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第 4 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
地點：計網中心 2 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重雨校長
出席：李嘉晃、許千樹、林進燈、曾仁杰、李鎮宜、許尚華、李弘祺、張靄珠、莊
振益、陳登銘、李威儀、陳秋媛、王念夏、陳鄰安、林志忠、謝漢萍（孟慶
宗代）
、張振雄、黃家齊（黃乙白代）
、黃遠東、崔秉鉞、蘇朝琴（陳鴻祺代）、
徐保羅、劉柏村、林一平（徐慰中代）
、陳玲慧、謝續平、曾文貴（曹孝櫟代）、
陳俊勳、陳仁浩、許鉦宗、張新立、劉復華、吳宗修、李明山、虞孝成、唐
麗英、洪瑞雲、劉辰生、賴雯淑、莊明振、李秀珠、莊英章（曾華璧代）
、簡
美玲、李美華、陶振超、黃憲達、趙瑞益、孫治本、黃美鈴、廖威彰、伍道
樑、王旭斌、林梅綉、葉秀雲、葉裕國、張筑軒、徐晨皓、劉峻言、陳建都、
吳紹華【共計 61 人】
請假：傅恆霖、林寶樹、趙天生、吳培元、周景揚、林大衛、王蒞君、胡竹生、宋
開泰、鍾世忠、曾建超、簡榮宏、王國禎、傅武雄、洪士林、成維華、張翼、
蔡春進、謝文良、佘曉清、黃鎮剛、張家靖、黃杉楹、黃均宇、劉人豪【共
計 25 人】
缺席：劉尚志、陳良敬、吳苡璇【共計 3 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人事室陳加再、圖書館楊永良、計網中心林盈達（陳昌盛代）、
社文所劉紀蕙、社文所陳光興

壹、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代表撥冗出席本次臨時校務會議，
感謝各位代表撥冗出席本次臨時校務會議，因本校 100 學年度增設學位學程及碩
士班之申請
士班之申請案有其時效性
申請案有其時效性，
案有其時效性，爰召開本次臨時校務會議。
爰召開本次臨時校務會議。

貳、確認前次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98 年 10 月 28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3 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會議紀錄確認。
會議紀錄確認。

参、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98.10.28 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3 次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執行情形報告（98.10.
臨時校務會議
臨時校務會議）
：
校務會議）
一、有關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之各單位報告事項附件，業於 11 月 3
日復以電子郵件寄予校務會議代表參閱，並已公布於秘書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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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會議修正通過之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職工申訴
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業已公布於秘書室網頁。
三、另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修正草案」於校務會議通過
後，將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四、本校前請釋大學校院編制內外教職員法規適用疑義案，經 98 年 6 月 10 日
本校 9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主席裁示：
「續函請教育部釋明相關疑義。」
之後續處理情形報告：
（一）教育部 98 年 9 月 23 日台人（一）字第 0980156071 號書函請本校
就所指大學法之保障為何，以及約聘教師適用大學法有何窒礙予以
敘明，以憑釋復。本校於 98 年 10 月 5 日交大人字第 0980012573
號函再敘明相關疑義請教育部釋示（
（附件 1，P.5
P.5）。
（二）教育部業於 98 年 11 月 5 日台人（一）字第 0980172781 號函函復
本校，請參閱附件
附件 2（P.6
P.6~P.7
~P.7）。
主席裁示：
主席裁示：有關大學校院編制內外教職員法規之適用
有關大學校院編制內外教職員法規之適用，
大學校院編制內外教職員法規之適用，本校將依法及行政程序
研處。
研處。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
案由一：人社院擬申請 100 學年度增設跨領域「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
國際學程」案，請討論。
（人文社會學院提）
說 明：
一、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等三校跨
校合作。
二、本案為 2003 年起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轉化為學位學程，參與人
員包括本校、中央大學與清華大學跨單位與跨校合作師資，共同推動
之跨國合作計畫。
三、立基於台聯大文化研究團隊之充沛研究能量與學術實力，推動此一學
位學程之建立，並規劃與亞洲學界長期推動之「亞際文化研究」合作
計畫相連結，為因應學術全球化之積極策略，未來將可建制出具有前
瞻性與創新性之國際合作研究機構，並大為提升本校與台聯大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之國際能見度。
四、本案經台聯大文化研究學程委員會決議，由本校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代
表提案，並經相關院、所、系，包括人社院社文所及外文系、客家文
化學院人社系、通識中心，以及清大、中央等三校共 16 系所單位之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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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討論，並業經各級會議通過支援本學程之設置，各單位之會議紀錄
及同意書請參閱附件
附件 3（P.8
P.8~P.3
~P.32）。
五、依 98 年 11 月 20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之決議，
教務處提供之本案法源依據為大學法第 11 條「大學下設學院或單獨設
研究所，學院下得設學系或研究所。大學得設跨系、所、院之學分學
程或學位學程。」
六、本案業經 98 年 11 月 20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
（附件 4，P.33~P.34
P.33~P.34）
33~P.34）。
七、檢附本案之計畫書（
（附件 5，P.3
P.35~P.11
~P.115
115）。
決 議：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
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同意
（同意 40 票，不同意 9 票）
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一、本案使用
本案使用空間
使用空間之相關協調及
空間之相關協調及規劃
之相關協調及規劃，
規劃，請提至本校
請提至本校建築
本校建築空間
建築空間管理委員
空間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
討論。
討論。
二、本案通過後請補提至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會議，
本案通過後請補提至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會議，討論本學位國際
學程各校支援之經費分配、
學程各校支援之經費分配、教師員額等相關事項。
教師員額等相關事項。
三、本案之招生名額以向教育部爭取外加為主，
本案之招生名額以向教育部爭取外加為主，若教育部未核給學生名
額，則本案退回校規會討論。
則本案退回校規會討論。
案由二：
案由二：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擬於 100 學年度成立「傳播與科技學系
數位媒體碩士班」案，請討論。
（客家文化學院提）
說 明：
一、傳播與科技學系擬設立研究所，係為延伸並善用大學部之相關設備資
源，發揮師資專長，進而擴展教育及研究成果，同時更可以回饋於大
學部之教學精進。傳播與科技學系於教學與研究方面已有所成，惟卻
是本校唯一未設立研究所之大學部科系，為著眼於該系之長遠發展與
全校利益，設立直屬研究所乃為當務之急。
二、本案業經傳播與科技學系 98 年 10 月 5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
務會議（
（附件 6，P.11
P.116
116），及客家文化學院 98 年 10 月 28 日 98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
（附件 7，P.11
P.117
117）通過。
三、依 98 年 11 月 20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之決議，
教務處提供之本案法源依據為大學法第 11 條「大學下設學院或單獨設
研究所，學院下得設學系或研究所。大學得設跨系、所、院之學分學
程或學位學程。」
四、本案業經 98 年 11 月 20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
（附件 4，P.33~P.36
P.33~P.36）
33~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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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本案之計畫書（
（附件 8，P.11
P.118
118~P.18
~P.186）。
決 議：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
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同意
（同意 28 票，不同意 19 票）
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一、本案之招生名額由校內調整移撥
本案之招生名額由校內調整移撥。
生名額由校內調整移撥。
二、本案相關
本案相關教師員額
相關教師員額及行政人力資源均以現況
教師員額及行政人力資源均以現況支應
及行政人力資源均以現況支應，
支應，不另增加。
不另增加。
三、本案之空間規劃為使用興建中之客家文化學院大樓。
本案之空間規劃為使用興建中之客家文化學院大樓。
四、有關本案與人社院傳播研究所之
有關本案與人社院傳播研究所之名稱，
名稱，將俟教育部核定設立後，
將俟教育部核定設立後，再
依二者之規劃走向研議
依二者之規劃走向研議相關更名事宜
研議相關更名事宜。
相關更名事宜。
主席裁示：
主席裁示：
一、爾後本校將不再成立獨立之研究所。
爾後本校將不再成立獨立之研究所。
二、有關張新立院長發言內容之精神
張新立院長發言內容之精神，
發言內容之精神，請依代表建議列入會議紀錄。
請依代表建議列入會議紀錄。
*張新立院長：
張新立院長：為求學校長遠之發展，
為求學校長遠之發展，本校各系所應摒
本校各系所應摒棄本位觀念，
棄本位觀念，以開放的態
度共享資源，
度共享資源，並互相支援合作。
並互相支援合作。

伍、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散會：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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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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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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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案
博士學位國際學程案
系、所、院級單位同意參與文件

