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啟航：跨領域的解讀與對話、社

會科學導論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支援批判理論

與東亞現代

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學

群 

2.  專任 教授 劉人鵬 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 
明清學術史、晚清現代性與性/

別、酷兒研究 

文學與文化論述選讀、文學與性/別

研究 

清大中文系主

聘 

支援批判理論

與東亞現代

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

性/別研究學

群 

3.  專任 教授 林聰舜 台灣師大文學博士 
先秦兩漢思想、魏晉思想、史

記漢書、明清思想 
法家思想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4.  專任 教授 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殖民主義

與文學生產、東亞殖民地比較

文學 

戰爭期台灣文學專題(1937-1945)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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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學群 

5.  專任 教授 蔡英俊 
英國華威克大學比較文學理

論博士 

當代文學理論，古典詩學，中

國文學批評 
中國文學史一、經典閱讀：人文學科 

清大中文系主

聘 

支援批判理論

與東亞現代

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學

群 

6.  專任 教授 張旺山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哲學博士 
社會科學的哲學、政治哲學、

韋伯 
政治哲學、經典閱讀 I 

清大哲學研究

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7.  專任 教授 黃文宏 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 
現象學、詮釋學、京都學派哲

學 
現象學、亞理斯多德 

清大哲學研究

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8.  專任 副教授 鐘月岑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博士 

中國近代史、現代史、中國近

代公衛史、中日外交與文化交

流史、日本近代史 

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專題研究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9.  專任 副教授 李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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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史專題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一、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中國文學系 現有專任師資 19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4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9 員；兼任師資 14 員。 

序號 專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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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1 專任 教授 劉承慧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

文學博士 
歷史語言學、漢語語法學 中國語文通論、基礎寫作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2 兼任 教授 方聖平 

美國加州大學河邊分校心理

學博士 
認知心理學、閱讀心理學 華語文閱讀認知與教學實習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3 專任 教授 朱曉海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六朝文學與文學理論、先秦兩

漢思想史 
專書－文心雕龍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4 專任 教授 林聰舜 台灣師大文學博士 
先秦兩漢思想、魏晉思想、史

記漢書、明清思想 
法家思想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5 專任 教授 陳珏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比較文學

博士 

唐代傳奇文與文化、物質文化

研究、漢學學術史、科際研究 
小說選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6 專任 教授 楊儒賓 台灣大學文學博士 
身體理論、神話思想、宋明理

學 
中國思想史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7 專任 教授 劉人鵬 台灣大學文學博士 
晚清現代性與性/別、酷兒研

究、情感政治 
文學與文化論述選讀 

清大中文系主

聘 

支援批判理論

與東亞現代

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

性/別研究學

群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5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8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3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0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468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2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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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專任 教授 蔡英俊 

英國華威克大學比較文學理

論博士 
當代文學理論、中國文學批評 中國文學史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支援批判理論

與東亞現代

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9 專任 副教授 李貞慧 台灣大學文學博士 
宋代文學、中國古典散文、蘇

軾研究 
歐蘇文選讀、唐宋明清文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10 專任 副教授 祝平次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

博士 

宋明理學、儒家倫理學、台灣

思想史 
專書－荀子、理學文獻選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11 專任 副教授 簡良如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北京

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 

《詩經》研究、《文心雕龍》

與文論、先秦經學與先秦思想 
專書—詩經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顏健富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晚清文學、現代小說 近現代小說與文化、旅行與文學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13 專任 副教授 陳淑芬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語

言學系博士 

漢語語言學、佛經語言學、梵

漢對譯研究 
華語教學通論、詞彙語意學專題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14 專任 副教授 劉正忠 台灣大學文學博士 中國現代文學、臺灣當代文學 馬來西亞華文小說概論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15 專任 助理教授 鍋島亞朱華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文學研究

科中國學專攻博士 

明代思想、中國經學、日本漢

學 
子學名著選讀、日本漢學史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4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30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9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557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670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667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464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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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專任 助理教授 李欣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博士 
古典詩創作、唐詩 專書－杜詩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17 專任 助理教授 侯道儒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博

士 

中國思想史、中國佛教史、中

國經學史 

漢學英文、漢學英文閱讀入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18 專任 助理教授 許銘全 台灣大學文學博士 唐詩、六朝詩、古典詩學 李杜詩選讀、文學概論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19 專任 助理教授 黃冠雲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

明系博士 

出土文獻、文字學、先秦經學、

國際漢學 
文字學、漢學英文學術綜覽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20 兼任 教授 黃忠天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 博士 
易經、四書、中國經學史 專書－周易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21 兼任 助理教授 向懿柔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唐宋詩 杜甫詩選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22 兼任 助理教授 林君儀 玄奘大學中文系博士 
現當代散文小說、漢魏六朝散

文、唐宋古文 
大學中文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23 兼任 助理教授 林宏安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漢魏六朝詩詞 陶謝詩選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24 兼任 助理教授 林芷瑩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戲劇 牡丹亭選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25 兼任 助理教授 洪若蘭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唐五代北宋詞 蘇辛詞選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772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139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139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139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027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023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101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823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096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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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兼任 助理教授 楊小濱 耶魯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當代漢語文學、文學/文化理論 兩岸當代詩專題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27 兼任 助理教授 王月秀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佛性論 六祖壇經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28 兼任 助理教授 葉李華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理論物

理博士 
科幻與通俗科學 

書報討論：西方科幻經典─艾西莫夫

的未來史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29 兼任 助理教授 黃桂雲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佛教 阿含經選讀、敦煌學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30 兼任 助理教授 黃淑芬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民初小說 大學中文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31 兼任 助理教授 簡松興 輔大中文研究所博士 漢初諸子思想 史記選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32 兼任 助理教授 羅志仲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漢魏六朝文學 三國演義選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33 兼任 助理教授 蘇虹菱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 南宋詞 蘇辛詞選讀 
清大中國文學

系主聘 

        
二、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外國語文學系 現有專任師資 15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7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5 員；兼任師資 9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柯安娜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語言學博

士 
視聽教學、英語聽講教學 英文一、英語語言史、聽講能力教學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102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46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137
http://server.c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098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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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任 教授 傅士珍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

校比較文學博士 

文學理論、現代詩、離散研究、

菲裔美人文學 
美國文學一、現代／當代文學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3 專任 
副教

授 
于治中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 

符號學、文化研究、法國當代

思想 
中級法語一、高級法語一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支援批判理論

與東亞現代

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4 專任 
副教

授 
蕭嫣嫣 台灣大學外國文學所博士 

喬伊斯研究、愛爾蘭研究、女

性論述、法國女性主義、現代

英國小說 

西洋文學概論一、維多利亞時期文學

--性別與社會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5 專任 
副教

授 
蘇怡如 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 

心理語言學、第二語言習得、

語言移轉 
心理語言學導論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6 專任 
副教

授 
張寶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應用語言學博士 

語言測驗、學術英語、語言教

學 
閱讀與寫作一(上)、語言教學導論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7 專任 
副教

授 
金守民 

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語學博

士 

中古世紀和早期現代研究、英

國文學史、知識暨文化史、史

學研究、政治語境寫作 

英文一、文藝復興文學、莎士比亞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41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0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2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31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1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9


第 113 頁，共 187 頁  

8 專任 
助理

教授 
林宜莊 英國德倫大學英語文學博士 

後/現代英國文學、批評理論、

心物論 

文學作品讀法一、世紀末文學：唯

美、頹廢與性別脫序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9 專任 
助理

教授 
許淳潔 美國德拉瓦大學語言學博士 

心理語言學、語言習得、語句

處理 
閱讀與寫作一(上)、語言學概論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10 專任 
助理

教授 
陳皇華 

密西根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

士 

十八世紀小說及小說理論、現

代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及後殖

民論述 

文學理論、性別與十八世紀英國小說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11 專任 
助理

教授 
張銪容 美國華盛頓大學英文博士 

應用語言學、語言與身份認

同、社會文化理論、質性研究 
英語口語訓練一、外語教學方法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12 專任 
助理

教授 
黃虹慈 

美國夏威夷大學第二外語研

究博士 

第二語言習得、第二語言寫

作、單字學習、研究方法 
英語口語訓練一、字彙能力教學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13 專任 
助理

教授 
梁文菁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 戲

劇及劇場研究學系博士 

跨文化劇場、當代劇場、二十

世紀初期音樂喜劇、德勒茲研

究、後戲劇 

戲劇排演、戲劇文類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14 專任 
副教

授 
楊梵孛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語言學

博士 

應用核磁共振(fMRI)、張量擴

散造影(DTI)、腦磁波儀(MEG)

研究語言和其他認知功能的關

係 

英語聽講一、研究方法與寫作、神經

語言學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15 專任 
副教

授 
林惠芬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科技

博士 

電腦輔助英語教學、教育科

技、後設分析、視覺教材設計 

電腦輔助英語教學、第二外語教學

法、第二外語習得、研究方法、量化

研究資料分析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6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7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38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37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39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40
http://www.f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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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兼任 
副教

授 
徐琿輝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電腦語言

學博士 
法語教學 法語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17 兼任 
助理

教授 
韓京悳 台灣大學哲學博士 韓文、哲學 韓文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18 兼任 
助理

教授 
葉基仁 康城大學經濟管理學系博士 法語教學 初級法語一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19 兼任 
助理

教授 
藤井康子 

日本京都大學 教育學研究科 

教育科學專攻 博士 
教育科學 初級日語、日語寫作、基礎日語會話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20 兼任 
助理

教授 
郭詩芝 

印第安那大學 語言教育系 

博士 
語言教育 

進階英文：聽講、進階英文：閱讀與

討論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21 兼任 
助理

教授 
李怡靜 

印第安那大學 語言教育系 

博士 
語言教育、英語教學 高級英聽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22 兼任 
助理

教授 
羅青香 

國立政治大學英文所英美文

學博士 

哲學倫理學, 當代美國文學, 

19世紀的世界想像和文化變遷 
進階英文：聽講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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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兼任 
助理

教授 
簡嘉菁 東吳大學日文語文學系博士 日語教學 日語聽解、初級日語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24 兼任 
助理

教授 
李啟彰 日本東京大學日本史博士 日本史 日語會話、中級日語 

清大外國語文

學系主聘 

        
三、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歷史研究所 現有專任師資 11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8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1 員；兼任師資 10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賴瑞和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

所博士 

唐代官僚體系、唐代的物質文

明和日常生活、唐朝與東西方

的交流、西方漢學、中國書目

學 

歷史研究與討論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2 專任 教授 黃一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博

士學位 

科技史、軍事史、術數史、東

西文明交流史 
e-考據與歷史研究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3 專任 教授 李弘祺 美國耶魯大學博士 
東亞教育史、中國教育史、比

較史學、宋代文化史 
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4 專任 副教授 毛傳慧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

（EHESS) 史學博士學位 

宋元技術與農桑史、科技與文

明史、中法文化交流史 
宋元農桑史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馬雅貞 
史丹福大學藝術與藝術史研

究所博士 

近世與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

究、圖像史、藝術史 
近世中國的帝國建構與圖像製作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支援視覺文化

學群 

http://zh.college.wikia.com/index.php?title=%E5%8F%B2%E4%B8%B9%E7%A6%8F%E5%A4%A7%E5%AD%B8%E8%97%9D%E8%A1%93%E8%88%87%E8%97%9D%E8%A1%93%E5%8F%B2%E7%A0%94%E7%A9%B6%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college.wikia.com/index.php?title=%E5%8F%B2%E4%B8%B9%E7%A6%8F%E5%A4%A7%E5%AD%B8%E8%97%9D%E8%A1%93%E8%88%87%E8%97%9D%E8%A1%93%E5%8F%B2%E7%A0%94%E7%A9%B6%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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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任 副教授 廖咸惠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博士 

宋史、社會文化史、民間宗教

與信仰 
中國近世宗教與社會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7 專任 副教授 鐘月岑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博士 

中國近代史、現代史、中國近

代公衛史、中日外交與文化交

流史、日本近代史 

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專題研究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8 專任 副教授 李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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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史專題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9 專任 助理教授 王憲群 
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博

士 

中國近代科技與社會，中國近

代社會經濟史 
社會理論與歷史研究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10 專任 助理教授 李毓中 
西班牙塞爾維亞大學美洲史

研究所博士 

西班牙海上發展史、近世中國

東南亞區域史、菲律賓史與早

期臺灣史 

拉丁美洲文化概論、季風亞洲西班

牙文獻選讀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11 專任 助理教授 邱馨慧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臺灣史 
臺灣史史料研究、比較視野下的臺

灣史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12 兼任 教授 蘇精 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 漢學研究 
十九世紀基督新教來華專題、英國

東印度公司檔案研讀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13 兼任 教授 游鑑明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

士 

近代中國與台灣婦女與性別史

研究 
近代台灣婦女與性別史專題研究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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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兼任 教授 黃依妹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文學博士 

中國佛教史、臺灣佛教史、華

嚴思想、淨土思想、禪學概論、

中國佛教宗派理論 

日文名著精選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15 兼任 副教授 馬文英 德國漢堡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中國近現代史、西洋通史、德

國史 
德國史、近代世界的形成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16 兼任 副教授 陳熙遠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

文聯合學程博士 

清代法制史、近代思想史 、明

清文化史 

明清文化史專題：節慶、信仰與日

常生活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17 兼任 助理教授 李若庸 

比利時 Universite libre de 

Bruxelles 法國語文學系博士 

十七,十八世紀法國文學,法國

大革命時代戲劇 
文藝復興專題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18 兼任 助理教授 趙祐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