包括以下共計 16 個單位：
交通大學人社院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
交通大學社文所
交通大學外文系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交通大學通識中心
清華大學中文系
清華大學外語系
清華大學社會所
清華大學人類所
清華大學台文所
中央大學英文系
中央大學哲學所
中央大學客社所
中央大學藝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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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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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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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9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吳重雨校長

執行長：劉尚志教授

出 席：許千樹副校長、林進燈教務長、李鎮宜研發長、曾仁杰總務長、張靄珠主
任秘書（楊淨棻代理）
、莊振益院長、謝漢萍院長、陳俊勳院長、李弘祺院
長、黃鎮剛院長、莊英章院長（曾華璧代理）
、李弘褀主任委員、黃遠東委
員、徐保羅委員、鍾崇斌委員（單智君代理）、莊榮宏委員、陳登銘委員、
林貴林委員、陳仁浩委員、唐麗英委員、劉尚志委員、趙瑞益委員、張玉
佩委員（郭良文代理）、莊明振委員（陳光興代理）
、戴曉霞委員（劉紀蕙
代理）
、蔡熊山委員、廖威彰委員、徐晨皓委員
請 假：李嘉晃副校長、傅恆霖學務長、林一平院長、張新立院長、林寶樹主任、
黃中垚委員、王蒞君委員、周景揚委員、蘇育德委員、袁賢銘委員、洪慧
念委員、陳永富委員、張翼委員、金大仁委員、劉復華委員、韓復華委員
列 席：營繕組王旭斌組長、綜合組張漢卿組長（李秀玲代）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謝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98 年 10 月 2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
務規劃委員會議）
：
（一）
「國立交通大學台南分部設置要點草案」
，經提 98 年 10 月 21 日召開
之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下述之替代案：
「有鑑於本校台
南分部光電學院已正式成立，且於 98 學年度開始招生作業，並已完成
學生報到及入學手續 ，新校區暨璞玉計畫推動小組在台南分部之階
段性任務已告完成，台南分部應即納入本校組織規程訂定之常設系統
中運作，以利台南分部之正常發展及整體校務之長遠規劃。」
（二）
「光電學院擬於 100 學年度新增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案，
業經 98 年 10 月 21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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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報告事項如下
1.因提案單位擬變更本案送校務會議之案由及說明部分，本會提供
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議參酌之建議處理原則如下：
（1）有關校規會已通過之提案，依規定提校務會議討論或報告
時，提案之案由及說明除經校規會決議須修正之事項外，不
得為實質內容之改變或修正，否則應視為新提案，並須考量
其提案程序之妥適性。
（2）提案單位將校規會議事紀錄之文字加以修正後提送校務會議
時，擬請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委員會議審視其修訂是否
已為改變或修正其實質內容。如以提案單位變更之案由及說
明送校務會議，則應於其說明「本案經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98.10.02)審議通過」
後增列「然本次提送校務會議之內容業經部分修正」之文
字，並檢附修正之對照表供參。
2.98 年 10 月 13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策劃及審議
委員會議之決議略為：本案之案由依原送校規會之案由提案，另
將原提送校規會之說明及提案單位擬變更之說明，以對照表方式
併送校務會議。
3.98 年 10 月 21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為：本案仍
維持原送校規會之案由及說明。另校務會議主席裁示事項為：有
關系所增設及調整之相關提案程序，建請教務處及校規會研處。
三、前述校務會議主席裁示事項，有關系所增設及調整之相關提案程序，教務
處業於 98 年 6 月 9 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提出變更提案流程之提
案，於通過後即逕予實施（
（附件 1，P.5）
P.5），並未提經校規會同意。惟系所
增設及調整等申請案，攸關校務規劃之整體發展，基於考量本校每年度此
類申請案之規劃書內容、師資結構、擬招生名額、相關設立條件等是否符
合總量要點及教育部之相關規定，宜有全校統整性之規劃及處理，爰系所
增設及調整之提案程序，仍請教務處援依歷來此類申請案之程序彙辦，提
案程序如下：
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送教務處（綜合組）→教務處（綜合組）提案
至校規會→教務處（綜合組）提案至校務會議【*備註：作業上由校規會
會務處理單位(即秘書室)原案提送至校務會議，但名義上提案單位仍為原
提案單位（即教務處) 】→教務處(綜合組)提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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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
案由一：人社院擬申請 100 學年度增設跨領域「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亞際文化研
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案，請討論。
（人文社會學院提）
說 明：
一、本案為 2003 年起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轉化為學位學程，參
與人員包括本校、中央大學與清華大學跨單位與跨校合作師資，
共同推動之跨國合作計畫。
二、立基於台聯大文化研究團隊之充沛研究能量與學術實力，推動此一學
位學程之建立，並規劃與亞洲學界長期推動之「亞際文化研究」合作
計畫相連結，為因應學術全球化之積極策略，未來將可建制出具有前
瞻性與創新性之國際合作研究機構，並大為提升本校與台聯大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之國際能見度。
三、本案經台聯大文化研究學程委員會決議，由本校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代
表提案，並經相關院、所、系，包括人社院社文所及外文系、客家文
化學院人社系、通識中心，以及清大、中央等三校共 16 系所單位之溝
通討論，並業經各級會議通過支援本學程之設置，各單位之會議紀錄
及同意書請參閱附件
附件 2（P.6~P.30）
P.6~P.30）。
四、檢附本案之計畫書（
（附件 3，P.3~P.109）
P.3~P.109）。
決 議：
一、經舉手表決通過唐麗英委員提出之修正案：
經舉手表決通過唐麗英委員提出之修正案：將案由中「
將案由中「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修正為「
系統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
博士學位國際學程」
修正為「亞際文化研究
碩士、
，並於說明中增列「
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
博士學位國際學程」
並於說明中增列「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之交通大學、
（同意
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等三校跨校合作」
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等三校跨校合作」之文字。
文字。
（同意
23 票，不同意 0 票）
二、請提案單位依上述決議併同修正本案計畫書之校名，
請提案單位依上述決議併同修正本案計畫書之校名，另註明「
另註明「本案由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等三校跨校合作」
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等三校跨校合作」
之文字。
之文字。
三、本案提送校務會議時請教務處補附法源依據供參。
本案提送校務會議時請教務處補附法源依據供參。
四、本案通過後請補提至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會議，
本案通過後請補提至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會議，討論本跨校學位國
際學程之各校支應經費分配、
際學程之各校支應經費分配、教師員額等相關事項。
教師員額等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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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之招生名額以向教育部爭取外加為主。
本案之招生名額以向教育部爭取外加為主。
六、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
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同意
（同意 26 票，不同意 1 票）
案由二：
案由二：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擬於 100 學年度成立「傳播與科技學系
數位媒體碩士班」案，請討論。
（客家文化學院提）
說 明：
一、傳播與科技學系擬設立研究所，係為延伸並善用大學部之相關設備資
源，發揮師資專長，進而擴展教育及研究成果，同時更可以回饋於大
學部之教學精進。傳播與科技學系於教學與研究方面已有所成，惟卻
是本校唯一未設立研究所之大學部科系，為著眼於該系之長遠發展與
全校利益，設立直屬研究所乃為當務之急。
二、本案業經傳播與科技學系 98 年 10 月 5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
務會議（
（附件 4，P.110）
P.110），及客家文化學院 98 年 10 月 28 日 98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
（附件 5，P.111）
P.111）通過。
三、檢附本案之計畫書（
（附件 6，P.112~P.180）
P.112~P.180）。
決 議：
一、基於全校招生名額總量限制，
基於全校招生名額總量限制，本案之招生名額須尊重各系所意願調整
移撥。
移撥。
二、本案成立後不得增加員額，
本案成立後不得增加員額，相關教師員額及行政人力資源均以現況支
應，不另增加。
不另增加。
三、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
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同意
（同意 21 票，不同意 1 票）

參、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散會：13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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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100 學年度交通大學（
學年度交通大學（學院）
學院）申請增設、
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第一部份、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交通大學 100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
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調整特殊項目
申請類別

增設

班別

□調整（更名、整併、分組）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中文名稱：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
申請案名1（請依 英文名稱：Master & Doctoral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註 1 體例填報）

（*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
本案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等三校跨校合
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等三校跨校合
作。 )

授予學位名稱 Master of Arts, Ph.D.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設立
學年度 大學

名稱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現有學生數
碩士

博士

小計

外國語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
83

208

62

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93

144

15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91

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270

人文社會學系 /人文社會學

46

159

25

71

國 內 設 有 本 學 1.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本案為 2003 年起台聯大文化研究碩博士跨校學程轉化為學位學程，參與
系博(碩)士班
人員包括交通大學、中央大學與清華大學之合作師資與單位；本提案由交
相關系所學位
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代表提案。）
學程學校