所博士 
臺灣史 台灣文化史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19 兼任 助理教授 伍碧雯 德國敏斯特大學歷史學 博士 德國現代史、歐洲種族主義 二十世紀德國史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20 兼任 助理教授 許松源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 
傳統史學研究、學術史研究、

歷史知識論與歷史詮釋學 

資治通鑑選讀－史、歷史與思考、

資治通鑑中的戰爭敘事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21 兼任 助理教授 許松源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

士 

傳統史學研究、學術史研究、

歷史知識論與歷史詮釋學 

歷史與思考、中國軸心時代的靈魂

人物：孔子 

清大歷史研究

所主聘 

        
四、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社會學研究所 現有專任師資 9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7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9 員；兼任師資 2 員。 

http://www.hist.nthu.edu.tw/people/bio.php?PID=379
http://www.hist.nthu.edu.tw/people/bio.php?PID=46
http://www.hist.nthu.edu.tw/people/bio.php?PID=566
http://www.hist.nthu.edu.tw/people/bio.php?PID=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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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李丁讚   

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

社會學博士 

文化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當

代社會學理論專題、古典社會

學理論 

台灣啟航：跨領域的解讀與對話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2 專任 教授 周碧娥   

Ph.D.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Rural Sociology 

社會、女性與文本、當代女性

主義名著選讀 
性別與全球化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3 專任 副教授 吳泉源 美國賓州大學社會學博士 經濟社會學、技術社會學 科技與社會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4 專任 副教授 姚人多   

英國 University of Essex 社會

學博士 

台灣社會發展史、政治社會

學、歷史社會學 
歷史社會學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古明君 

美國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社會學博士 

社會學研究方法、文化社會

學、治理性與文化治理、文化

政策與文化政治 

當代中國文化產業專題研究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

性/別研究學

群 

http://www.soc.nthu.edu.tw/teacher/index.php?act=detail&pid=6
http://www.soc.nthu.edu.tw/teacher/index.php?act=detail&pid=2
http://www.soc.nthu.edu.tw/teacher/index.php?act=detail&pid=5
http://www.soc.nthu.edu.tw/teacher/index.php?act=detail&pid=16
http://www.soc.nthu.edu.tw/teacher/index.php?act=detail&pid=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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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任 副教授 沈秀華 美國堪薩斯大學社會學博士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Masculiniti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Globalization, Sexuality, and 

Gender, 

社會分析基本著作一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7 專任 副教授 陳明祺   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學博士 全球化的議題 發展社會學、經濟社會學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8 專任 助理教授 陳瑞樺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HESS) 社會學博士 
社會學理論‧社區研究 政治社會學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支援批判理論

與東亞現代

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 

9 專任 助理教授 林文蘭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博

士 
棒球文化 勞動、工作與社會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10 兼任 副教授 周平 
美國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社會學博士 

台灣社會史、社會學理論、佛

教中觀哲學、笑話社會學、地

方產業田野調查、音樂社會

學、教育社會學、動物社會學 

文化與社會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11 兼任 助理教授 洪財隆 

奧地利因茲布魯克大學經濟

學博士 
兩岸經濟整合議題 當代中國金融與人民幣 

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主聘 

 

        

http://www.soc.nthu.edu.tw/teacher/index.php?act=detail&pid=42
http://www.soc.nthu.edu.tw/teacher/index.php?act=detail&pi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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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人類學研究所 現有專任師資 9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6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9 員；兼任師資 7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林淑蓉 

Ph.D. in Anthrop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性別人類學、醫療人類學、身

體與文化、中國侗族研究 
醫療人類學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2 專任 教授 黃倩玉 

Boston University, 

Anthropology, Ph.D 

宗教人類學、全球化與跨國主

義、心理人類學 
宗教與現代性專書選讀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

性/別研究學

群 

3 專任 副教授 陳中民 

Ph.D. (Cultural Anthropolog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生態人類學 文化人類學專題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4 專任 副教授 魏捷茲 

Ph.D.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宗教人類學、象徵人類學、親

屬研究、表演人類學 
人類學史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顧坤惠 

PhD in Social Anthropology,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宗教、歷史人類學、南島語系

社會與文化、物質文化 
物與象徵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29737,r2254-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29749,r2254-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29751,r2254-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29750,r2254-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29748,r225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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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任 副教授 許瀞文 

Ph.D.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都市人類學、消費、空間、跨

國主義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7 專任 助理教授 李威宜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歷史與文明博士 

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環境人類

學、族群與政治、臺灣史 

人類學田野工作與實習、環境人類

學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8 專任 助理教授 呂玫鍰 

Doctor in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Bielefeld, Germany 

宗教人類學、歷史人類學、漢

人社會與文化  
族群人類學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9 專任 助理教授 邱鴻霖 

日本九州大學比較社會文化

學府 博士 

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台灣史

前文化、墓葬研究 
考古田野方法與實習（上）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10 兼任 教授 莊英章 

美國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研

究博士 
漢人社會與文化、歷史人類學 漢人社會與文化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11 兼任 教授 胡台麗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博

士 

台灣民族誌、視覺人類學、詮

釋人類學 
視覺人類學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12 兼任 教授 何傳坤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人類學

系博士 
體質人類學、博物館人類學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13 兼任 教授 林英津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

士 

漢語方言、台灣南島語、藏緬

語比較研究 
語言學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29755,r2254-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29742,r2254-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29741,r2254-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29740,r2254-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30469,r2255-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30468,r2255-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30467,r2255-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30466,r225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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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兼任 副教授 陳光祖 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 科技考古 
科技考古學專題研究：出土遺物的

實驗分析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15 兼任 副教授 何翠萍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博士 
景頗族、人觀與親屬研究、交

換人類學、歷史人類學 
「界域」人類學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16 兼任 助理教授 司黛蕊 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 
文化人類學、性別研究、流行

文化與大眾媒體 
媒體人類學 

清大人類學研

究所主聘 

        
六、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台灣文學研究所 現有專任師資 9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7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9 員；兼任師資 5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陳萬益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 
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現代散

文、現當代文學 

台灣作家論專題一--葉石濤與陳映

真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2 專任 教授 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殖民主義

與文學生產、東亞殖民地比較

文學 

戰爭期台灣文學專題(1937-1945)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3 專任 副教授 陳建忠 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 
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台灣現當

代小說、中國當代小說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台灣鄉土文學

專題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4 專任 副教授 李癸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

所博士 

台灣現代詩、女性詩歌與精神

分析、詩人專論 
現當代性別書寫專題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30465,r2255-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30464,r2255-1.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30461,r2255-1.php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4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7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9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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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任 副教授 王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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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專題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支援批派理論

與東亞現代

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研

究學群 

6 專任 副教授 謝世宗 

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博

士 

戰後台灣文學、台灣電影、文

化研究理論 
侯孝賢電影研究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支援批判理論

與東亞現代

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

性/別研究學

群 

7 專任 副教授 王鈺婷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

士 

女性主義/性別文化、散文研

究、戰後女性文學 
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8 專任 助理教授 石婉舜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博

士 

台灣戲劇、劇場史學、現代戲

劇 

臺灣戲劇與劇場史專題一：1945 以

前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支援批派理論

與東亞現代性 

9 專任 助理教授 陳芷凡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 

族裔文學與文化、口傳文學與

田野調查、清代台灣族群文化

史、台灣原住民文獻研究 

台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專題 

、清代台灣遊記專題、口傳文學與

田野調查、民族誌書寫與影像研

究、少數族裔文學比較研究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10 兼任 教授 黃美娥 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 現代文學、台灣古典文學 台灣古典文學專題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28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60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00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38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238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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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兼任 副教授 邱若山 

日本筑波大學博士課程文藝

言語研究科 文學碩士、中國

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文學碩

士 

日本文學（近代）、日本語學

（文法）、日本文化、台灣文

學（日治） 

日文台灣文學文獻選讀(一)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12 兼任 副教授 孫大川 

K.U.Leuven,Belgium 漢學碩

士 
哲學人類學、原住民文學 台灣原住民圖像與文學專題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13 兼任 助理教授 鄧慧恩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

士 

日據時期翻譯文學、賴和研

究、楊逵研究、社會運動、張

我軍研究 

高級英文一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14 兼任 助理教授 賀淑瑋 政治作戰學校外文研究所畢 
中國文學、台灣文學、比較文

學理論 
高級英文 

清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主聘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7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29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bio.php?PID=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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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 

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103 學年度 國立中央大學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基本資料表：全校教師數及學生數，以 101 年 10 月 15 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表 1：101 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A：專任

師資小

計

=a+b+c+

d(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講

師) 

B：軍訓

教官及

擔任軍

訓課程

之護理

教師數 

C：合計

=A+B 

D：兼任

師資數 

E=D/4(

即兼任

師資可

折算專

任師資

數) 

F=C/3(

即專任

師資數

的三分

之一) 

G：計算

生師比

之師資

數(如 F

大於E則

G 為

C+E+L

，如 F 小

於 E則G

為

C+F+L)(

另L之計

算，參見

乙表) 

全校生

師比 

日間部

生師比 

研究生生師比

(全校日間、進

修 學 制 碩 士

班、博士班學

生數除以全校

專任助理教授

級以上師資數

總和)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

授 

d:講師 

100 學年度 
301 164 141 29 

635 
6 

641 
371 

92.75 
213.6666

667 
740.75 

21.07053

662 

18.81201

485 
7.903594771 

               

         



第 126 頁，共 187 頁  

師資 

學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

業技術人員) 
H：藝術

及設計

類專任

師資小

計

=a+b+c+

d 

I:藝術及

設計類

兼任師

資數 

J=I/4(即

藝術及

設計類

兼任師

資可折

算專任

師資數) 

K=H/2(

即藝術

及設計

類專任

師資數

的二分

之一) 

L：藝術

及設計

類系所

計算生

師比之

師資數

(如 K 大

於 J 則 L

為 H+J，

如 K 小

於 J 則 L

為 H+K)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

授 

d:講師 

     

100 學年度 2 2 2 0 6 4 1 3 7      

 

 

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W) V〈101 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附表 1 之規定〉＝4354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甲表(a+b+c)+乙表(a+b+c)〕÷W×100%＝192%   

※總量標準附表 1：全校生師比值：         

1.一般大學應低於 32。 

2.科技大學應低於 32。 

3.技術學院應低於 32。但設立或改制未滿三年，應低 35。 

4.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設有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者，於加計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之學生數後，應低於 40。但科技大學及技術

學院設有博、碩士班者，應低於 32。 

※總量標準附表 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一般大學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科技大學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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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技術學院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主要支援師資：現有專任師資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員；兼任師資 0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何春蕤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英美文學

博士 

美國喬治亞大學英語教學博

士 

性政治、女性主義理論、文化

研究理論、身體理論 

人文經典：文明的進程 、翻譯與習

作  

中央英美語文

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2. 專任 教授 丁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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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義專題、文學作品讀法 Ｉ 

中央英美語文

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3 專任 教授 甯應斌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 
性/別理論、社會理論、性/別

政治 

全球化與兩岸關係、性／別理論專

題 IV  

中央哲學所主

聘 

支援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

性/別研究學

群 

4 專任 教授 白瑞梅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文學博士 

女性主義理論、後殖民理論、

酷兒文學、性／別與現代性 

科幻／奇幻文化與另類情慾、家庭

生活及其政治 

中央英美語文

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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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任 副教授 黃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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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研究、影像分析寫作  

中央英美語文

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6 專任 教授 林文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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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

賢、電影翻譯、台灣電影 
華語電影與全球化 

中央大學英美

語文學系主聘

支援視覺文化

學群 

7 專任 教授 曾少千 
美國愛荷華大學  藝術史博

士 
西方現代藝術史  

中央大學藝術

學研究所主聘

支援視覺文化

學群 

8 專任 教授 周慧玲 
美國紐約大學  表演學研究

所博士 

二十世紀表演理論、性別研究

與表演理論、中國話劇／電影

史、戲劇批評、戲劇創作及評

論 

 

中央大學英美

語文學系主聘

支援視覺文化

學群 

 

一、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英美語文學系 現有專任師資 19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6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8 員；兼任師資 1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何春蕤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英美文學

博士 

美國喬治亞大學英語教學博

士 

性政治、女性主義理論、文化

研究理論、身體理論 

人文經典：文明的進程 、翻譯與習

作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2 專任 教授 丁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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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義專題、文學作品讀法 Ｉ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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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任 教授 白瑞梅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文學博士 

女性主義理論、後殖民理論、

酷兒文學、性／別與現代性 
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 文學批評 Ｉ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4 專任 教授 林文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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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腦網路輔助英語教學 
論文寫作、電影研究專題 I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視覺學

群 

5 專任 教授 周慧玲 美國紐約大學表演系博士 
表演研究與方法、前衛劇場與

人類學、表演理論 

 戲劇表演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視覺文

化學群 

6 專任 教授 白大維 
美國 New York University 比

較文學研究所博士 

前衛藝術,藝術批判,比較文學,

諷刺文學,金錢文化 

小說研究、世界英文文學、比較文學

專題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7 專任 教授 司徒尉 

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英(國)語(文)學系博

士 

美國文學歷史與文化研究,電

影與大眾文化研究,書與讀 
美國歷史與文化概論、申論寫作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8 專任 副教授 李振亞 

美國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比較文學研究所博

士 

比較文學 
電影研究概論、西洋文化史、電影研

究之方法與課題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9 專任 副教授 曾安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國)語

(文)學系博士 

西方史詩傳統,自然書寫,現代

英美文學 

西洋文學概論、英美自然書寫、演說

與溝通 I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10 專任 副教授 柏艾格 
美國 University of Hawaii 英