師資

1.現有專任師資：16 員(其中副教授資格以上者：15 員，具助理教授資格者：1
員。兼任師資不得列入採計
兼任師資不得列入採計)
兼任師資不得列入採計
2.100 學年度
學年度擬聘專任師資：0 員。
3.生師比：（以 98 年 10 月 15 日資料為準，計算基準請依總量標準附表 1 規定
計算）
（1）全校生師比值為 23.24，全校日間生師比值為 20.72，全校研究生生師比值
為：10.05。
（2）全系/所當量生師比（全系/所加權學生數除以專任教師數）為：12.78。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系所合一且名稱相同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系所合一但
名稱相近、一系多所之體例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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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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圖書

1. 中文圖書: 419,409 冊，外文圖書: 768,735 冊；
2. 中文期刊: 36,753 種，外文期刊: 102,114 種
3. 獲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補助：
【東亞、東南亞社會研究－東亞
現代性與批判思想】三年期計畫共 8,864,000 元補助。
4. 台聯大系統圖書館支援互相流通借閱
4.擬增購圖書每年 1000 冊，期刊 20 種

4.其他：影音材料一批

招生管道

甄試入學

擬招生名額

每年 15 名(招收本地博士生 5 名，碩士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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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1593

傳真

5734450

Email

chenkh@mail.nctu.edu.tw

＊本計畫書需逐案
本計畫書需逐案填報
需逐案填報，
填報，每案列印
每案列印 1 式 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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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4-1 申請設立日、
申請設立日、夜間碩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
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全校生師比值，應在 32 以下，且日間學制生師 全校生師比值： 23.24
符合
生師比
比值應在 25 以下。設有日、夜間學制碩士班、 日間生師比值： 20.72
□ 不符
博士班者，其研究生生師比值，應在 12 以下。 研究生生師值： 10.05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97 年評鑑
結果為 通過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外國語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
評鑑成績
與語言學碩士班 97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
過。
人文社會學系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
文化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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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達 1.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3 年以上。
於 91 學年度設立，至 98 年

 符合
□ 不符

12 月止已成立 7 年。
核定公文：90 年 9 月 20 日
台高（一）字第 90131901 號
2. 外國語文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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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 12 月止已成立 15 年。
(系所合一)核定公文：96 年
10 月 15 日
台高（一）字第 0960157389
號
2. 人文社會學系 /人文社會
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於 93
學年度設立，至 98 年 12 月止
已成立 5 年。
核定公文：92 年 9 月 23 日
台高（一）字第 0920145437
號
師資結構

一、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碩士班之師資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符合
結構規定。（實聘專任教師 9 人以上，其 1.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實聘專 □ 不符
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任教師 6 位，其中：
39

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1) 助理教授以上 2 位
二、 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任師資應
(2) 副教授以上 4 位
有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 2 外文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
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學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17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6 位
(2) 副教授以上 11 位
3.人文社會系暨族群與文化
研 究 所 實 聘 專 任 教 師 20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10 位
(2) 副教授以上 10 位
二、實際支援學位之專任師資
共 16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 位
(2)副教授以上 1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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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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
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生師比

評鑑成績
設立年限

現況

全校生師比值，應在 32 以下，且日
全校生師比值： 23.24
間學制生師比值應在 25 以下。設有
日間生師比值： 20.72
日、夜間學制碩士班、博士班者，其
研究生生師值： 10.05
研究生生師比值，應在 12 以下。

符合
□ 不符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 □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97
結果為通過。

年評鑑結果為

申覆中

申請時已設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 1.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於 92 學  符合
關博士班達 3 年以上。但支援系所均
年度設立，至 98 年 12 月止已成立 □ 不符
符合附表 3 所定學術條件（如下）
6 年。
者，不在此限。
核定公文：91 年 5 月 8 日
台高（一）字第 91063922

師資結構

自我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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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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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件：支援系
所：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外國語
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交
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人文社會學
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交通大學通識
中心、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清華
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清華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清
華大學台灣文學所、中央大學英美文
學系、中央大學哲學所、中央大學客
家社會學研究所、中央大學藝術研究
所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符合
1.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6 □ 不符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2 位
(2)副教授以上 4 位
2. 外國語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
學與語言學碩士班實聘專任教師 17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6 位
(2)副教授以上 11 位
3.人文社會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實
聘專任教師 20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0 位

(2)副教授以上 10 位
二、實際支援學位之專任師資共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 位
(2)副教授以上 15 位
學術條件 □理學、工學、電資、醫學領域：近 1.
（請擇一
五年（93.11.1-98.10.31）該院、系、
2
勾選檢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平均每
3
核，並填
人發表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寫附表
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 2.
自我檢
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十篇
核表）
（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有五篇

16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 符合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 □ 不符
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
合計
篇（件）。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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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領域：近五年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符合
（93.11.1-98.10.31）該院、系、所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 □ 不符

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
計 9 篇。
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
文或專書論文五篇以上，且其中應 術期刊論文 4.56
篇；或出版經學
有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
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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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經專業審查 之專書論著一本以
上。

本。

□ 教育、社會及管理領域：近五年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93.11.1-98.10.31）該院、系、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合計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
篇。
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
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篇
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
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
期刊論文___篇；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
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
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__本。
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
2
3
4
5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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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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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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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律領域：近五年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
（93.11.1-98.10.31）該院、系、
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
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
計
篇。
人發表於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 2.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
文五篇以上（包括具有審查機制 術期刊論文
篇；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
之學術專書論文）
，且其中應有二 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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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領域：近五年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所舉

（93.11.1-98.10.31）該院、系、所 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
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 項，其中展演場次
參與公開場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
場為個人性展演，或其中 篇發表於國內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
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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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書須逐案
本計畫書須逐案填報
逐案填報，
填報，每案列印
每案列印 1 式 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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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申請博士班/學位學程
申請博士班 學位學程學術條件
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附表
自我檢核表 附表)
附表
校
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
申請案名：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
得列計之著作期間
得列計之著作期間：
計之著作期間：93.11.1-98.10.31

□人文
人文、
人文、法律、
法律、教育、
教育、社會及管理領域
一、 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
編
日期
號

作者

教師
期刊/論文名稱
職稱

1

2009 陳光興

2

陳光興(with
2009 Sechin Y.S. 教授
Chien)

3

2009

4

2008

5
6
7

教授

徐進鈺、陳
教授
光興

〈白樂晴的超克分斷體制論──參照兩
韓思想兩岸〉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hanging academic conditions in
Taiwan
〈異議思想二十年〉

發表期刊名稱/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名稱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 期
(六月號)

TSSCI

Inter-Asian Cultural Studies 10
(2): 206-228.

SSCI＆A＆HCI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 期
(六月號)：273-298。

TSSCI

徐進鈺、陳
《異議──台社思想讀本》，
台北：唐山／台社
教授 〈導言：異議思想二十年〉
光興
上冊
徐進鈺、陳
《異議──台社思想讀本》，
台北：唐山／台社
2008
教授 〈帝國之眼〉
光興
下冊
徐進鈺、陳
《異議──台社思想讀本》，
台北：唐山／台社
2008
教授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學術生產〉
光興
下冊，
2008 陳光興

教授

〈和解的路障──2008 東亞批判刊物會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72 期(十
議的反思〉
二月號)
44

TSSCI

備
註

8

2008 陳光興

教授

Problems and problematic of teachi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9(3):
cultural studies in Taiwan
500-517.