(國)語(文)學系博士 

翻譯與文化研究,詩與詩的翻

譯,兒童文學,文學與電影 
美國文學、兒童文學、影像分析寫作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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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任 副教授 梁美雅 
美國 Indiana University 語言

教育學系 博士 

英語教學法,網路語言學習與

評量,心理語言學 

第二語言習得、申論寫作、專業溝通

技巧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黃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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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研究、影像分析寫作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13 專任 副教授 謝莉莉 美國杜克大學文學博士 
現代主義、女性主義、亞裔美

國文學、精神分析 
中英翻譯名著選讀、影像分析寫作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14 專任 副教授 郭章瑞 
美國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英(國)語(文)學系 博士 

英美詩歌,維多利亞文學,美國

超越主義,19 世紀英美 

英國文學 III、進階閱讀、美國文學

專題 I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15 專任 副教授 林錥鋕 
美國 Rice University 英(國)語

(文)學系 博士 
英國文藝復興,莎士比亞 

英國文學 I、文藝復興戲劇選讀、演

說與溝通 I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16 專任 副教授 易鵬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博士 

英國文藝復興,精神分析,現代

手稿研究,史賓賽 

文學與宗教、申論寫作、演說與溝通
I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17 專任 助理教授 葉德宣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英文

系博士 

十九世紀英國文學、文學與文

化理論、性別研究、情感研究 

酷兒理論、憂鬱與文學現代性、影像

分析寫作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18 專任 助理教授 戴芃儀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視覺

研究博士 

動畫、新媒體研究、批判理

論、精神分析 
影像分析寫作、演說與溝通 I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19 專任 講師 易思博 
美國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語言學系 碩士 

美語發音學,社會語言學,英語

教學,語言學 

語音學與發音、英語語言學概論、大

一英文：聽力與會話、商用英文與寫

作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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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兼任 副教授 管冰琛 
美國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英美語文學系 碩士 
小說,戲劇,電影,藝術 

電影與文化、文化與城市、華人文化

與社會  

中央英美語

文學系主聘 

  
      

二、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中國文學系 現有專任師資 25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6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24 員；兼任師資 20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李瑞騰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語文

學系博士 

中國古典詩,晚清文學,臺灣現

代文學,東南亞華語文學 
現代文學資料學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王力堅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 博士 

六朝文學與文論,唐詩及唐五

代詞,清代文學與文論 

清代女性文學、中國文學史、六朝詩

學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3 專任 教授 萬金川 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系碩士 
佛經語言學,佛教思想,佛教文

學,佛教文化,佛教經典 

佛經敘事文學專題、佛典選讀、佛學

概論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4 專任 教授 王次澄 
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 博士 

六朝文學,宋元詩歌,唐宋散

文,西方漢學 
陶謝詩選讀、南宋詩歌專題研討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5 專任 教授 孫玫 
美國 University of Hawaii 戲

劇博士 

中國戲曲,比較戲劇,跨文化研

究 
社會變遷與戲曲嬗變、文學與表演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6 專任 教授 岑溢成 

 

香港新亞學院中文研究所博

士 

經學,小學,文學理論,當代西

洋哲學 

魏晉玄學和解釋學 、清代孟子學、

訓詁學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7 專任 教授 楊祖漢 香港新亞學院哲學系碩士 哲學,國學 
宋明理學、南宋儒學研究、中國思想

史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8 專任 教授 康來新 
美國 Indiana University東亞研

究所碩士 
小說,小說學,紅學,台灣文學 

傳奇與話本、城市文學專題研究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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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專任 教授 賀廣如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經學,明清學術史,中國思想史 論語、詩經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10 專任 副教授 呂文翠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

士 

比較文學方法論、 晚清小說

與文化概論、戰後台灣小說 

晚清文學與文化：海派都市文化專

題、近代小說、國文：都市與文學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11 專任 副教授 卓清芬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詞學,詩學 詞選及習作、國文、詞學專題研究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葉振富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

所 碩士 

臺灣文學,現代文學,文學創

作,飲食文化,現代文學理 

《隨園食單》研究  

、國文：現代文學、編輯採訪學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13 專任 副教授 楊自平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易學,論語,孟子,荀子,宋明儒

學,三國學,史記 

國文：史傳與現代生活、孟子、周易、

易學專題研究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14 專任 副教授 李淑萍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文字學,訓詁學,康熙字典研

究,漢字文化,字書編纂 

漢語字典編纂概論 、文字學、國文：

明清散文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15 專任 副教授 莊宜文 
私立東吳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現代小說,台灣文學,張愛玲研

究,文學改編影劇 

文學概論、現當代大陸小說、國文：

當代傳奇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16 專任 副教授 李國俊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博士 

傳統戲曲,民間文學,地方音

樂,區域性藝術文化發展 

曲選及習作、民間文學專題研究、國

文：歌樂文學與戲曲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17 專任 助理教授 孫致文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經學(三禮),戲曲 

國學導讀、國文：文字語言與漢文

化、古籍閱讀、禮記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18 專任 助理教授 郭永吉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漢魏六朝文化與思想,兩漢經

學史 

國文：思想與文化、歷代文選及習

作、漢賦選讀、六朝駢文專題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19 專任 助理教授 曹美秀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中國經學史,中國近三百年學

術史,中國思想史 
國文：思想與人生、國文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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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專任 助理教授 陳家煌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

士 
唐詩,中唐詩,白居易研究 國文：唐宋詩導讀、國文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21 專任 助理教授 李元皓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戲曲表演研究,戲曲史,當代戲

曲,俗文學 

國文：傳統文學與文化藝術、物質文

化與戲曲、國文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22 專任 助理教授 康珮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中國古典小說,中國思想 國文：古典小說選讀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23 專任 助理教授 李宜學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李商隱詩,唐詩,中國文學批評 

國文：古典韻文、李商隱詩專題研

究、詩選及習作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24 專任 助理教授 廖湘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

士 

聲韻學,漢語方言學,社會語言

學 

國文：文學與人生、聲韻學、古漢語

專題研究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25 專任 講師 龍亞珍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 

中國古代神話,先秦的山嶽信

仰與祭祀 

國文：詩經選讀、歷代文選及習作、

書法鑑賞、中國古代神話與文化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26  兼任 教授 姚振黎 
美國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教育領導統御博士 

中國文學史,論語,墨子,文心

雕龍,唐宋八大家文 
國文科教材教法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27  兼任 教授 王錦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

士 
漢語語法,歷史語法,修辭學 語言學概論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28  兼任 教授 陳錫勇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

系 學士 
老子,莊子,荀子 老子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29  兼任 教授 吳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

士 
史記,書經 尚書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30  兼任 教授 章景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史記 史記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31  兼任 教授 陳鴻森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學士 

中國經學史,清代學術史 ,文

獻學 
年譜編製法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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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兼任 教授 吳汝鈞 
加拿大 McMaster University 

哲學系 博士 

印度與中國佛學,禪學,儒家,

道家,京都哲學,德國觀 
佛教詮釋學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33  兼任 副教授 許秦蓁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博士 

台灣文學,現代小說選讀,城市

與文學,報導文學及寫作 
應用中文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34  兼任 助理教授 尹子玉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士 
台灣文學 國文：台灣文學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35  兼任 助理教授 許惠敏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士 
宋明理學,康德哲學 國文：先秦儒學導讀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36  兼任 助理教授 顧敏耀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 
現代文學,台灣文學 國文：文學的跨領域分析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37  兼任 助理教授 洪瓊芳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 
戲曲 國文：古典文學藝術賞析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38  兼任 講師 劉毅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

士 
儒學 國文：儒學與人生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39  兼任 講師 郭晉銓 
私立淡江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 
書法史 國文：文學與文化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40  兼任 講師 黃啟峰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士 

台灣文學,現代小說,文學理

論,歷史敘事 
國文:台灣小說選讀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41  兼任 講師 楊雅儒 
國立臺灣大學 台灣文學系碩

士 
台灣文學 國文：宗教與文學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42 兼任 講師 李慧琪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士 
論孟思想,宋明理學 國文：儒學與生活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43  兼任 講師 鍾怡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

所碩士 
現代文學,台灣文學,客家文學 國文：台灣文學選讀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44  兼任 講師 劉學倫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 

目錄學,版本學,文獻學,文字

學,史記 

國文：史傳文學、國文：傳統文學與

歷史文獻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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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兼任 講師 張克濟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 

文獻學,先秦兩漢史與考古文

物,左傳,史記,漢魏樂府 
國文：近現代散文類析  

中央中國語

文學系主聘 

        
三、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哲學研究所 現有專任師資 7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7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7 員；兼任師資 5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李瑞全 

 

美國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哲學系博士 

康德哲學,儒家生命倫理學,西

方哲學 

儒家生命倫理學 I、中國哲學現代詮

釋 IV、康德哲學 I、商業倫理學 

中央哲學所

主聘 

2 專任 教授 葉保強 
加拿大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哲學系博士 
商業倫理學,應用倫理學 

應用倫理學、商業倫理學、哲學基本

問題 I 

中央哲學所

主聘 

3 專任 教授 甯應斌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 
性/別理論、社會理論、性/別

政治 

全球化與兩岸關係、性／別理論專題
IV  

中央哲學所

主聘 

支援當代思

潮與社會運

動、性/別研

究學群 

4 專任 教授 蕭振邦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博

士 
環境倫理學,莊子哲學 

環境倫理專題研究Ⅱ、西方美學理論

導讀、論文寫作Ⅲ、環境倫理專題 

中央哲學所

主聘 

5 專任 教授 馮滬祥 
美國 Boston University 哲學

系博士 
中國哲學現代詮釋 中國哲學現代詮釋、人生與哲學  

中央哲學所

主聘 



第 136 頁，共 187 頁  

6 專任 副教授 孫雲平 
德國 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 哲學研究所博士 
歐陸哲學,心理學 西方當代倫理學專題研究 I  

中央哲學所

主聘 

7 專任 副教授 李凱恩 
澳州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哲學系博士 
動物權利等應用倫理學 

應用倫理學、邏輯與思考、哲學基本

問題 I  

中央哲學所

主聘 

8  兼任 教授 陸敬忠 
德國 University of Cologne 哲

學系博士 
歐陸哲學 詮釋學專題Ⅰ 

中央哲學所

主聘 

9  兼任 教授 李明輝 
德國 Universitat Bonn 哲學系 

博士 
康德哲學,儒家哲學,倫理學 倫理學 

中央哲學所

主聘 

10  兼任 教授 劉述先 
美國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哲學系博士 
宋代明代哲學 明代哲學Ⅱ 

中央哲學所

主聘 

11  兼任 教授 林安梧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 儒學,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現代詮釋 I︰當代儒學專題

研究 

中央哲學所

主聘 

12  兼任 副教授 黃慶明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博

士 
分析哲學 倫理學專題研究 III 、思想方法  

中央哲學所

主聘 

        
四、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法國語文學系 現有專任師資 14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5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2 員；兼任師資 3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許凌凌 
比利時 Universite libre de 

Bruxelles 法國語文學系博士 

十七,十八世紀法國文學,法國

大革命時代戲劇 

初級法語視聽 I 、文法(三)、十七、

十八世紀法國作家專題研究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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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任 教授 許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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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文學史（19 世紀）、學位論文 I、

專題研討 I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視覺文

化學群 

3 專任 教授 蔡淑玲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

區法國語言與文學博士 
文學批評與當代思潮 

法國文學史（十九 二十世紀）、法

國思潮：巴特與傅科、左拉與現代主

體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支援視覺文

化學群 

4 專任 副教授 林志芸 
Universite de Paris-Sorbonne 

(Paris IV) 法國語文學系博士 

法國小說的敘述現象,馬里伏

作品研究 

聖經與人生、文法與寫作、文法(二)、

十八世紀法國小說 I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翁德明 
Universite de Paris-Sorbonne 

(Paris IV) 法國語文學系博士 

古法文,中世紀文類敘事結構

研究,法國當代翻譯及評論 

文法與寫作、法國文學史(1800 年以

前)、拉丁文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6 專任 助理教授 翁振盛 
法國 Universite de Nice 法國

文學博士 

符號學,敘事理論,修辭學精神

分析的理論探究及其應用 

法文文選(一)、現代散文（一）、法

文文選(二) 、敘事學導論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7 專任 助理教授 徐佳華 
法國巴黎新索邦第三大學語

言、文學與文化博士  

卡繆研究、阿爾及利亞殖民時

期法語文學 
文法與寫作（一）、法國小說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8 專任 助理教授 劉柏桑 

 

法國 Paris 8 Univ 地緣政治學 

博士 

地緣政治,法國當代思潮 

口語表達(三)、高級法文作文、認同

理論：法國觀點 、台灣政治史及地

緣政治輪廓(自 1895 迄今)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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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專任 助理教授 林德祐 
法國 Universite paris VII 影

像與文本符號學 博士 
法國小說研究,文學批評,翻譯 文法(二) 、法譯中(二) 、法譯中(三)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10 專任 助理教授 甘佳平 

法國 DELIVRE PAR 

univ.D'AIX-MARSEILLEI 法

國現代文學系博士 

法國十九世紀文學,法國貴族

社會制度 

實用法文 I 、寫作(三) 、DELF B1

法語檢定考演練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11 專任 助理教授 李蕙珍 
法國史特拉斯堡第二大學語

言學系博士  

中世紀標點符號研究，法語

史，法語拼寫史，手抄員大衛.

奧貝，中∕法語比較 

法語史, 法國文學史 (中世紀), 法語

語言學概論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12 專任 助理教授 梅豪方 蒙特婁大學社會系博士 

當代社會之現代性與後現代

性，台灣與中國之文化與政治

社會學，法國社會學理論與當

代哲學，法國、魁北克與東亞

之社會、文化與歷史，比較文

化認同、族群研究與民族主

義，法國語言與文學 

寫作三， 演說四、現代中國思想史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13 專任 講師 高滿德 
瑞士 University of Geneva 歷

史學系碩士 

法語國家歷史及文化,國際關

係 

法國史 、口語表達(二) 、寫作(二) 、

法語文化概論、中譯法(二)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14 專任 講師 辛憶卿 
比利時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大眾傳播學類碩士 
法國文學,基礎法國文化 

口語表達（一）、讀本、口語表達

(二) 、法文文選(二)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15  兼任 副教授 薩支遠 

法國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 歷史與文化博

士 

歐盟研究,國際關係,口譯 新聞法文(一)、國際現勢 I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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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兼任 副教授 劉順一 
法國 Universite Stendhal 

Grenoble III 語言學類博士 

語用學,語言互動理論與分析,

莫里哀戲劇 

口語表達（一）、法譯中(一) 、法語

語言學概論、法國戲劇文本閱讀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17  兼任 講師 陳志明 
法國 Universite de Grenoble 

III 語言學系碩士 

語音學,法語視聽教學,法語教

學 

口語表達（一）、讀本、法文視聽會

話（一）、法語教學入門  

中央法國語

文學系主聘 

        
五、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藝術學研究所 現有專任師資 6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4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6 員；兼任師資 4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吳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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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欣賞與展覽實務、中世紀藝術史

專題 

中央藝術學

研究所主聘 

支援視覺文

化學群 

2 專任 教授 曾瀚霈 
奧地利 Universitat Wien 音樂

學系博士 
西洋音樂史 

現代音樂專題研究、音樂學入門研

討、西洋音樂史(一)、樂種與曲式(二)  

中央藝術學

研究所主聘 

3 專任 教授 曾少千 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史博士 

浪漫主義藝術、寫實主義藝

術、現代藝術與大眾文化、藝

術與性別、達達與超現實主義

研究 

藝術與性別、風景與空間專題研究 

中央藝術學

研究所主聘 

支援視覺文

化學群 

4 專任 副教授 周芳美 
美國 New York University 藝

術史研究所博士 
中國美術史 

藝術史理論與方法、視覺藝術－亞洲

藝術 

中央藝術學

研究所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謝佳娟 英國牛津大學藝術史博士 
十七、八世紀歐洲藝術史、印

刷文化 

西洋美術史（二）、十七世紀歐洲藝

術史專題  

中央藝術學

研究所主聘 

支援視覺文

化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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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任 副教授 巫佩蓉 
美國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藝術史研究所博士 
日本美術史 視覺藝術－亞洲藝術  

中央藝術學

研究所主聘 

7  兼任 教授 顏娟英 
美國 Harvard University 藝術

學類博士 
台灣美術 藝術與社會  

中央藝術學

研究所主聘 

8  兼任 教授 江玉玲 
奧地利 Universitat Wien 音樂

學系博士 
音樂學,基督教音樂 台灣基督教音樂  

中央藝術學

研究所主聘 

9  兼任 助理教授 謝世英 
美國 University of Kansas 藝

術史研究所 碩士 
台灣美術 台灣美術  

中央藝術學

研究所主聘 

10  兼任 助理教授 陳東和 
法國 Universite de Versailles 

Saint-Quent 藝術 博士 
博物館學,修復與藝術史 科學、修復與藝術史  

中央藝術學

研究所主聘 

        
六、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現有專任師資 5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3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5 員；兼任師資 3 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王俐容 英國華威大學文化政策博士 

族群與客家研究、文化政策研

究、文化經濟與消費社會、多

元文化與公民權  

研究方法實習 I、文化研究、社會學

理論  

中央客家社

會文化研究

所主聘 

支援批判理

論與東亞現

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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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任 副教授 張翰璧 
德國 Bielefeld 大學社會學博

士 

多元文化、客家婦女、族群與

經濟 

族群與多元文化、客家進階研究專

題 、客家文化專題研究、族群與移

民、研究方法實習 I、客家族群與文

化專題  

中央客家社

會文化研究

所主聘 

支援性/別研

究學群 

4 專任 助理教授 姜貞吟 
法國 Universite Paris 8 社會

學系性別研究所博士 

客家女性,新移民研究,族群關

係,性別與政治 

族群與多元文化、台灣社會與族群想

像、性別與大眾文化、質化研究方

法、族群與移民  

中央客家社

會文化研究

所主聘 

5 專任 助理教授 蔡芬芳 

德國 Goethe-Universitat 

Frankfurt am Main 文化人類

學暨歐洲民族學研究所博士 

族群研究,認同研究,性別與族

群研究 
多元文化主義研究  

中央客家社

會文化研究

所主聘 

6  兼任 教授 柯瓊芳 
美國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社會學系博士 
人口研究,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方法  

中央客家社

會文化研究

所主聘 

7  兼任 教授 張維安 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經濟社會學,資訊與網路社會,

客家研究 
質化研究方法 

中央客家社

會文化研究

所主聘 

8  兼任 副教授 邱榮裕 
日本立命館大學 文學研究所

博士 

中國近現代史,台灣文化史,客

家歷史與文化研究 
台灣客家移墾史專題 

中央客家社

會文化研究

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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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 

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103 學年度 國立陽明大學(學院)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基本資料表：全校教師數及學生數，以 101 年 10 月 15 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表 1：101 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

員) 

A：專任師資小計

=a+b+c+d(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 

B：軍訓教官

及擔任軍訓

課程之護理

教師數 

C：合

計

=A+B 

D：兼

任師資

數 

E=D/4(即

兼任師資

可折算專

任師資數) 

F=C/3(即

專任師

資數的

三分之

一) 

G：計算生師比之

師資數(如 F大於E

則 G 為 C+E+L，如

F 小於 E 則 G 為

C+F+L)(另 L 之計

算，參見乙表) 

全校

生師

比 

日間部

生師比 

研究生生師比

(全校日間、進

修學制碩士

班、博士班學

生數除以全校

專任助理教授

級以上師資數

總和)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

授 

d:講師 

101 學年度 187 119 75 14 395 5 400 1307 326.75 133.33 533.33 12.40 12.07 6.41 

 

 

 

 

 



第 143 頁，共 187 頁  

 

 

乙表(設有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應同時填列甲、乙兩表) 
   

師資 

學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

任專業技術人員) 

H：藝術及設計類

專任師資小計

=a+b+c+d 

I:藝術及設

計類兼任師

資數 

J=I/4(即

藝術及

設計類

兼任師

資可折

算專任

師資數) 

K=H/2(即

藝術及設

計類專任

師資數的

二分之

一) 

L：藝術及

設計類系

所計算生

師比之師

資數(如 K

大於 J則L

為 H+J，如

K 小於 J

則 L 為

H+K)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教

授 

d:講師 

101 學年度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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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1 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事項 1.計算 101 學年度學生數，請以 101 年 10 月 15 日實際註冊具正式學籍實際在學學生數計（不包括休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

實習之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 碩、博士生已設公式自動加權，請勿自行加權。 

 2.境外學生數（含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陸地區學生）之計算方式，於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以內，不予列計為

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者，則予計列。 

 3.技專校院配合政府政策開設之特殊專班學生數，不列入計算。 

 
4.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日間學制學生數 日間學制學生

總數
Q=M+N+O+P 

進修學制學生數 進修學制

學生總數
U=R+S+T 

日間、

進修學

制學生

總數
=Q+U 

V： 

碩、博士生加權後

日夜間學制學生總

數(碩士生加權二

倍，博士生加權三

倍，本欄作為計算

全校生師比之學生

數) 

碩、博

士生加

權後日

間學制

學生總

數(碩

士生加

權二

倍，博

士生加

權三

倍，本

欄作為

計算日

間部生

師比之

學生

數) 

全校日

間、進修學

制碩士

班、博士班

學生總數

(B+C+F)，

本欄作為

計算研究

生生師比

之學生數 

 
M：專科

部學生

總數 

N：大學

部學生

總數 

O：碩士

班學生總

數 

P：博士

班學生

數總計 

R：專科部

學生總數

（進修部二

年制、在職

專班） 

S：大

學部

學生

總數

（進

修學

士

班、進

修部

二年

制學

系、二

年制

在職

專班

等） 

T：碩

士在

職專

班學

生總

數 

 

101 學年度

在學生數 

  
1924 1093 540 3557     81 81 3638 5859.6 5730 1714 

 

延畢生人數   26 185 498 709     44 44 753 753 709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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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W) V〈101 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附表 1 之規定〉＝206.6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甲表(a+b+c)+乙表(a+b+c)〕÷W×100%＝184.41 

※總量標準附表 1：全校生師比值： 
        

1.一般大學應低於 32。                     

2.科技大學應低於 32。                     

3.技術學院應低於 32。但設立或改制未滿三年，應低於 35。               

4.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設有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者，於加計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之學生數後，應低於 40。但科技大學

及技術學院設有博、碩士班者，應低於 32。 

※總量標準附表 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一般大學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科技大學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技術學院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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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支援之研究所為【視覺文化研究所、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心智哲學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5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3 員，助理教授以上

者 2 員；兼任師資 0 員。 

序號 
專 任 /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劉瑞琪 
美國 Bryn Mawr College 藝術史

博士 

攝影研究、性/別與視覺文化

（視覺藝術、攝影、時尚、電

影）、歐美現當代視覺藝術、

藝術理論、現當代醫療視覺文

化 

藝術史方法與理論、近代視覺文

化、性別與影像的歷史、攝影與近

代文明、西洋繪畫史、後現代主義

與視覺文化、性別理論與視覺文

化、電影與社會、攝影與社會、近

代視覺文化科技與社會、當代視覺

文化、性別與電影、藝術學研究方

法論、視覺再現中的身體、女性攝

影家與認同政治 

視覺文化研究

所主聘 

2 專任 教授 傅大為 
哥倫比亞大學 科學史與科學哲

學博士 

科學史與科學哲學、性別與醫

療、台灣近代醫學身體史、科

技與社會 

近代視覺文化中的科技、身體與他

者 

陽明大學科技

與社會研究所

主聘 

3 專任 教授 鄭凱元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哲學博士 

語言哲學、形上學、維根斯坦

哲學、心靈哲學、知識論、認

知科學 

東亞研究、認知神經科學、哲學概

論、莊子哲學、形上學與心靈哲學

專題 

陽明大學心智

哲學研究所主

聘 

4 專任 助理教授 黃桂瑩 
英國艾塞斯大學藝術史與理論

學博士 

十八、十九世紀英國藝術、十

九世紀攝影史、維多利亞時期

視覺文化 

圖像、文學與國家認同、近現代藝

術史 

陽明大學視覺

文化研究所主

聘 

5 專任 助理教授 葉嘉華 
英國倫敦大學瑪利皇后學院文

藝復興學博士 

十六、十七世紀歐洲藝術史與

視覺文化、近代時尚史 
近代藝術交流史、時尚社會史 

陽明大學視覺

文化研究所主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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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 

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申請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表 5-1：人文領域 

得列計之著作期間：97.12.1-102.11.30 

校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一、專任教師： 9 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 3 相符） 

1.論文篇數(含產學合作成果)：合計  88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9.77   篇 

2.其中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論文計 28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3.1 篇 

3.其中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計 28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3.1  篇 

※期刊論文 

交通大學 

編號 日期 作者 教師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1.  2009 劉紀蕙 教授 
Immanentism, Double-abje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syche in (Post) Colonial Taiwa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7 Issue 2 

(2009 Fall): 261-288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A&HCI ■是□否 

2.  2009 劉紀蕙 教授 倫理翻譯與主體化問題：王國維問題重探 《文化研究學刊》第八《文化研究
THCI 

&TSSCI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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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09.6)：頁 9-60 學刊》 

3.  2013 劉紀蕙 教授 
計算為一」與「一分為二」：論洪席耶與巴迪烏關

於「空」與政治性主體之歧義 

《中外文學》42 卷 1 期

（2013.3）：頁 15-64 
《中外文學》 THCI ■是□否 

4.  2009 陳光興 教授 異議思想二十年(與徐進鈺合寫) 

《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74 期（六月號）：

頁 273-298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5.  2009 陳光興 教授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hanging academic 

conditions in Taiwan(with Sechin Y.S. Chien) 

Inter-Asian Cultural 

Studies 10(2): 206-228 

Inter-Asian 

Cultural 

Studie 

SSCI＆A

＆HCI 
■是□否 

6.  2009 陳光興 教授 白樂晴的超克分斷體制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74 期（六月號）：
3-47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7.  2010 陳光興 教授 
Living with tensions: notes on the Inter-Asia 

movement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2): 311-318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SCI＆A

＆HCI 
■是□否 

8.  2010 陳光興 教授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 

《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78 期（六月號）：
215-268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9.  2010 陳光興 教授 側讀《沖繩現代史》 

《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79 期（九月號）：
427-440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10.  2010 陳光興 教授 
Paik Nak-chung’s theory of overcoming division 

system: rethinking China-Taiwan rel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the two Korea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4): 566-590.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SCI＆A

＆HCI 
■是□否 

11.  2010 陳光興 教授 作為方法的印度 
《讀書》，十二月號：
10-15 

《讀書》 CSSCI ■是□否 

12.  2011 陳光興 教授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 年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 
《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84 期（九月號）：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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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42 

13.  2012 陳光興 教授 
重新認識左翼精神史的資產：論陳映真《鄉村的教

師》 

《杭州師範大學學

報》，2 期（三月號）：
34-40 

《杭州師範

大學學報》 
CSSCI ■是□否 

14.  2012 陳光興 教授 Takeuchi Yoshimi’s 1960 ‘Asia as Method’ lectu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3(2): 317-324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SCI＆A

＆HCI 
■是□否 

15.  2012 陳光興 教授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上/下)：1950 年代台灣左翼份

子的昨日今生 

《現代中文學刊》（上

海），No. 2：14-33，No. 