SSCI＆A＆HCI

9

陳光興(with
教授
2008 Paul
Willemen
and Ti Wei)

“Introduction” to the Hou Hsiao-Hsien
Inter-Asian Cultural Studies 9(2)
special issue

SSCI＆A＆HCI

10

2007 陳光興

11

2007 陳光興

12

2007 陳光興

教授 〈美國想像的轉化〉

13

2007 陳光興

教授 〈從派兵伊拉克到邁克爾‧喬丹〉 《亞洲的病理》

14

2006 陳光興

教授

15

2006 陳光興

教授

16

2006 陳光興

17

2006 陳光興

18

2005 陳光興

教授

19

2005 陳光興

教授

20

2005 陳光興

21

2005 陳光興

The Wording Project: Doing
“Taiwan as Club 51: On the Culture of
New Pacific Press (Santa Cruz,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Era of California)
US 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Introduction: the Inter-Asia Cultura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教授
Studies Movements project”
Reader
教授

〈在台灣教文化研究的問題與問題意
識〉

《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

北京：三聯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2 期

〈全球化與華文知識生產──台灣高
《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
教界對 T/SSCI 學術評鑑體制的檢討〉
“Taiwan New Cinema, or a Global
教授
Theorizing National Cinema
Nativism?”
〈「漢人」「種族歧視」的理論邏輯
教授
台灣社會研究論壇系列 02
初探〉
〈‘亞洲’做為方法〉

北京：三聯

TSSCI
北京：三聯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臺北：唐山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7 期：
139-218。

〈〈台灣論〉所觸發台日批判圈對話 《反思〈台灣論〉──日台批
臺北：唐山
的契機〉
判圈的內部對話》
〈導讀：法農在後／殖民論述中的位
臺北：心靈工作坊
教授
《黑皮膚，白面具》
置〉
“A Borrowed Life in Banana Paradise:
Island on the Edge: Taiwa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教授 De-Cold
War/Decolonization,
or
New Cinema and After
Modernity and Its T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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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I

陳光興、錢
教授
永祥

22

2005

23

2005 陳光興

24

2004

25

2004 陳光興

26

2004 陳光興

〈全球化下臺灣的學術生產〉

《讀書》，二月號：56-66

CSSCI

〈日本是獨立國家嗎？〉

《讀書》，七月號，38-46。

CSSCI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6 期：
179-206

TSSCI

教授

〈嗆聲自身──民主運動與美國帝國主
義〉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5
期：243-252

TSSCI

教授

〈從出兵伊拉克到麥克喬丹〉

《讀書》，八月號

CSSCI

Force of Psyche: Electricity or Void? -Re-examination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force of psyche in late Qing China.
Immanentism, Double-abje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syche in (Post) Colonial
Taiwan
〈倫理翻譯與主體化問題：王國維問題
重探〉
＜思想的抵抗線在何處？──子安宣邦
的方法與外部視角＞
＜他者視點與方法：子安宣邦教授訪談
＞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35.2
(2009.
10)
accepted.

THCI

Positions. Volume 17 Issue 2
(2009 Fall): 261-288.

A&HCI

《文化研究》第八期(2009)

THCI

《文化研究》，第六期。頁 4-7

THCI

教授

陳光興、錢
教授
永祥

27

2009 劉紀蕙

教授

28

2009 劉紀蕙

教授

29

2008 劉紀蕙

教授

30

2008 劉紀蕙

教授

31

2008 劉紀蕙

教授

32

2007 劉紀蕙

教授

＜觀看者的技術與主體位置＞

33

2007 劉紀蕙

教授

＜藝術─政治─主體：誰的聲音？──論
《台灣美術期刊》第 70 期（2007
後解嚴與後八九兩岸當代美術的政治發
年 10 月），頁 4-21。
言＞
http://eipcp.net/transversal/11
online journal, European Institute
07 | transversal - eipcp
for Progressive Cultural Policies,
multilingual web journal
November 2007.
ISSN 1811 - 1696

《文化的視覺系統Ｉ：帝國－
台北：麥田出版社
亞洲－主體性》

34

2007 劉紀蕙

教授

Logics of Ethos and the translations of
Unheimlich: Wu Tianzhang and the
Post-Martial Law Era in Taiwan

35

2006 劉紀蕙

教授

＜可見性與視覺政體＞

《文化研究》，第六期。頁
208-220
《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的
台北：行人出版社
視覺與現代性》

46

THCI

36

2006 劉紀蕙

教授

37

2006 劉紀蕙

教授

38

2006 劉紀蕙

教授

39

2005 劉紀蕙

教授

〈「心的治理」與生理化倫理主體：以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9 期
《東方雜誌》杜亞泉之論述為例〉
〈死亡驅力，或是解離之力：克莉絲蒂
《文化研究》第三期
娃文化理論的政治與倫理〉
＜表演現代性：現代性的文化表演[評周
1. 《國立編譯館館刊》33.1 期
慧玲著〈表演中國：女明星，表演文化，
(94.3): 90-92.
視覺政治〉]＞
〈台灣三０年代頹廢意識的可見與不可
《中外文學》34 卷 2 期
見：重探進步意識與陰翳觀看〉

THCI
THCI
THCI
THCI

Cultural Dilemmas during
Transitions: East Central
Europe versus Taiwan
Conference Warsaw 2000
〈從「不同」到「同一」：台灣皇民主 《台灣文學學報》第五期
體「心」的改造與精神的形式〉
(2004.6): 49-83
《中外文學》32 卷 11 期
〈現代性的精神形式：有關心的變異〉
(93.04): 164-192
〈心的翻譯：廚川白村與中國/台灣現代 《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
性的實體化論述〉
與接受》
“Jus post bellum: Pardon et dénis, Les dénis de l’histoire: Europe
historiques en Asie de l’Est et en et Extrême-Orient au XXe
Europe après 1945”
siècle
“The Gaze of Revolt: Historic
Iconography Perverted.”

40

2004 劉紀蕙

教授

41

2004 劉紀蕙

教授

42

2004 劉紀蕙

教授

43

2004 劉紀蕙

教授

44

2008 朱元鴻

教授

45

2008 朱元鴻

教授

〈娼妓研究的另類提問〉

46

2007 朱元鴻

教授

〈偶微偏：一個古老偶然的當代奔流〉 《文化研究》第五期

THCI

47

2006 朱元鴻

教授

〈保羅復興：當代基進政治的新聖像〉 《文化研究》第三期

THCI

48

2006 朱元鴻

教授

他說的，可不就是你！評高夫曼 Stigma

49

2006 朱元鴻

教授

第四次世界大戰及其共謀，見過
《恐怖主義的精靈》
嗎？〉

《批判的性政治》

THCI
THCI

台北：台社。

《台灣社會學刊》，第 37 期，
頁 243-250

47

TSSCI
台北：麥田

50

2006 朱元鴻

教授

〈拉伯雷與我們的世界〉

拉伯雷《巨人傳》

51

2005 朱元鴻

教授

〈阿岡本例外統治理得薄暮或晨晦〉

《文化研究》創刊號

52

2004 朱元鴻

教授

〈碧落黃泉共同體，未應鑄成殘人間 〉《新聞學研究》第 78 期

53

2004 朱元鴻

教授

〈戰爭，思維與知覺的模式〉

54

2008 馮品佳

教授

55

2008 馮品佳

教授

56

2007 馮品佳

教授

57

2007 馮品佳

教授

58

2007 馮品佳

教授

59

2007 馮品佳

教授

60

2007 馮品佳

教授

61

2007 馮品佳

教授

62

2007 馮品佳

教授

63

2007 馮品佳

教授

《欺矇的戰略》

台北：桂冠

THCI
TSSCI
台北：麥田

〈離散情境下的南亞裔女性：葛雲德‧
《中外文學》三十七卷三期
查達的《海灘假期》與《我愛貝克漢》〉
〈血緣/血言：《血之語言》與跨國收養
《歐美研究》38.3
書寫〉
魅影中國：譚恩美的《百種神秘感覺》、
《接骨師的女兒》與《防魚溺水》中的 《英美文學評論》11
跨國詭魅敘事
“A Brave New World?: New Challenges Ewha Institute of English and
and New Frontiers to English Studies in American Studies 6 (December
Taiwan.”
2007): 5-28.
““We was girls together”: The Double
Feminist Studies in English
Female Bildungsroman in Toni
Literature 15.2 (Winter 2007):
Morrison’s Love.”
37-63.
“National History and Transantional
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 1
Narration: Feminist Body Politics in
(December 2007): 135-50.
Shirley Geok-Lin Lim’s Joss and Gold.”

〈禍水紅顏：《香港有個荷里活》中 《影像下的現代性：影像與視
台北：書林
的性別與國族論述〉
覺文化》
“At Home in the Diaspora?: Abraham Ethnic Life Writing and
Verghese’s and Mira Nair’s My Own Histories: Genre, Performance, Hamburg: LIT verlag
Country.”
and Culture.
“Through the Lens Darkly: Accented Landmarks in American
New Delhi: Prestige,
Filmmaking in Mira Nair’s The Perez Literature: History in the
Family.”
Making.
“Transcontinental
Writing: Transcultural Localisms:
Heidelberg: Universittsverlag
Reconfiguring the Politics of Home in Responding to Ethnicity in a
48

THCI
THCI、TSSCI
THCI

Maryse Condé’s The Last of the Globalized World.
African Kings.”
〈再現印度女性：狄帕‧梅塔的《火》、
《中外文學》三十五卷六期
《地》、《水》三部曲〉
〈世界英文文學的在地化：新興英文文
《英美文學評論》9
學與美國弱勢族裔文學研究在台灣〉

64

2006 馮品佳

教授

65

2006 馮品佳

教授

66

2006 馮品佳

教授

67

2006 馮品佳

教授

68

2005 馮品佳

教授

69

2005 馮品佳

教授

70

2005 馮品佳

教授

71

2004 馮品佳

教授

〈拆一個家：《一一》中的國/家族傳奇〉《中外文學》三十三卷三期

THCI

〈女性讀寫/讀寫女性：女性志異小 《在文學與文化研究之間：朱
台北：書林
說與《科學怪人》〉
顏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
〈洲際連結：《生命之樹》與《非洲 《國科會成果發表研討會論
台中：中興大學外文系
末代國王》的家族歷史與記憶〉
文集》
〈鄉關何處：《桑青與桃紅》中的離散
《中外文學》三十四卷四期
想像與跨國移徙〉
Immigration Rhapsody: Memory of
Southeast Asian Review of English
Geographies in Meena Alexander’s
46
Manhattan Music.
〈女性讀寫/讀寫女性：女性志異小說與
《歐美研究》35.1
《科學怪人》〉

72

2004 馮品佳

教授

"‘Ou libéré!’: Trauma and Memory in
Edwidge Danticat’s Breath, Eyes,
Memory.”

73

2004 馮品佳

教授

“Desiring Bodies: Tsai Ming-liang’s
Representation of Urban Femininity.”

Liu
Jen-peng
教授
74 2005
and Ding
Naifei.
Amie Parry
(Forthc and
教授
75
oming) Jen-peng
Liu.

THCI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imparée 30.3-4
(September-December 2003):
737-52.
Tamkang Review 34.2 (Winter
2003): 1-22.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6
No. 1: 30-55.

Positions, special issue "Beyond
“The Politics of Schadenfreude: Violence
the Strai(gh)ts: Transnational
and Queer Cultural Critique in Lucifer
Chinese Queer Politics Today .”
Hung's Science Fiction.”
Edited by Lisa Rofel and Petrus
49

THCI

TSSCI
THCI

THCI
SSCI,
A&HCI,
CC/S&BS,CC/A&
H

A&HCI

Liu.
李丁讚，林
教授
文源

81

2003

82

2007 李丁讚

83

2005

84

教授

李丁讚，吳
教授
介民
吳介民、李
教授
2005
丁讚

85

2007 李丁讚

教授

86

2004 李丁讚

教授

87

2004 李丁讚

教授

88

2007

潘美玲、張
教授
維安

89

2004

王雯君、張
教授
維安

90

2004 張維安

91

2009 黃倩玉

92

2008 黃倩玉

93

2008 黃倩玉

教授

〈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2：
TSSCI
技術〉
57-119
〈台灣民主困境的社會根源〉，（問題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
TSSCI
與討論）
215-225。
〈現代性、宗教、巫術：一個地方公廟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9：
TSSCI
的治理技術〉
143-84。
〈傳遞共通感受：一個地方公共領域的
《台灣社會學》9：119-63
TSSCI
公共修辭〉
〈被殖民經驗：
「去帝國」的情感基礎〉，
《台灣社會學刊》 37：251-60。
TSSCI
（書評）
〈公共領域中的親密關係：對新港和大 《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 台北：桂冠 （殷海光基金會
西兩個造街案的探討〉
機》
出版）
《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 台北：桂冠 （殷海光基金會
〈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在台灣的發展〉
機》
出版）
〈經濟行動與社會關係〉，郭毅與羅家
德编，《社會資本與管理學》，頁 66-83。
《台灣社會學刊》，30:51-88
TSSCI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重印）(原
載於 2003，
《台灣社會學刊》
，30:51-88。)
客家文化與產業創意：2004 年客家桐花
《社會文化學報》，18:121-146
祭之分析
網路時代中孩童的電子邊疆

《教育研究月刊》，118: 43-54

"Genealogies of NGO-ness: The Cultural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副教授 Politics of a Global Buddhist Movement
critique, vol. 18, issue 1.
in Contemporary Taiwan."
Nova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Gendered Charisma in the Buddhist Tzu
副教授
Alternative and Emergent
Chi (Ciji) Movement.”
Religions, vol. 12, no. 2: 29-47
Book Review: Democracy’s Dharma:
By Madsen, Richard. Journal of
副教授 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67, No. 4
Development in Taiwan.
(November), pp. 1428-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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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CI
Sociological
Abstracts 等索引
期刊
SSCI

94

2009 柳書琴

95

2009 柳書琴

96

2009 柳書琴

97

2009 柳書琴

98

2008 柳書琴

99

2008 柳書琴

100

2008 柳書琴

101

2008 柳書琴

102

2008 柳書琴

103

2007 柳書琴

104

2007 柳書琴

〈生物學統治與流域生態：「南社」創
《臺灣古典文學集刊》第 1 期
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累積〉
〈我們的文學為什麼要打獵：當代原住 《身份與書寫：戰後台灣文學研
副教授
北京：中國社科院
民文學中的狩獵書寫〉
究集》
〈타이완 문학의 주변 전투：지역을
초월한 좌익문학운동 속에서의 일(在
韓國：亦樂出版社。韓國：
副教授 日) 작가들〉。中文標題〈台灣文學的 《日據時期東亞文學》
民族文化研究所
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
作家〉
〈 억압과 차연(差延) — 식민주의
언어통제와 타이완 전통한문의
韓國：亦樂出版社。韓國：
副教授 현대화 궤적〉。中文標題〈壓抑與衍異：《日據時期東亞文學》
民族文化研究所
殖民主義語言控制與台灣傳統漢文現代
化軌跡〉
〈帝國空間重塑、近衛新體制與台灣地 《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
台北：播種者出版社
副教授
方文化〉
化時期的台灣文化狀況》
〈殖民都會平民公共領域與通俗文藝島 《墨痕深處：文學、歷史、記憶
副教授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內消費：以《風月報》為中心〉
論集》
〈문화위치로서의 '통속'──
《삼육구소보(三六九小報)》와
韓國：聖公會東亞研究中心
副教授 1930 년대 타이완..독서시장.. (通俗作
“Asia PErspeCTiveS” No.1
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
代台灣漢文讀書市場)〉
〈官製から民製へ 自我同文主義と興
副教授
《植民地文化研究》第 7 號
亜文学〉
〈誰的文學？誰的歷史？：日據末期台
副教授
《新地文學》，第 4 期
灣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
〈文化遺產與知識鬥爭：戰爭期漢文現 國家台灣文學館《彰化文學大論
副教授
台北：五南書局
代文學雜誌《南國文藝》的創刊〉
述》
〈文化遺產與知識鬥爭：戰爭期漢文現
副教授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5 期
代文學雜誌《南國文藝》的創刊〉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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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文通
《台灣史研究》14 卷 2 期
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
〈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
副教授
《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3 期
2007 柳書琴
運動中的旅日作家〉
〈《風月報》到底是誰的所有？：書房、《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
副教授
2007 柳書琴
漢文讀者階層與女性識字者〉
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3 期
〈書房夫子與斷頭雞：日據時期台灣傳
副教授
《世界華文文學的新世紀》
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2006 柳書琴
統文化體系與漢文教育的崩解〉
〈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 《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
副教授
台北：麥田出版社
2005 柳書琴
文學〉
論》
〈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
副教授
《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
2005 柳書琴
與 1930 年代台灣漢文讀書市場〉
〈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
《中外文學》33 卷 7 期
副教授
2004 柳書琴
與 1930 年代的台灣讀書市場〉
反現代與反殖民的演繹：王白淵的泰戈
副教授
《成功大學歷史學報》28 號
2004 柳書琴
爾論與甘地論
溫情與驚駭：當代台灣刺青的性別與階
教授
《台灣社會研究》第 76 期：
2009 何春蕤
級位移
2008 年兩岸三地性權報告（與王文卿、
教授
《華人性權研究》創刊號：5-24
2009 何春蕤
曹文傑合著《
Josephine
Is Global Governance Bad for East Asian
教授
2008
GLQ 14.4: 457-479
Ho (何春蕤)
Queers?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Josephine
Asian Modernity and Its ‘Gendered
教授
2008
Asian Insights 1 (June, 2008):
Ho (何春蕤)
Vulnerabilities’
9-11
《華人性研究》世界華人性學家
教授 台灣性革命、性權、性學的歷史互動
2008 何春蕤
協會會刊第一卷第一期：28-34
Chinese History and
Josephine
Sex Revolution and Sex Rights Movement
教授
Society/Berliner China-Hefte
2007
Ho (何春蕤)
in Taiwan
(32/2007): 123-139.
2007 柳書琴