3: 26-48 

《現代中文

學刊》 
 □是■否 

16.  2010 朱元鴻 教授 如果美式自由民主不該是中國未來的夢想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

論》，第 33 期，頁 1-46 

《政治與社

會哲學評論》 
TSSCI ■是□否 

17.  2009 張維安 教授 台灣客家研究近況與展望 
《新竹文獻》，36: 

6-23。 
《新竹文獻》  □是■否 

18.  2009 張維安 教授 
客家人的大伯公：蘭芳共和國的羅芳伯及其事業

(與張容嘉合寫) 

《客家研究》，3(1): 

57-89。 
《客家研究》  □是■否 

19.  2010 張維安 教授 
客家文化園區政策分析：文化與產業結合的願望思

維(與張容嘉合寫) 

《客家公共事務學

報》，1: 29-53 

《客家公共

事務學報》 
 □是■否 

20.  2011 張維安 教授 
臺灣客家文化運動中族群服飾的改良與創新(與楊

舜雲、鄭靜宜合寫) 

《客家研究》，4(1): 

115-150 
《客家研究》  □是■否 

21.  2011 張維安 教授 
台灣客家傳統服飾文化特質之在發現(與楊舜雲、

鄭靜宜合寫) 

《輔仁民生學誌》，
17(2): 139-153 

《輔仁民生

學誌》 
 □是■否 

22.  2011 張維安 教授 族群文化發展與客家文化的未來 
《客家學刊》(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 61-72 
《客家學刊》  □是■否 

23.  2011 張維安 教授 網際網路與紐約福州移民的聯誼會(邱淑如合寫) 
《資訊社會研究》，

21：32-51 

《資訊社會

研究》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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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3 張維安 教授 《災難研究》專輯 《思與言》，51 卷 1 期 《思與言》 THCI ■是□否 

25.  2013 張維安 教授 
跨越官僚的專業線：網路力量與救災行動(李宗

義、李士傑合寫) 

《思與言》，51 卷 1 期，

頁 55-101 
《思與言》 THCI ■是□否 

26 2009 馮品佳 教授 
Out of Brick Lane: Sexual and Political Awakenings 

in Monica Ali’s Brick Lane 

Tamkang Review 40.1 

(December 2009): 

15-28.  

Tamkang 

Review 

TAHCI 

Core; 

MLA 

■是□否 

27 2009 馮品佳 教授 
Culinary Homelands: Food Practices and Diasporic 

Femininity in The Hindi-Bindi Club and Ishq and 

Mushq 

Feminist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7.2 

(Winter 2009): 69-101 

Feminist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MLA; 

KCI-Kor

ean 

Citation 

Index 

■是□否 

28 2011 馮品佳 教授 
Birth of Nations: Representing the Partition of India 

in Bapsi Sidhwa’s Cracking India 

Chang Gu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2 (October 

2011): 225-40 

Chang Gu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9 2012 馮品佳 教授 離散的親密關係：蘇偉貞眷村小說中的感官書寫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十五期（一零一年十

月）：頁一七九—一九

八 

《台灣文學

研究學報》 

TAHCI 

Core 
■是□否 

30 2013 馮品佳 教授 
Narratives of Passing: Racial and Gender Politics in 

Michelle Cliff’s Abeng and No Telephone to Heaven 

Feminist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21.1 

(April 2013): 5-37 

Feminist 

Studies in 

English 

MLA; 

KCI-Kor

ean 

Citation 

Index 

■是□否 

31 2013 馮品佳 教授 「後」殖民女性小說的比較研究 

《中外文學》四十二卷

二期（一零二年六

月）：頁二二一—二二

六 

《中外文學》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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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09 
Earl 

Jackso 
教授 Subjectivity in Korean Cinema: Two Limit Cases 

Journal of the Moving 

Image 7 

Journal of 

the Moving 

Image 

 □是■否 

33 2009 
Earl 

Jackso 
教授 

Gender Software and Political Hardware: Serial 

Experiments: Lain and Ghost in the Shell 

Trans-Asia Screen 

Cultures Journal. 1.1 

Trans-Asia 

Screen 

Cultures 

 □是■否 

34 2011 藍弘岳 副教授 
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武士道」在

日本、中國、台灣的發明與越境――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35 2011 藍弘岳 副教授 
 〈「神州」、「中國」、「帝國」――會澤正志齋的國

家想像與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 

《新史學》二十二巻三

期 
《新史學》 THCI ■是□否 

36 2011 藍弘岳 副教授 
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武士道」在

日本、中國、臺灣的發明與越境――〉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85 期，頁 51‐88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37 2012 藍弘岳 副教授 
「武國」的儒學―「文」在江戸前期的形象變化與

其出版、研究―― 

《漢學研究》第 30 巻

第 1 期，頁 239‐269 
《漢學研究》 THCI  ■是□否 

38 2012 藍弘岳 副教授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

洲論述―― 

《文化研究》第 14 期

(2012.06) 
《文化研究》 

THCI 

&TSSCI 
■是□否 

39 2010 莊雅仲 副教授 有「夢」最美：族群認同與承認政治 
《臺灣人類學刊》8 卷

2 期，頁 3-35 

《臺灣人類

學刊》 
TSSCI ■是□否 

40 2011 蔡晏霖 助理教授 思索地方知識 
《亞太研究論壇》54: 

202-212 

《亞太研究

論壇》 
 □是■否 

※專書論文 

 

編號 日期 作者 教師職稱 專書論文名稱 
選入專書/出版

社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是否發表於

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 

1 2010 劉紀蕙 教授 一與多之間：李春生問題 
《近代東亞變

局中的李春生》
 I  



第 153 頁，共 187 頁  

/國立台灣大學

出版中心 

2 2011 劉紀蕙 教授 
Logics of Ethos and the translations of Unheimlich: Wu 

Tianzhang and the Post-Martial Law Era in Taiwan 

《Imaging 

Taiwan》/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Publishing 

House 

   

3 2011 劉紀蕙 教授 The Translation of Ethics: The problem of Wang Guowei 

《The 

Translation of 

Ethics: The 

problem of 

Wang Guowei》/ 

New York & 

Amsterdam: 

Rodopi 

Publishing 

   

4 2011 劉紀蕙 教授 
The count of psyche: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and 

ethico-economic in early modern China 

《Biopolitics, 

Ethics and 

Subjectivation》/ 

Paris: 

L’Harmattan, 

2011. 121-146 

   

5 2012 劉紀蕙 教授 
The Translations of Ethos and the Unheimlich: Wu 

Tien-chang and the Post-Martial Law Era in Taiwan 

《Imaging and 

Imagining 

Taiwan: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and Cultural 

Politic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http://www.srcs.nctu.edu.tw/srcs/teachers/joyce/The%20Translation%20of%20Ethics.pdf
http://www.srcs.nctu.edu.tw/srcs/teachers/joyce/The%20Translation%20of%20Ethics.pdf
http://www.srcs.nctu.edu.tw/srcs/teachers/joyce/The%20Translation%20of%20Ethics.pdf
http://www.srcs.nctu.edu.tw/srcs/teachers/joyce/The%20Translation%20of%20Ethics.pdf
http://www.srcs.nctu.edu.tw/srcs/teachers/joyce/The%20Translation%20of%20Ethics.pdf
http://www.srcs.nctu.edu.tw/srcs/teachers/joyce/The%20Translation%20of%20Ethic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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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2 

6 2013 劉紀蕙 教授 
「一分為二」，或是冷戰結構內部化：重探矛盾論以及歷

史發生學的問題 

《跨文化實

踐：華文文學文

化與他者》/臺

北市：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所

(出版中) 

   

7 2014 劉紀蕙 教授 
The Taiwan Question: Border Consciousness Intervened, 

Inverted and Displaced 

《European-Eas

t Asian Borders 

i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Forthcoming. 

   

8 2010 陳光興 教授 亞洲作為方法 

《超克近

代——台社後

／殖民讀本》，

下冊，台北：唐

山／台社，
273-343 

   

9 2010 陳光興 教授 導讀：雙重超克 

《超克近

代——台社後

／殖民讀本》，

上冊，台北：唐

山／台社，i-xv 

   

10 2010 陳光興 教授 序：作為方法的印度 

《從西天到中

土——印度新

思潮讀本》，八

冊（薩拉‧馬哈

拉吉／帕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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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吉／杜贊奇

／阿希斯‧南迪

／特賈斯維

莉‧尼南賈納／

迪佩什‧查卡拉

巴提／霍米‧巴

巴／吉塔‧卡普

爾），廣州：南

方日報出版

社，8-16 

11 2010 陳光興 教授 參照兩韓思想兩岸：白樂晴分斷體制論形成的軌跡 

《白樂晴——

分斷體制．民族

文學》，台北：

聯經／台社，
11-55 

   

12 2011 陳光興 教授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 

《陳映真 思想

與文學》（下

冊），台北：唐

山／台社，
575-632 

   

13 2011 陳光興 教授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的故事 

《陳映真 思想

與文學》（下

冊），台北：唐

山／台社，

635-702 

   

14 2012 陳光興 教授 要有胸懷往那個方向去 

《中文世界的

文化研究》，上

海書店出版

社，22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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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2 陳光興 教授 文化研究的形成與動向 

《從首爾到墨

爾本──太平洋

西岸文化研究

的歷史與未

來》，上海書店

出版社，
338-354 

   

16 2012 陳光興 教授 在台灣教文化研究的問題與問題意識 

《從首爾到墨

爾本──太平洋

西岸文化研究

的歷史與未

來》，上海書店

出版社，73-93 

   

17 2012 陳光興 教授 
Social Movements,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On the 

shifting Conditions of Practices”, in Meaghan Morris and 

Mette Hjort 

《Instituting 

Cultural Studies》 

Duke UP and 

Hong Kong UP, 

pp. 41-54 

   

18 2012 陳光興 教授 重新認識左翼精神史的資產：論陳映真《鄉村的教師》 

《中國文學再

認識》，杭州師

大學術期刊社

編，復旦大學出

版社，322-35 

   

19 2011 朱元鴻 教授 Neoliberalism and Recent China : a Critical Review 

Biopolitcs, 

Ethics and 

Subjectivation/P

aris: 

L’Harmattan. 

Pp. 147-164 

   

20 2010 張維安 教授 族群論述與邊界之作(與郭瑞坤合寫) 《博物館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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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與科

學》，頁：1-13。

臺北：國立臺灣

博物館 

21 2010 張維安 教授 族群記憶與台灣家意識的形成 

《客家的形成

與變遷》，頁

719-744。新

竹：交通大學出

版社 

   

22 2010 張維安 教授 
印尼客家社會探析：以桃園地區客家語印尼籍配偶為例(與

張翰璧、柯瓊芳、廖經庭合寫) 

《台灣的社會

學想像》，頁

257-271。臺

北：巨流圖書公

司 

   

23 2010 張維安 教授 
一個以社會邏輯為基礎的金融組織之分析：台灣儲蓄互助

合作(與張翰璧合寫) 

《台灣的社會

學想像》，頁

219-255。臺

北：巨流圖書公

司 

   

24 2011 張維安 教授 
馬來西亞浮羅山背（Balik Pulau）的客家族群分析(與張翰

璧合寫) 

《族群、歷史與

文化: 跨域研

究東南亞和東

亞》，頁

195-216。新加

坡：新加坡國立

大學中文系及

八方文化出版

公司 

   

25 2011 張維安 教授 蘭芳共和國的創建與經營：華人烏托邦的想像(與張容嘉合《族群、歷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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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文化: 跨域研

究東南亞和東

亞》，頁

323-346。新加

坡：新加坡國立

大學中文系及

八方文化出版

公司 

26 2011 張維安 教授 客家企業家探索：台灣客家企業之經濟網絡 

《客家企業

家》，頁 65-87。

臺北：智勝文化 

   

27 2011 張維安 教授 民間組織 

《中華民國發

展史－－社會

發展》(下冊），

頁 417-443。臺

北：政治大學、

聯經公司 

   

28 2011 張維安 教授 
性別化的性別移民政治：關於國內策展的反思(與王俊凱、

張翰璧、王宏仁合寫) 

《博物館展示

的景觀》頁

333-352。。臺

北市：國立台灣

博物館 

   

29 2012 張維安 教授 馬來西亞砂拉越大伯公節意義初探(與張翰璧合寫) 

《族群遷移與

宗教轉化：福德

正神與大伯公

研究論文集》。

新竹：國立清華

大學人文社會

學院出版 

   



第 159 頁，共 187 頁  

30 2012 張維安 教授 從石扇堡到東萬律：羅芳伯金山夢尋蹤 

《族群遷移與

宗教轉化：福德

正神與大伯公

研究論文集》。

新竹：國立清華

大學人文社會

學院出版 

   

31 2012 張維安 教授 
族群精神與經濟倫理：兼論客家硬頸精神及其經濟活動特

徵 

《客家商人與

企業家的社會

責任研究》，頁

18-35。廣州：

華南理工大學

出版社 

   

32 2012 張維安 教授 
讓流動的生命說故事：當博物館與見新移民(與張翰璧、王

宏仁、劉清耿、郭瑞坤合寫) 

《當地方與上

博物館：台灣經

驗與跨文化視

野》頁 31-48。

宜蘭：蘭陽博物

館 

   

33 2009 馮品佳 教授 
Women and the City: Urban Femininity and Body Politics in 

Tsai Ming-liang’s Rebels of a Neon God, Vive L’Amour 

The River, and 

The 

Hole.”아시아 

영화의 

근대성과 

지정학 미학. 