2006 何春蕤

副教授

教授

色情世界與色情研究

《東吳社會學報》20 期：173-206

52

THCI

THCI
THCI
TSSCI

SSCI

Josephine
教授
Ho (何春蕤)

Embodying Gender: Trans Body/Subject
Formations in Taiwan
從反對人口販賣到全面社會規訓：台灣
兒少 NGO 的牧世大業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2:
228-242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9 期：
1-42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
一場官司的誕生
275-287
In Defence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1:
Internet Freedom of Expression
147-150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Trans-Sexuality: Bisexual Formations and
(Ochanomizu University, Tokyo)
the Limits of Categories
7 (2004): 1-14
From Spice Girls to Enjo-Kosai: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4.2:
Formation of Teenage Girls’ Sexuality in
325-336
East Asia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Wife-in-Monogamy and ‘The Exaltation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of the Concubine
9.2: 219-237

120

2006

121

2005 何春蕤

教授

122

2005 何春蕤

教授

123

2005

Josephine
教授
Ho (何春蕤)

124

2004

Josephine
教授
Ho (何春蕤)

125

2003

Josephine
教授
Ho (何春蕤)

126

2007

Ding Naifei
教授
(丁乃非)

127

Liu
Jen-peng
and Ding
2005 Naifei (劉人 教授
鵬＆丁乃
非)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128

2008 甯應斌

教授

愉虐戀與愉虐色情──性倫理觀點

129

2007 甯應斌

教授

率獸食人──從動物愛到動物權

130

2007 甯應斌

教授

同性戀是社會建構嗎？──保守與革命
的社會建構論

131

2006 甯應斌

教授

性／交易的相互性

132

2004 甯應斌

教授

再論性工作與現代性──高夫曼式的詮
釋分析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1:
30-55

《華人性研究》，世界華人性學
家學會出版，第一卷第二期：
74-83。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68 期：
345-359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 期：
1-55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8 期：
151-174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55 期：
141-224
53

SSCI A&HCI
TSSCI
TSSCI
SSCI A&HCI

SSCI A&HCI

SSCI A&HCI

SSCI A&HCI

TSSCI
TSSCI
TSSCI
TSSCI

133

134

2004 甯應斌
白瑞梅(與
(Forthc
劉人鵬合
oming)
着)

教授

教授

135

2008 白瑞梅

教授

136

2006 白瑞梅

教授

137

2004 白瑞梅

138 2009 黃道明
(Forthc
黃道明
139
oming)

140

2008 黃道明

141

2007 黃道明

142

2007 黃道明

143

2007 黃道明

性工作與現代性──現代自我的社會條
件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53 期：
85-143
Positions, special issue "Beyond
The Politics of Schadenfreude: Violence the Strai(gh)ts: Transnational
and Queer Cultural Critique in Lucifer
Chinese Queer Politics Today .”
Hung's Science Fiction
Edited by Lisa Rofel and Petrus
Liu.
〈橫跨於二元抉擇與流離異域空間：
《駭 《電影欣賞季刊》
，97 年 1-3 月
客任務》三部曲的酷兒真實〉
號，第 134 期，頁 19-23
“Magical Thinking and Minor Writing: Visual Culture and Critical
On Nancy Armstrong’s ‘How Novels Theory, Jonathan Yeh and Cina
Kuo, trans. Ed. Joyce Liu.
Think.’”

“Schadenfreude: Truth, Violence and Studies on Science Fiction, ed.
教授 Surveillance in Lucifer Hung’s Science Yeh Li-hua.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Press.
Fiction.”
助理教 〈良家婦女的性變態想像：劉毓秀與台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5 期：
授

灣國家女性主義的文明教化〉

‘From Glass Clique to Tongzhi Nation:

助理教
Crystal Boys, Identity Formation and
授

Politics of Sexual Shame’

45-83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批判的性政治：台社性／別
，朱偉誠（編）
，
助理教 〈從玻璃圈到同志國：認同型塑與羞 與同志讀本》
授
恥的性/別政治─一個《孽子》的連結〉台北：唐山出版社，2008，頁
307-337。
‘Modernising Gender, Civilising Sex:
助理教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8.4
Perverse Imagery in the State Feminist
授
(December 2007): 540-558
Politics of Liu Yuxiu’
《中國性研究》
，No. 2
助理教 〈良家婦女的性變態想像：劉毓秀與 ( 2007)，黃盈盈、潘綏銘
授
台灣國家女性主義之文明教化〉
（編）
，高雄：萬有出版社，
頁 77-102。
助理教 ‘State Power, Prostitution and Sexua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5.2
授
Order in Taiwan: Towards a
(August 2004): 23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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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I

A&HCI

THCI

TSSCI

A&HCI

SSCI

SSCI

144

2006 黃道明

Genealogical Critique of “Virtuous
Custom”’
助理教 〈從玻璃圈到同志國：認同型塑與羞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2 期：
授
恥的性/別政治─一個《孽子》的連結〉1-36

TSSCI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教師：合計 16 名。論文篇數：
論文篇數：合計 144 篇，其中列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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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二、 專書

編號 日期

教師姓名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書碼
（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職稱 專書論著名稱

2010

Chen, Kuan-Hsing

2006

陳光興

2

2004

劉紀蕙

3

2007

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
教授 《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
合著

4

2005

劉人鵬

5

2006

張維安、鄧淑慧、林于煒
教授 《苗栗裝飾陶瓷產業》
合著

6

2004

張維安 (編/著)

教授 《網路與社會》

7

2004

李丁讚（編）

教授 《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

8

2009

黃倩玉

9

2009

柳書琴

1

Asia as Method
教授

《去帝國》

教授 《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

教授 《閻若璩與古文尚書辨偽──一個學術史的個案研究》

Charisma and Compassion: Cheng Yen and the Buddhist Tzu Chi
Movement.
《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臺灣研究叢
副教授
刊》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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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ke University Press
行人出版社
ISBN-9868186056
麥田出版社
ISBN-9867413059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審查委員會
ISBN-9789860099393
台北：花木蘭出版社
ISBN-9867128125
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局
ISBN-9789860061451
清華大學出版社。
ISBN-9572898663
台北：桂冠 （殷海光基金會出版）
ISBN-9577304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674031333
聯經出版社
ISBN-9789570833898

10

2009

柳書琴

副教授 《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台灣文化狀況》

11

2006

柳書琴

副教授 《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

12

2009

甯應斌

教授 《賣淫的倫理學探究》

13

2008

甯應斌、何春蕤

教授 《色情無價：認真看待色情》

14

2007

白瑞梅

教授

15

2007

甯應斌

教授 《性無須道德：性倫理與性批判》

16

2005

何春蕤、甯應斌、丁乃非

教授 《性政治入門：台灣性運演講集》

17

2004

周慧玲

Interventions into Modernist Cultures: Poetry from beyond the Empty
Screen

副教授 《表演中國：女明星，表演文化，視覺政治，1910~1945》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教師：合計 16

名。專書數：
專書數：合計 17

＊本附表需隨博士班/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逐案填報
本附表需隨博士班 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逐案填報，
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逐案填報，每案列印 1 式 10 份

56

本。

台北：播種者出版社
ISBN-9789576966446
國家台灣文學館
ISBN-9860045526
台灣社會研究叢書編輯評審委員會
ISBN- 9789868503724
性／別研究叢書編輯評審委員會
ISBN- 9789860144925
Duke University Press, 榮獲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Book of the Year Awardd,
2007
ISBN- 9780822338031
性／別研究叢書編輯評審委員會
ISBN-- 9789860114683
性／別研究叢書編輯評審委員會
ISBN- 9860020949
國立編譯館學術著作出版合作計畫
ISBN-9867537882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理由(含該領域學術環境、社會人力需求關係)
本案是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自 2003 年起運作之文化研究碩博士跨校學程為基礎之亞際
文化研究國際合作計畫，是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各校內部、校際與國際三個層次
的整合與合作計畫，目的在於面對全球化新時代到來之創新學術提案。
經過六年合作，本計畫經過 1)各校校內跨單位之整合，2)各校之間進行跨校整合形成四
個研究群所主導的課程方向（研究群師資名單請見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而後 3)加入跨國國際合作之亞
際文化研究機構聯合會(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所推動之共同學
位學程。本計畫是順應全球化趨勢下的嶄新嘗試，開創以在地為基礎新的國際學術合作方式。

文化研究的領域發展與在地需求
從學術機構建制化的觀點來看，源自英國 1960 年代社會動盪時期的新興文化研究，對於
理解轉型劇變中的社會文化有著無可比擬的分析力道，不但敏銳的解析晚期資本主義生產模
式和文化體質的宏觀微觀轉變，更對傳統學術領域略過無視的抽象及邊緣文化現象提出深刻
而有洞見的分析，因而對目前全球化擴散過程最劇烈的亞洲經濟文化生活變遷提供了極具學
術活力與分析創意的跨學科學術研究。作為在國際學術機構奠基源頭的英國柏明罕大學當代
文化研究中心，自 1960 年代後因為充沛的跨領域研究成果，向世界各地逐步擴散，與世界各
地既有的文化批判傳統相結合，至今已經成為人文學術中最具活力的一支跨領域研究。
「國際
文化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 於 2002 年正式成立，顯示文化研究已經成
為一個具有國際規模的研究領域（http://cultstud.org/）。
在亞洲地區，新的文化研究單位和系所已經紛紛建立：包括韓國（漢城大學、延世大學、
韓國國立藝術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立命館大學、九州大學），中國大陸（北京大學、清
華大學、上海大學），香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嶺南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新加坡
（國立新加坡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印尼（印尼大學），印度（文化與社會研究中心、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等等，還有一些單位正在成立中。這種種跡象都顯示，文化研究不但方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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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而且其對轉型中的社會及文化仍然繼續提出具有理論高度和分析洞察力的論述。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國際學術期刊於 2000 年正式創刊，由世界著名出版社 Routledge
出版發行，編輯部設於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由陳光興負責主編（共同執行主編為新
加坡大學蔡明發）
。過去十年中，該刊不僅建立起國際學術之公信力，同時也搭建起亞洲的龐
大之學術網絡，每兩年召開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會議，不僅將台灣文化研究帶入
國際學術舞台，也使亞洲人文學術與歐美文化研究分庭抗禮。
台灣的文化研究則在十年內迅速發展。從 1997 年起，文化研究就已經獲得國科會認定為
跨學科領域之一，並賦予獨立的次領域代號（HO）
；1998 年台灣文化研究學會(Cultrual Studies
Association, CSA)正式成立，迅速成為最具活力和生產力的學會。十多年來，歷經六任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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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參與人數眾多，曾經高達一千人次；學術活力
豐沛的《文化研究電子月刊》出刊了 90 期；學術刊物《文化研究》(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學刊出版了 8 期，由朱元鴻教授主編。這些活動顯示在地文化研究所累積的學術實力
和影響力，也推動了文化研究在學院體制化的必要性。至今，2002 年交通大學創設的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是台灣唯一的教學研究機構，推動著台灣內部文化研究的發展，同時也成為台灣
與國際文化研究接軌的主要窗口。
此次提出申請成立的「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起源於 2003 年之今六
年之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結合具有地緣關係的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與中央大學不同領
域的文化研究人才，並串連中研院之相關師資，以眾多優秀師資以及這些研究人才長年挹注
心力的研究中心為基礎，規劃凸顯台灣聯大各研究團隊特色的跨領域文化研究課程，將可以
訓練出擁有更為寬廣彈性知識裝備之研究人才，以面對變化轉型中的社會與文化，形成在地
文化理論的建構。
台聯大結構及合作基礎
在本地的脈絡內，台灣聯大的文化研究社群已經累積堅厚實力也已經展現領先其他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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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現有六屆理事長，其中前四屆理事長──陳光興教授、劉紀蕙教
授、朱元鴻教授、何春蕤教授，皆是台聯大系統之資深教授，理監事中也有許多屬於聯大系
統。令人矚目的是，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團隊展現了可觀的學術基礎和傑出的研究記錄，更
以團隊形式成立了獨具特色的研究機構，包括交通大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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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清華大學國際知名的亞太／文化研究中心，還有中央大學
的性／別研究室與視覺文化研究中心等等，以學術群聚的效應來倍增學術實力和生產力。此
次規劃學位學程便是以這些研究團隊已經建立的合作基礎來發展課程及研究方向。
在教學方面，除了交通大學已經成立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博士班，以及清華大學人社系
大學部的文化研究學程外，為提昇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與中央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高等教育
（學
水準，三校的文化研究師資於 2003 年在台聯大體系內成立「文化研究跨校碩士學分學程」
程網頁請見 http://english.ncu.edu.tw/cccs/index.htm ）
，共同針對文化研究學術領域在台灣社會
文化中的形成、演變、前景以及相關的種種衝擊挑戰，規劃跨學科、多面向和創新型的整合
教學與研究，至今已有六年，合作關係良好（各校團隊之學術表現詳見下方「現況與特色」
部份）
。最近亞洲多個文化研究機構已經開始討論合作推動建立跨國的文化研究學位學程，
「亞
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若能及時體制化，將可更加具體推進此一跨校研究團
隊透過體制性的永續發展，擴展學術影響力，落實本地文化研究的國際參與。我們相信跨校
院系所疆域而橫向整合的大型學程架構，假以持續的制度性支撐，一定可以在五年之內成為
亞洲第一的博士學位學程以及世界級的學術重鎮。
國際合作與前景
由於台聯大系統所屬之文化研究相關機構與人員，在過去二十年來已經在國際上建立起
很好的聲譽，是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已經具有國際地位、盤據國際重要戰略位址的領域， 2006
年元月與亞洲 12 個分布各國的文化研究學術單位簽約推動交流合作（見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三年來接
待到訪學者數十名，交換學生十數名。2009 年 7 月再度與亞際各國 18 個文化研究單位和學
術中心簽訂合約，推動國際學位學程，使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文化研究臻至國際水準之學術
地位，（附件三
附件三）
附件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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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該網絡，因為累積了過去十年透過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國際刊物之合作與互信
基礎，正進一步推動 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亞際文化研究機構聯
合會，如附件
附件四
附件四)，將於 2010 年二月正式成立，以促進更為實質之學術合作。其中包含共同
學位授與與學生、學分互換計畫（如附件
附件五
附件五)，共同課程將於 2010 年七月間以暑期班之方式
正式推出，使相關機構中之碩博士學生能夠共聚一堂，期待研究生逐步形成跨國比較研究團
隊。同時，在機構聯合會正式成立後，將陸續推出共同讀本編輯計畫與 on-line journal，強化
國際出版，增強亞洲學生在學術市場上之競爭力。
總之，本計畫為國際合作計畫之重要構成部份，本學程如果能夠獲准及時設立，不僅是
台灣人文學術國際化的標竿，帶動台聯大相關研究與教學人員的國際影響力，也將能持續主
導國際人文學術發展的重要位置。