/Seoul: Hyeonsil 

Munhwa,  

p.169-90. 

[Korean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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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34 2010 馮品佳 教授 溫哥華女兒：沈小艾的華裔加拿大女性電影 

《管見之外：影

像文化與文學

研究—周英雄

教授七秩壽慶

論文集》。台

北：書林。

105-22。 

   

35 2010 馮品佳 教授 鄉關何處：《桑青與桃紅》中的離散想像與跨國移徙 

《離散與家國

想像：文學與文

化研究集稿》。

台北：允晨。
503-35 

   

36 2010 馮品佳 教授 
Reimagining the Femme Fatale: Gender and Nation in Fruit 

Chan’s Hollywood Hong Kong 

Hong Kong 

Screenscapes: 

From the New 

Wave to the 

Digital Frontier/ 

Hong Kong: 

Hong Kong UP, 

2010. 253-62 

   

37 2012 馮品佳 教授 
Ghostly China: Amy Tan’s Narrative of Transnational 

Haunting in 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and 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China and Its 

Others: Cultural 

Med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Modern Era/ 

Paris: Actes Sud 

   

38 2013 馮品佳 教授 
Trans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Exchanges in Azar Nafisi’s 

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A Memoir in Books 
The 

Transnatio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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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f American 

Culture: 

Literature, Film, 

and Music/ New 

York: 

Routledge,  

57-70 

39 2013 馮品佳 教授 
Masks and Identity: Self-Fashioning in Chinese American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On the Legacy 

of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Mulhouse Book/ 

Münster: LIT 

Verlag, 2013. 

(forthcoming) 

(NSC 

99-2410-H-009-

009-MY3) 

   

40 2013 馮品佳 教授 
Masks and Identity: Self-Fashioning in Chinese American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On the Legacy 

of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Mulhouse Book/ 

Münster: LIT 

Verlag. 

(forthcoming) 

(NSC 

99-2410-H-009-

009-MY3) 

   

41 2013 馮品佳 教授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in East Asia: The Cases of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A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Literature & 

Cultur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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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ledge. 

(forthcoming) 

(NSC 

99-2410-H-009-

009-MY3) 

42 2013 馮品佳 教授 
Diasporic Bollywood：Fusionist Practices and Gender 

Performativity in Deepa Mehta’s Bollywood/Hollywood 

1. Performing|Et

hniticy/(forthc

oming) (NSC 

99-2410-H-00

9-009-MY3) 

 

   

43 2011 藍弘岳 副教授 
｢武国｣に抵抗する江戸思想――伊藤仁斎の「文」と｢王

道｣言説をめぐって 

《公共する人

間 1 伊藤仁

斎》（東京大學

出版會） 

   

44 2012 藍弘岳 副教授 
臺灣と香港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研究――帝國の邊境と

漢字文化の中心から 

《日本思想史

講座》，東京：

ぺりかん社 

   

45 2011 莊雅仲 副教授 永康街社區運動：媽媽民主、性別與地方照顧 

《社會運動的

年代──晚近二

十年來的台灣

行動主義》，頁

331-362。台

北：群學出版

社。 

   

46 2012 莊雅仲 副教授 
Studying Taiwan: The Academic Politics of Bentu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20th Century 

China/ 

 pp. 283-306.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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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47 2012 蔡晏霖 助理教授 
Anti-Communist Violence and the Ethnic Chinese in Medan, 

North Sumatra 

in The Contours 

of Mass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65-1968/ 

Singapore : 

NUS Press for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forthcoming 

2012 

   

48 2012 蔡晏霖 助理教授 
Materializing Racial Formation: the Social Lives of 

Confiscated Chinese Properties in North Sumatra 

Chinese 

Indonesian 

Reassessed/ 

London: 

Routledge, 

83-102 

   

※專書 

 

編號 日期 作者 教師職稱 書名 出版單位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是否發表於

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 

1 2003 劉紀蕙 教授 文學與電影：影像‧真實‧文化批評 
台北：中央研究

院 
   

2 2004 劉紀蕙 教授 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 
國立編譯館主

編。台北：麥田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27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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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1 劉紀蕙 教授 心之拓樸：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構 
台北：行人出版

社 
   

4 2010 陳光興 教授 Asia as Method—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5 2011 陳光興 教授 脱 帝国 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 

丸川哲史譯，東

京：以文社（日

文） 

   

6 2011 朱元鴻 教授 
Biopolitcs, Ethics and Subjectivation(Co-edited with Alain 

Brossat, Rada Ivekovic, Joyce C. H. Liu) 

Paris: 

L’Harmattan 
   

7 印刷中 張維安 教授 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 

中壢：中央大學

出版中心/台

北：遠流出版公

司 

   

8 2010 馮品佳 教授 
管見之外：影像文化與文學研究—周英雄教授七秩壽慶論

文集(與李有成主編) 
台北：書林    

9 2010 馮品佳 教授 
東西印度之間：非裔加勒比海與南亞裔女性文學與文化研

究 

台北：允晨。(國

科會人文學中

心人文專書出

版補助) 

   

10 2010 馮品佳 教授 
Diasporic Representations: Reading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Fiction 

Münster: LIT 

Verlag 
   

11 2011 馮品佳 教授 洞見：視覺文化與美學(與趙順良主編) 
台北：書林，

2011 
   

12 2013 馮品佳 教授 她的傳統：華裔美國女性文學 

台北：書林，

2013 。 (NSC 

99-2410-H-009-

009-MY3)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9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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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申請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表 5-1：人文領域 

得列計之著作期間：97.12.1-102.11.30 

校名：國立清華大學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一、專任教師： 8 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 3 相符） 

1.論文篇數：合計 68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8.5 篇 

2.其中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論文計 21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2.625 篇 

3.或其中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計 21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2.625 篇 

 

※期刊論文 

清華大學 

編號 日期 作者 教師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期刊名稱/

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1 2013 李丁讚 教授 〈民主的都更，多元的城市〉 
《文化研究》，

15 期 
    □是■否 

2 2012 李丁讚 教授 〈公民農業與社會重建〉 
《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84 
  TSSCI ■是□否 

3 2010 李丁讚 教授 〈重回土地：災難社會的重建〉 
《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
  TSSCI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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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73-326. 

4 2010 
Lii, 

Ding-tzann 
教授 

Articulation, not Transl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in 

Translation: The 

Mental Labor of 

Globaliz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是■否 

5 2010 李丁讚 教授 〈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 

《帝國邊緣：台

灣現代性的考

察》 

群學出版社   □是■否 

6 2009 李丁讚 教授 〈世代如何浮現：評蕭阿勤『歸歸現實』〉 

《台灣社會學

刊》，42：

189-198 

  TSSCI ■是□否 

7 2013 劉人鵬 教授 
〈「神經病」作為生存位置與知識情感動能：一種理解

章太炎的方式〉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第十六

期 

  

TSSCI、
THCI 

Core 

■是□否 

8 2012 劉人鵬 教授 〈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 

《中文世界的

文化研究》。上

海書店。頁
314-332 

上海書店   □是■否 

9 2011 劉人鵬 教授 
〈打造一個夠落後的烏托邦：海澀愛的污名連線政治與

罔兩問景〉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第十三

期：266-280 

  

TSSCI、
THCI 

Core、
ACI 

■是□否 

10 2011 劉人鵬 教授 〈晚清毁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 

《清華中文學

報》第五期：
231-270 

    □是■否 

11 2011 劉人鵬 教授 〈親密色差──置疑‧婚姻‧家庭‧連鑟體〉 
《置疑婚姻家

庭連續體》 
蜃樓出版社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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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0 劉人鵬 教授 〈家庭與性的公與私〉。回應溝口雄三〈公私〉 

《重新思考中

國革命》，頁
95-100 

台北：台灣社

會研究雜誌

社 

  □是■否 

13 2010 

Amie 

Parry and 

Jen-peng 

Liu. 

教授 
“The Politics of Schadenfreude: Violence and Queer 

Cultural Critique in Lucifer Hung's Science Fiction.”  

Positions, 

special issue 

"Beyond the 

Strai(gh)ts: 

Transnational 

Chinese Queer 

Politics Today .” 

Edited by Lisa 

Rofel and Petrus 

Liu. 

  A&HCI ■是□否 

14 2010 劉人鵬 教授 〈憂鬱，投資與罔兩翻譯〉 
《憂鬱的文化

政治》 
蜃樓出版社   □是■否 

15 2010 劉人鵬 教授 〈中文系、中文研究與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游

與移》（《思想》

15），頁 149-158 

台北：聯經   □是■否 

16 2011 林聰舜 教授 漢代儒學的一個側面：思想、統治與權力運作 

《清華中文學

報》，第 6 期，
pp.3-30 

    □是■否 

17 2011 林聰舜 教授 
從〈廉頗藺相如列傳〉看秦趙大戰前的外交角力與士氣

攻防戰 

《信陽師範學

院學報 (哲學

社會科學

版)》，第 31 卷

第 6 期，pp.5-8 

    □是■否 

18 2011 林聰舜 教授 
項羽對齊策略檢討：楚漢相爭中項羽最重要的國際關係

布局 

江蘇省項羽文

化研究會，《項

羽文化》季刊，

2011 年第 4

期，pp.2-7 

    □是■否 

19 2011 林聰舜 教授 《史記》的「微言」敘事：「書法不隱」與「隱」的統 《清華中文學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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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第 5 期，

pp.89-122 

20 2010 林聰舜 教授 范陽辯士蒯通：另類的縱橫家 

西北大學，《漢

風》創刊號，
pp.6-13 

    □是■否 

21 2009 林聰舜 教授 
賈誼對付諸侯王與列侯集團的謀略及其挫折：文帝與賈

誼治國方針的差異 

中國史記研究

會，《史記論叢》

第六集，

pp.349-360 

    □是■否 

22 2012 黃文宏 教授 
論早期西田哲學中「自覺」的基本構造─以〈邏輯的理解

與數理的理解〉為線索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論評/ 43 

國立臺灣大

學哲學所  

THCI 

Core 
■是□否 

23 2011 黃文宏 教授 東海哲學對話：理解與詮釋 
東海哲學研究

集刊 / 16 

東海哲學研

究所  
THCI ■是□否 

24 2010 黃文宏 教授 西田幾多郎場所邏輯的內在轉向 
政治大學哲學

學報/ 23 

國立政治大

學哲學所  

THCI 

Core 
■是□否 

25 2013 柳書琴 教授 
〈台湾作家呉坤煌の日本語文学：日本語創作の国際的

ストラテジー〉 

《バイリンガ

ルな日本語文

学：多言語多文

化のあいだ》 

東京：三元社   □是■否 

26 2013 柳書琴 教授 
〈「外地」的沒落：臺灣代表們的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

大會〉 

《跨文化情

境：差異與動態

融合──臺灣現

當代文學文化

研究》 

台北：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 

  □是■否 

27 2013 柳書琴 教授 

〈개똥현실주의와 황민문학：1940년대 타이완 문단의 

정체성 논쟁〉(中文標題：〈糞現實主義與皇民文學：1940

年代臺灣文壇的認同之戰〉) 

타이완의 

근대문학：운동 

제도 식민성 

2》(中文標題：

《臺灣新文

學：運動、體

制、殖民 2》) 

首爾：昭明出

版社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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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3 柳書琴 教授 
〈『台湾新民報』の右転回：頼慶と新民報日刊初期の

モダン化文芸欄〉 

《言語社会》。

東京：一橋大學

大學院言語社

會研究科 

《言語社

会》。東京：

一橋大學大

學院言語社

會研究科 

  □是■否 

29 2012 柳書琴 教授 
從「昭和摩登」到「戰時文化」：〈趙夫人的戲畫〉中

大眾文學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 89 

台灣社會研

究雜誌社 

TSSCI、
THCI 

■是□否 

30 2012 柳書琴 教授 
《臺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

的文藝欄 

臺灣文學研究

集刊 / 12  

臺灣文學研

究  
THCI ■是□否 

31 2012 柳書琴 教授 
〈満洲の内在化と台北描写：林煇焜『争へぬ運命』に

おける満洲の影と潜在的輿論〉 
《日本研究》 

日本：國際日

本文化研究

中心 

  □是■否 

32 2011 柳書琴 教授 
〈殖民都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應：「總力戰」前臺北

與哈爾濱的比較〉 

《中國現代文

學研究叢刊》，

頁 49-66。 

北京：中國現

代文學研究

叢刊雜誌社 

CSSCI ■是□否 

33 2011 柳書琴 教授 
〈事變、翻譯、殖民地暢銷小說：《可愛的仇人》日譯

及其東亞話語變異〉 

《戰鼓聲中的

歌者─龍瑛宗及

其同時代東亞

作家論文集》，

頁 277-321 

新竹：清大台

文所 
  □是■否 

34 2011 柳書琴 教授 
〈從部落到都會：張文環〈山茶花〉與進退失據的殖民

地青年男女〉 

《台灣現當代

作家研究資料

彙編‧張文

環》，《台灣現

當代作家研究

資料彙編》叢

書，頁 201-241 

台南：國立台

灣文學館 
  □是■否 

35 2011 柳書琴 教授 
〈跨時代跨語作家的戰後初體驗：龍瑛宗的現代性焦慮

（1945～1947）〉 

《台灣現當代

作家研究資料

彙編‧龍瑛

宗》，《台灣現

台南：國立台

灣文學館 
  □是■否 

http://www.tl.nthu.edu.tw/people/writing_journal.php?S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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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作家研究

資料彙編》叢

書，頁 213-244 

36 2011 柳書琴 教授 
〈再剝〈石榴〉：決戰時期呂赫若小說的創作母題（1942

～1945 年）〉 

《台灣現當代

作家研究資料

彙編‧呂赫

若》，《台灣現

當代作家研究

資料彙編》叢

書，頁 87-119 

台南：國立台

灣文學館 
  □是■否 

37 2011 柳書琴 教授 
〈殖民都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應：「總力戰」前臺北

與哈爾濱的比較〉 

《戰爭與分

界：「總力戰」

下臺灣‧韓國的

主體重塑與文

化政治》，頁
65-100 

台北：聯經出

版社 
  □是■否 

38 2010 柳書琴 教授 
〈「總力戰」與地方文化：地域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

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 

《台灣社會研

究》第 79 期，

頁 91-158 

  TSSCI ■是□否 

39 2010 柳書琴 教授 
〈糞現實主義與皇民文學：1940 年代台灣文壇的認同之

戰〉 

東亞現代中文

文學國際學會

《東亞現代中

文文學國際學

報》第 4 期，汕

頭大學號，頁

51-79 

中國：首都師

範大學出版

社 

  □是■否 

40.  2010 柳書琴 教授 

〈문화위치로서의 '통속'──《삼육구소보(三六九小報)》

와 1930년대 타이완 독서시장〉(中文標題：〈通俗作

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台灣漢文讀書

市場〉) 

聖公會大學東

亞研究中心
“The Lines: 

Asian 

Perspectives”創

韓國：聖公會

大學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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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號，韓文稿。

頁 118-184 

41.  2010 柳書琴 教授 

〈식민 도시, 문예 창작, 그리고 지방의 반응— 

총력전 이전 타이베이와 하얼빈의 도시적 글쓰기 

비교〉(中文標題：〈殖民都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應：

「總力戰」前臺北與哈爾濱的比較〉) 

《作為「門檻」

的戰爭：殖民地

總力戰與韓

國‧臺灣的文化

構造》，頁
96-139 

韓國：

Greenbee 出

版社 

  □是■否 

42.  2010 柳書琴 教授 
〈我們的文學為什麼要打獵：當代原住民文學中的狩獵

書寫〉 

《事件與翻

譯：東亞視野中

的台灣文學》，

頁 123-149 

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

社 

  □是■否 

43.  2010 柳書琴 教授 

〈文化徴用と戦時の良心：地方文化論、台湾文化復興

と台北帝大文政学部の教授たち〉(中文標題：文化徵用

與戰時良心：地域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

文政學部教授們〉 

《帝囯主義と

文学》，頁
314-228 

東京：研文出

版社 
  □是■否 

44.  2009 柳書琴 教授 
〈「滿洲他者」寓言網絡中的新朝鮮人形象：以舒群〈沒

有祖國的孩子〉為中心〉 

韓國現代中國

研究會《韓中言

語文化研究》21

輯，頁 187-216 

韓國：韓國現

代中國研究

會 

  □是■否 

45.  2009 柳書琴 教授 
〈生物學統治與流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

本之累積〉 

《臺灣古典文

學集刊》第 1 期 
    □是■否 

46.  2009 柳書琴 教授 
〈我們的文學為什麼要打獵：當代原住民文學中的狩獵

書寫〉 

《身份與書

寫：戰後台灣文

學研究集》 

北京：中國社

科院 
  □是■否 

47.  2009 柳書琴 教授 

〈타이완 문학의 주변 전투：지역을 초월한 

좌익문학운동 속에서의 일(在日) 작가들〉。中文標題

〈台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

家〉 

《日據時期東

亞文學》 

韓國：亦樂出

版社。韓國：

民族文化研

究所 

  □是■否 

48.  2009 柳書琴 教授 
〈 억압과  차연(差延) — 식민주의  언어통제와  

타이완 전통한문의 현대화 궤적〉。中文標題〈壓抑與

《日據時期東

亞文學》 

韓國：亦樂出

版社。韓國：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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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異：殖民主義語言控制與台灣傳統漢文現代化軌跡〉 民族文化研

究所 

49.  2009 柳書琴 教授 
生物學統治與流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

之累積 

臺灣古典文學

研究集刊  / 1 

臺灣古典文

學研究 
THCI ■是□否 

50.  2013 鐘月岑 副教授 〈日本の占領地政策下における優生学〉 《生命の倫理》     □是■否 

51.  2012 鐘月岑 副教授 
“Better Sex and Better Conception? Eugenics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 China, 1950-2000” 

科技．醫療與社

會，Issue 14 
    □是■否 

52.  2011 鐘月岑 副教授 
“The Postwar Return of Eugenics and the Dialectic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in China,” 

the Middle 

Ground Journal: 

an Online 

Journal for 

World 

Historians 

      

53.  2011 鐘月岑 副教授 
〈科學、生物政治與社會網脈：近代中國優生學與比較

研究取徑之反省〉 

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2011 年，6 月，

第 22 期 

    □是■否 

54.  2011 鐘月岑 副教授 
“The “Develop the West” Campaign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in 

China” 

State 

Capitalism,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Large-scale 

Social Change 

Brill   □是■否 

55.  2011 鐘月岑 副教授 
“The Postwar Return of Eugenics and the Dialectic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in China”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the Middle 

Ground Journal: 

an Online 

Journal for 

World 

Historians (Fall, 

2011).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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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11 鐘月岑 副教授 
<科學、生物政治與社會網脈：近代中國優生學與比較研

究取徑之反省> 

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2011 年，6 月，

第 22 期。 

    □是■否 

57.  2010 鐘月岑 副教授 
“Eugenic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1890s -1940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Eugen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是■否 

58.  2011 張旺山 副教授 論韋伯的「價值中立」概念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論 / 37 

巨流圖書公

司 
THCI ■是□否 

59.  2009 張旺山 副教授 
Genealogies of NGO-nes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 Global 

Buddhist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Taiwa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 vol. 

17, issue 2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A&HCI ■是□否 

60.  2008 張旺山 副教授 批判的決斷論：韋伯的「生活經營」的哲學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論 / 37 

巨流圖書公

司 
THCI ■是□否 

61.  2013 李卓穎 副教授 〈人文學科在大學中的位置――紀念梅貽琦校長〉 

梅貽琦校長逝

世五十週年紀

念會論文集 

新竹：清大出

版社 
  □是■否 

62.  2012 李卓穎 副教授 
Beneficiary Pays: Forging Reciprocal Connections between 

Private Profit and Public Good in Hydraulic Reform in the 

Lower Yangzi Delta, 1520s-1640s 

T'oung Pao  / 

98 
T'oung Pao A&HCI ■是□否 

63.  2011 李卓穎 副教授 
地方性與跨地域性：從「子游傳統」之論述與實踐看蘇

州在地文化與理學之競合 

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 82:2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 

A&HCI ■是□否 

64.  2011 李卓穎 副教授 
聖人復作、水歸其壑：夏原吉治水江南與永樂政權正當

性之建立 
新史學/ 22:4 THCI Core 

THCI 

Core 
■是□否 

65.  2011 李卓穎 副教授 〈新近面世之秦檜碑記及其在宋代道學史中的意義〉 

《宋史研究論

叢》12 

(2011:12): 1-57 

    □是■否 

66.  2010 李卓穎 副教授 〈新方案與十五世紀晚期江南水利改革〉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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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010 李卓穎 副教授 
Contending Strategies, Collaboration among Local 

Specialists and Officials, and Hydrological Reform in the 

Late-Fifteenth-Century Lower Yangzi Delt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2 

(2010): 229-253 

    □是■否 

68.  2010 李卓穎 副教授 
A Newly Discovered Inscription by Qin Gui: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y of Song Daoxu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70: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A&HCI ■是□否 

 

※專書 

 

 

編號 日期 作者 教師職稱 書名 出版單位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是否發表於

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 

1 2012 劉人鵬 教授 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 

台北：蜃樓出版

社 

ISBN-978986860

6654 

   

2 2011 劉人鵬 教授 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 

台北：蜃樓出版

社 

ISBN-978986860

6630 

   

3 2010 劉人鵬 教授 憂鬱的文化政治 

台北：蜃樓出版

社 

ISBN-978986860

6609 

   

4 2013 林聰舜 教授 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 

台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 

ISBN-978986037

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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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9 林聰舜 教授 《史記》的世界：人性與理念的競逐 

台北：鼎文出版

社 

ISBN-978986017

7404 

   

6 2013 黃文宏 教授 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 

台北：聯經出版

社 

ISBN-978957084

1541 

   

7 2011 柳書琴 教授 《涉大川：紀剛口述傳記》 

台南：國立台灣

文學館 

ISBN-978986028

2740 

   

8 2011 柳書琴 教授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張文環》 
台南：國立台灣

文學館 
   

9 2011 柳書琴 教授 
《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

化政治 

台北：聯經出版

社 

ISBN-978957083

7643 

   

10 2009 柳書琴 教授 《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 
台北：聯經出版

社 
   

11 2009 柳書琴 教授 《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台灣文化狀況》 

台北：播種者出

版社 

ISBN-978957696

6446 

   

12 2013 張旺山 副教授 韋伯方法論文集 

台北：聯經出版

社 

ISBN-978957084

1466 

   

13 2013 鐘月岑 副教授 
“Empire of Hygiene: The Quarantine Service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73-1945,” 
     

14 2011 李卓穎 副教授 《涉大川：紀剛口述傳記》 

台南：國立台灣

文學館 

ISBN-978986028

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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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 

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申請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表 5-1：人文領域 

得列計之著作期間：97.12.1-102.11.30 

校名：國立中央大學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一、專任教師： 8 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 3 相符） 

1.論文篇數(含產學合作成果)：合計  72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9   篇 

2.其中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計 25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3.1  篇 

 

 

 

 

※期刊論文 

中央大學 

編號 日期 作者 教師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期刊名稱/

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是否發表

於具公信

力之資料

庫 

1 2009 何春蕤 教授 Sex Rights in 2008: A Report on Greater China 
WACS 

Newsletter 
  □是■否 

2 2009 何春蕤 教授 2008 年兩岸三地性權報告 華人性權研究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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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0 何春蕤 教授 當代性研究／性運不可迴避的眼界 
國際中華性學

雜誌 
  □是■否 

4 2010 何春蕤 教授 Sex Rights in Greater China: 2009 
WACS 

Newsletter 
  □是■否 

5 2010 何春蕤 教授 
Queer Existence under Global Governance: A Taiwan 

Exemplar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A＆HCI ■是□否 

6 2010 何春蕤 教授 理論與實踐：一個在具體脈絡中不斷變化的關係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7 2010 何春蕤 教授 溫情與驚駭：當代台灣刺青的性別與階級位移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8 2011 何春蕤 教授 山寨中國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

學刊》 
TSSCI ■是□否 

9 2011 何春蕤 教授 台灣性／別權力的浮現：我的三個女性主義領悟 中國女性主義 
《中國女性

主義》 
 □是■否 

10 2012 何春蕤 教授 2011 年兩岸三地性權報告 華人性權研究   □是■否 

11 2012 何春蕤 教授 Sex Rights in Greater China, 2011 
WACS 

Newsletter 
  □是■否 

12 2013 何春蕤 教授 2012 年兩岸三地性權報告 華人性權研究   □是■否 

13 2013 何春蕤 教授 Sex Rights in Greater China, 2012 
WACS 

Newsletter 
  □是■否 

14 2013 何春蕤 教授 研究社會性／別：一個脈絡的反思 
當今中國的社

會性別研究 
  □是■否 

15 2010 丁乃非 教授 Imagined Concubinag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A & HCI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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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que 

16 2010 白瑞梅 教授 
“Querying queer cultural politics: partial, composite, 

contaminated English.”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SCI & 

A & HCI  
■是□否 

17 2010 白瑞梅 教授 
The Politics of Schadenfreude: Violence and Queer Cultural 

Critique in Lucifer Hung's Science Fictio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A＆HCI ■是□否 

18 2012 白瑞梅 教授 
“Inter-Asian migratory roads: the gamble of time in Our 

S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SCI ■是□否 

19 2009 甯應斌 教授 文明化的身體政治 華人性權研究   □是■否 

20 2009 甯應斌 教授 中國人如何再作中國人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21 2009 甯應斌 教授 性變態重新命名 
國際中華性學

雜誌 

國際中華性

學雜誌 
 □是■否 

22 2011 甯應斌 教授 極端保護觀：透過兒少保護的新管制國家與階級治理 台灣社會研究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23 2011 甯應斌 教授 暫停女性主義 中國女性主義   □是■否 

24 2011 甯應斌 教授 逆流酷兒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

學刊》 
TSSCI ■是□否 

25 2012 甯應斌 教授 
The Socio-Cultural Exclus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in Taiwan 

Liverpool Law 

Review 
 

Kluwer 

Online 
□是■否 

26 2012 甯應斌 教授 動物保護的家庭政治：從道德進步主義到競逐現代性 人間思想   □是■否 

27 2012 甯應斌 教授 性別權、能力取向與變性政治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論 

《政治與社

會哲學評論》 
TSSCI ■是□否 

28 2012 甯應斌 教授 商業性性交易的社會建構與賣淫改良論 應用倫理評論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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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2 甯應斌 教授 人民民主：20 年後 人間思想   □是■否 

30 2013 甯應斌 教授 色情的文化價值 藝術世界   □是■否 

31 2013 甯應斌 教授 後統一、公民社會與文明現代 人間思想   □是■否 

32 2009 林文淇 教授 《意外的春天》與《咖啡時光》的「套層密藏」詩學 藝術學研究 藝術學研究 THCI ■是□否 

33 2010 林文淇 教授 
More than Escapist Romantic Fantasies: Revisiting Qiong 

Yao Films of the 1970s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是■否 

34 2011 林文淇 教授 
《彩雲飛》、《秋歌》與《心有千千結》中的勞動女性與瓊

瑤七 0 年代電影的「健康寫實」精神 
電影欣賞學刊 

電影欣賞學

刊 
THCI ■是□否 

35 2012 林文淇 教授 鄉村城市：侯孝賢與陳坤厚城市喜劇中的台北 藝術學研究 藝術學研究 THCI ■是□否 

36 2011 曾少千 教授 葛杭維的另一世界：自然史觀與社會諷諭 
臺大美術史研

究集刊 

臺大美術史

研究集刊 
THCI ■是□否 

37 2011 曾少千 教授 魯東的自然意象與精神演化論 藝術學研究 藝術學研究 THCI ■是□否 

38 2011 曾少千 教授 實證、記憶、寓言：庫爾貝的風景畫 
Journal of Art 

Practice and 

Theory 

 

Korea 

Citation 

Index 

□是■否 

39 2013 周慧玲 教授 
Changing Culture Policy in Taiwan and New Model of 

Theatre Imagined 

Journal of 

Modern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Journal of 

Modern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A & HCI ■是□否 

40 2012 周慧玲 教授 
臺灣現代劇場的產業想像：一個參與觀察者的初步調查報

告 
戲劇研究 戲劇研究 THCI ■是□否 

41 2009 周慧玲 教授 
不只是表演：明星過程、性別越界與身體表演──從張國

榮談起 

戲劇研究，中研

院文哲所主編 
戲劇研究 THCI ■是□否 

42 2009 周慧玲 教授 顧曲三疊──顧正秋的三度傳記與女性的戰爭傷痕和療癒 
《近代中國婦

女史研究：從性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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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看戰爭專

號》，中研院近

史所主編 

43 2011 周慧玲 教授 是不是個角兒？──行當之餘，角色創造 

中國文研究通

訊：新世紀，新

京劇專輯 

 TSSCI ■是□否 

44 2009 黃道明 副教授 
良家婦女的性變態想像：劉毓秀與台灣國家女性主義的文

明教化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45 2010 黃道明 副教授 
From Glass Clique to Tongzhi Nation: Crystal Boys,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olitics of Sexual Sham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A & HCI ■是□否 

46 2011 黃道明 副教授 哀悼無色青春：反娼女性主義之濫情政治與哀傷現代「性」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TSSCI ■是□否 

47 2013 黃道明 副教授 
〈台灣國家愛滋教育之國族身體形構與情感政治:以世界

愛滋病日為線索〉 

《文化研究》，

第十五期（預計

2013 年 4 月出

版） 

《文化研究

學刊》 
TSSCI ■是□否 

 

 

※專書論文 

 

編號 日期 作者 教師職稱 專書論文名稱 
選入專書/出版

社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是否發表於

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 

1 2011 何春蕤 教授 台灣法律中的兒少主體 香港圓桌文化    

2 2011 何春蕤 教授 
情感嬌貴化：變化中的台灣性佈局連結性：兩岸三地性／

別新局 
萬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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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 何春蕤 教授 台灣性別政治的年齡轉向 

轉眼歷史，中央

大學性/別研究

室 

   

4 2012 何春蕤 教授 文化研究的立場 

中文世界的文

化研究，上海︰

上海書店 

   

5 2012 何春蕤 教授 Life of a Parasite: A Survival 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NC: Hong Kong 

UP and Duke 

UP 

   

6 2012 何春蕤 教授 
From Anti-Trafficking to Social Discipline: Or, The Changing 

Role of ‘Women’s’ NGOs in Taiwan 
CO: Paradigm    

7 2013 何春蕤 教授 性別治理與情感公民的形成 

新道德主義，中

央大學性/別研

究室 

   

8 2009 甯應斌 教授 Child Abuse、兒福法律與兒童性侵犯的政治 

兒童性侵犯：聆

聽與尊重。香港

圓桌文化 

   

5 2010 甯應斌 教授 社會性（sexuality） 
連結性，中央大

學性/別研究室 
   

6 2010 甯應斌 教授 人模狗樣︰SM 的起源、謎魅與其他，導讀 軍犬，基本書坊    

7 2010 甯應斌 教授 性／別研究的中國轉向 連結性，代序    

8 2011 甯應斌 教授 中國轉向之後的性／別研究” 性地圖景，代序    

9 2011 甯應斌 教授 同性論：性／別少數的研究模式 

性地圖景，中央

大學性／別研

究室 

   

10 2011 甯應斌 教授 “性別起點論:非傳統本質論的性別觀”，《中國性研究》， 萬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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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1 甯應斌 教授 兒童性愛的心理分析觀點 
同志諮詢熱線

協會 
   

12 2012 甯應斌 教授 台灣性侵幼兒修法爭議的哲學反思 
香港：紅投資

（圓桌文化） 
   

13 2013 甯應斌 教授 現代進步觀及其自滿：新道德主義與公民社會 

新道德主義，中

央大學性/別研

究室 

   

14 2013 甯應斌 教授 動物保護的家庭政治：道德進步主義與競逐現代性 

新道德主義，中

央大學性/別研

究室 

   

15 2011 丁乃非 教授 置疑婚姻．轉譯家庭 
蜃樓股份有限

公司 
   

16 2009 林文淇 教授 
從武俠傳奇到國家寓言：《大醉俠》與《龍門客棧》的敘

事比較 

觀展看影：華文

地區視覺文化

研究 

   

17 2009 曾少千 教授 空間故事與美學之用：寶藏巖泡茶照相館計畫 書林    

18 2010 曾少千 教授 閱讀西方現代藝術典律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 2011 曾少千 教授 葛杭維的另一世界：自然史觀與社會諷諭 書林    

20 2011 曾少千 教授 維克多柏根的攝影文本 城市漫遊與地方靈性 書林    

21 2012 曾少千 教授 杜米埃的古代史：文化記憶與社會類型 遠流    

22 2012 周慧玲 教授 
Acting and Beyond: the Queer Stardom and Body Enactment 

of“Leslie Cheung,”in Gender and Chinese Cinema: New 

Interventions, eds., by Mary Ann Doane, Wang Lingzhen, 

N.Y.: Columbia 

Univ. Press 
   

23 2012 周慧玲 教授 田野書寫、觀光行為與傳統再造：印尼峇里與台灣台東「布國立陽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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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部落」的文化表演比較研究 人文與社會科

學院 

24 2012 黃道明 副教授 
國家道德主權與卑污芻狗： 

《韓森的愛滋歲月》裡的結社、哀悼與匿名政治 

愛滋治理與在

地行動，中央大

學性/別研究室 

   

25 2012 黃道明 副教授 紅絲帶主流化：台灣愛滋 NGO 防治文化與性治理 

愛滋治理與在

地行動，中央大

學性/別研究室 

   

 

※專書 

 

編號 日期 作者 教師職稱 書名 出版單位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是否發表於

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 

1 2009 何春蕤 教授 酷兒新聲 
中央大學性/別

研究室 
   

2 2010 何春蕤 教授 連結性：兩岸三地性／別新局 
中央大學性/別

研究室 
   

3 2012 何春蕤 教授 轉眼歷史：兩岸三地性運回顧 
中央大學性/別

研究室 
   

4 2012 何春蕤 教授 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 
台灣社會研究

雜誌社 
   

5 2011 丁乃非 教授 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 
蜃樓股份有限

公司 
   

6 2009 甯應斌 教授 賣淫的倫理學探究 
台灣社會研究

叢刊 
   

7 2011 甯應斌 教授 性地圖景：兩岸三地性／別氣候 中央大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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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研究室 

8 2012 甯應斌 教授 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 
台灣社會研究

雜誌社 
   

9 2013 甯應斌 教授 新道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 
中央大學性／

別研究室 
   

10 2009 林文淇 教授 觀展看影：華文地區視覺文化研究 
書林出版有限

公司 
   

11 2010 林文淇 教授 華語電影中的國家寓言與國族認同 
財團法人國家

電影資料館 
   

12 2010 林文淇 教授 我和電影一國：林文淇影評集 書林出版社    

13 2010 林文淇 教授 台灣電影的聲音：放映週報 VS 台灣影人 
書林出版有限

公司 
   

14 2009 周慧玲 教授 少年金釵男孟母 （He is My Wife, He is My Mother) 台北：大可出版    

15 2009 周慧玲 教授 玉茗堂私夢（Dreams on Manuscript） 

台北：大可（國

家文藝基金會

補助出版） 

   

16 2010 周慧玲 教授 
周慧玲小戲大做：〈百衲食譜〉、〈不三不四到台灣〉、〈記

憶相簿〉實驗劇集 

台北：書林出版

社 
   

17 2011 黃道明 副教授 Queer Politics and Sexual Modernity in Taiwa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8 2012 黃道明 副教授 酷兒政治與台灣現代「性」 
中央大學出版

中心 
   

19 2012 黃道明 副教授 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 
中央大學性/別

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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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 

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申請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表 5-1：人文領域 

得列計之著作期間：97.12.1-102.11.30 

校名：國立陽明大學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一、專任教師： 5 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 3 相符） 

1.論文篇數(含產學合作成果)：合計  17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3.4    篇 

2.其中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計 16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3.2  篇 

※期刊論文 

陽明大學 

編號 日期 作者 教師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期刊名稱/

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

名稱 

是否發表於

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 

1 2013 劉瑞琪 教授 陰性崇高: 黎‧米勒的戰爭攝影 
文化研究/第十

七期 
文化研究 

TSSCI; 

A&HCI 

Core 

■是□否 

2 2013 劉瑞琪 教授 以相機為武器：蒂娜‧摩多提的革命攝影 

國立台灣大學

美術史研究集

刊/第三十四期 

國立台灣大

學藝術史研

究所 

A&HCI 

Core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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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1 劉瑞琪 教授 
呼喚紈褲女的隱藏名字？－－1920 年代柏倫妮斯．艾比特

的同女作家肖像攝影 

文化研究/第十

三期 
文化研究 

TSSCI; 

A&HCI 

Core 

■是□否 

4 2010 劉瑞琪 教授 海倫．勒薇的女性漫遊攝影 
中外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 

國立台灣大

學外國語文

學系 

THCI 

Core 
■是□否 

5 2010 劉瑞琪 教授 
Female Spectatorship and the Masquerade: Cindy Sherman’s 

Untitled Film Stills 

History of 

Photography/ 

34: 1 

History of 

Photography 
A&HCI ■是□否 

6 2009 劉瑞琪 教授 荻安．阿勃斯的驚異萬聖節：唐式症女人的返魅與融聚 

國立台灣大學

美術史研究集

刊/第二十六期 

國立台灣大

學藝術史研

究所 

A&HCI ■是□否 

7 2013 鄭凱元 教授 Self and the Dream of the Butterfly in the Zhuangzi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A&HCI ■是□否 

8 2011 鄭凱元 教授 線上遊戲與數位世界的實在與價值 
新聞學研究，第

一百十八期 
新聞學研究 TSSCI ■是□否 

9 2011 鄭凱元 教授 
A New Look at the Problem of Rule-Following: A Generic 

Perspective 

Philosophical 

Studies /155 (1) 

Philosophical 

Studies 
A&HCI ■是□否 

10 2010 鄭凱元 教授 

書評：「拯救上帝：去除偶像崇拜後的宗教」(Saving God: 

Religion after Idolatry, by Mark Johns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台灣東亞文

明研究學刊】/

第七卷第一期 

台灣東亞文

明研究學刊 

THCI 

Core 
■是□否 

11 2009 鄭凱元 教授 
Semantic Dispositions, Idealization, and Ceteris Paribus 

Clauses 

Minds and 

Machines /19 

(3) 

Minds and 

Machines 
SCI ■是□否 

12 2008 鄭凱元 教授 不確定說意涵之探討：語意取消論或化約傾向論 

【哲學與文化】

/第三十五卷第

八期 

哲學與文化 
A&HCI; 

THCI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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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3 傅大為 教授 定位與多重越界:回首重看 STS 與科哲 
科技、醫療與社

會/No.16 

科技、醫療與

社會 

TSSCI; 

THCI 

Core 

■是□否 

14 2010 傅大為 教授 
一個務實又微笑的 STS──評《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兼

論如何使用它 

科技、醫療與社

會/No.11 

科技、醫療與

社會 

TSSCI; 

THCI 

Core 

■是□否 

15 2013 葉嘉華 助理教授 
The Key of Green; Dressing Up; Ornamentalism’ (review 

article) 

Fashion Theory/ 

Vol. 17 

Fashion 

Theory 
A&HCI ■是□否 

16 2013 葉嘉華 助理教授 
From Classical to Chic: Reconsidering the Prints from Varie 

acconciature di teste usate da nobilissime dome in diverse 

città d’Italia by Giovanni Guerra, c.1589’ 

Konsthistorisk 

tidskrift /Journal 

of Art History, 

Vol. 82, Issue 3 

Journal of 

Art History 
A&HCI ■是□否 

17 2007 黃桂瑩 助理教授 
Perspective’( pp.1061-63); ‘Pornography’ 

(pp.1148-51), Encyclopedia of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 

Encyclopedia of 

Nineteenth-Cent

ury Photography 

Encyclopedia 

of 

Nineteenth-C

entury 

Phot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