貳、本系、
本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本系現況與特色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 整合台聯大系統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與中
央大學的人文社會學院、客家學院以及通識教育的相關師資，結合不同學術領域的專業，根
據過去六年聯合運作的經驗，逐步發現台聯大文化研究研究團隊獨具特色的研究方向，規劃
了四個課程分布的重點面向：
（一）「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
（二）「思想與運動」
（三）「性／別研究」
（四）「視覺文化」
此四大特色分別由各校區長年以來持續合作的研究團隊主導規劃，各面向的課程同時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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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跨校的集結而有更為完整的師資結構。
「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主要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website:
http://www.srcs.nctu.edu.tw/srcs/ ）的研究團隊所推動。該所碩博士班成立至今已屆 7 年，研
究團隊持續以「政治、美學、倫理」之研究主題，進行「東亞現代性與批判思想」之整合型
研究計畫，透過理論性思考，檢視現代性過程中不同的歷史脈絡與體制化結構，重新探討東
亞（東北亞）現代性知識建構與民族國家形成的關聯。除獲「國科會圖書補助計畫」東亞現
代性與批判思想三年藏書計畫補助之外，該研究團隊歷年來已經舉辦相關主題之大型國際學
術會議 8 場，國際學者講座系列數十餘次，指導論文三十餘篇。該團隊所主導之「批判理論
與東亞現代性」課群，結合三校師資，構成 17 人的研究團隊以共同規劃與支援此範疇之課程。
「思想與運動」由清大中文系以及亞太／文化研究室共同規劃（Website:
http://www.hss.nthu.edu.tw/~apcs/）。亞太／文化研究室成立於 1991 年，是亞洲第一所文化研
究的專業研究單位。透過多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和重要的專書出版，亞太／文化研究室已經
成為文化研究世界網絡的重要節點。曾經舉辦 6 次多國大型會議，12 次亞際連結論壇，23
場文化批判論壇，並曾邀請 40 餘位重要國際學者訪台。亞太／文化研究室並且於 2000 年起
主編由國際知名學術出版社推出的國際學刊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創造亞洲學術交流的
重要管道，並於 2005 年獲選同時加入國際學刊引用目錄包括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 Current Contents/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CC/S&BS), Current Contents/Arts & Humanities (CC/A&H)，是台灣地區第一個被選
入的人文社會刊物，足證台灣的文化研究學術實力。該團隊所主導之「思想與運動」課群，
結合三校師資，構成 19 人的研究團隊以共同規劃與支援此範疇之課程。
「性／別研究」由素負盛名的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團隊主導規劃（Website:
http://sex.ncu.edu.tw） 。該團隊於 1995 年成立性／別研究室，已經緊密合作十餘年，被性
／別研究領域視為首要的研究團隊，除集結本地「性／別研究」理念的創始學者，並不斷拓
展本地性／別研究的疆土，從女性主義理論的反思到性主體的社會建構，從本土性運的觀察
與理論化到性工作的學術研究，從跨性別的性／別構成到身體情感政治等等。在過去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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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此團隊持續推動這方面的學術成長和積累，到今年為止已執行國科會及教育部多年期相
關性／別領域研究計畫 71 個，曾邀請數十位國際知名性／別學者到訪或短期講學並出版論述
（其中包括重量級的性／別研究學者 Kosofsky Sedgwick, Judith Halberstam, Leslie Feinberg,
Catherine Gallagher, Minnie Bruce Pratt 等人）
，並且累計出版 19 冊有關性騷擾、酷兒理論、性
工作、跨性別等議題之學術專書。成員曾接受美國華盛頓大學、日本 Ochianomizu 大學、廣
州中山大學邀約擔任短期訪問教授，也在華人學界和亞洲地區的性／別研究會議中發表
keynote speech，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作為亞洲最前鋒的性／別研究及教學團隊，性／別
研究室將可在國際中心的幅員內全力推動學術交流及研究。該研究團隊所主導之「性／別研
究」
，結合台聯大系統師資，可以構成 10 人的研究團隊， 共同規劃與支援此性／別研究範疇
之課程。
「視覺文化」由交通大學電影文化中心以及中央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所共同推動。中
大的視覺文化研究中心（Website: http://a107.ncu.edu.tw/fsc/review.htm）（前身是電影研究室）
積極主辦各種主題影展以及駐校導演（包括知名的台灣導演陳國富、蔡明亮、鴻鴻等）
，也主
辦過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和 2 場本地研討會，並出版有關知名導演侯孝賢的專書，目前正在
積極推動電影文化產業和學界創意教學之間的合作關係。交大的電影文化研究中心（Website:
http://film.nctu.edu.tw/index.jsp）成立於 2003 年，推動電影賞析活動及研究，並藉由與學者與
電影工作者的座談進行意見交流，另一方面也藉此推展台灣電影於國際學術上的地位，以及
台灣藉由影像與世界溝通的各種可能。該團隊所主導之「視覺文化」課群，結合三校師資，
構成 17 人的研究團隊以共同規劃與支援此範疇之課程。
如前所述，支援本學位學程的跨校院系所研究機構都已經在本地文化研究的領域中建立
了可觀的成就，他們也已經透過學術會議、教學、出版、以及論壇的文化交流使得文化研究
建制化，他們的研究活力和教學創新也已經使得他們成為國際學術交流的本地重鎮。

二、新設跨領域博士學位學程之基本規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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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之基本規劃理念是以台灣既有累積的研究教學為基礎，透過實質國際合作，以面
對全球化為目的，因而積極推動學程所屬學生進行國際交流，歡迎台灣地區以外學生來台修
課，同時進行各地師資與研究人員的交換與流通。簡言之，透過在地與國際資源的共享與合
作，目的在達成知識方式與內容的創新，帶動國際學術未來的發展。
為了落實上述理念，組織規劃力求教學與研究合一，將於 2009 年十二月向台聯大校長會
議正式提案，建立「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US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提案見附件
附件六
（一）
附件六)，中心下設四個教學/研究群，由四位資深教授負責主導與推動：
「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劉紀蕙）、（二）「思想與運動」（劉人鵬）、（三）「性／別研究」
（何春蕤）
、
（四）
「視覺文化」
（馮品佳）
。此整合性學程將結合不同領域之知識基礎，促成跨
領域對話，共同探討人文社會研究之新興知識領域與研究議題。這四個研究教學群同時是國
際交流與合作的對外窗口，直接連結到「亞際文化研究機構聯合會」的個個研究團隊。
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
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東北亞地區的現代歷史牽涉了現代性知識建構與民族國家形
成的過程，也影響了文化認同的結構；東亞現代性問題，諸如東北亞國家主義、主權
爭議、疆界劃分、知識翻譯與主體化工作、生命政治、法律建置與倫理概念重構、政
治事件與語言結構、歷史書寫與情感記憶結構、國家政治暴力等，都必須在全球化帝
國知識體系擴張以及東亞地區現代化過程的脈絡下持續檢討與分析。本課群以批判理
論與東亞現代性之歷史脈絡規劃課程，以吸引台聯大研究者與研究生從當代批判思想
的深化，持續關注東亞現代性的政治、美學與倫理等理論性議題，共同探討並重新詮
釋東亞地區具有文化脈絡與歷史過程的現代性議題。
思想與運動：
思想與運動 ：在全球化的語境裡，內在於現代歷史運動過程所出現的種種文學文化形
式與歷史經驗，已成為區域性批判思想互為參照的知識來源。一方面，思想具有強烈
的歷史脈絡性，產生於動態的運動過程，透過詩歌、小說、雜文、評論、戲劇、電影、
學術理論等表現形式，在歷史社會中產生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當代各種政治、社
會與文化運動，也不斷對既有的思想內容與形式進行挑戰，迫使抽象的思辯與歷史現
實產生更為有機的互動關係，使得思想能夠更貼近歷史，對於動態的變化提出解釋。
63

本課群著重於真實世界的變化與知識生產互相滲透的思想訓練，從區域性文學、歷史、
社會出發，探索思想與運動的多層次辯證關係，讓學生能夠逐步積累，開展具有在地
主體性的思想與運動模式，突破既有的知識困境。
性／別研究：
別研究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牽動了社會空間的動盪遷移，性別角色、互動關
係、身分認同都在此有了更為多元的發展，也衍生出豐富的論述形塑。台灣的政治解
嚴及其所釋放的社會力，以及其所灌注的國族政治、階級政治，則在這個過程中注入
了新的變因和動力，也使得性別政治成為重要的文明化與規訓力道。性／別研究重新
思考性別、性、及其他社會元素的相互關連與操作，及其在消費、再現等等領域中的
呈現，特別是它們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變化位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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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普世理論背景外，還須落實到現實脈絡中的具體實踐與真實發聲。
視覺文化：
視覺文化 ：視覺文化為文化研究範疇裡新興的整合研究領域。隨著現代都市的發展，
傳播媒體、娛樂工業與電腦網路的發達，繪畫、攝影與印刷圖像，建築、雕塑與空間
設計，電影、電視、戲劇與各種表演，還有無處不在的靜態與動態廣告等所構成的視
覺文化，既是現代文化鮮明的表現形式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作用，交織定義個
人與群體的生活意義與身分認同。本課群結合台灣聯大系統在電影研究、藝術研究以
及戲劇與表演研究三個領域優越的師資，提供（1）視覺藝術形式與歷史，（2）當代
視覺文化重要議題二方面的課程，以培養知識與分析能力兼備的視覺文化研究人才。
以上四個面向反映出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領域的研究人才專長，也反映出台灣當前的社
會需求和學術發展趨勢。本學位學程的規劃和設計將提供細緻的視野與國際關注，企圖在思
惟的高點培養宏觀的文化研究人才，以便提升目前本地的人文社會學術研究，並進一步與國
際學術研究社群接軌。

64

參、本系、
本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本學程之規劃與設計是奠基於全球化之趨勢，走在世界學術潮流的最前端，除了文化
研究是國際學術之顯學外，我們認為未來高等教育的走向是打破一切本位主義，是跨
領域、跨單位、跨校、跨國合作，唯有如此學生才能充分受惠於極其豐富與開放的教
育資源，除學生互訪，學分互換之機制外，我們認為碩博士生的跨校、跨國共同指導，
與國際研究團隊的形成，將大大的增加研究生的競爭力，也才能創造出最具寬廣視野
的新知識。
二、亞洲正在崛起，然而過去台灣學界基本上的合作都是以美國為主要對象，本學程在過
去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國際刊物的基礎下，推動更大規模亞洲學界的互動，出了
與日、韓、中國大陸，特別是與南亞與東南亞進行交流與合作，因此是在將台灣的學
術合作朝更為多元的方向發展，貼切於世界變動的新方向。過去的經驗顯示，隨著亞
洲在世界範圍內的快速崛起，能夠進入亞洲的國際網絡，就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取得
無法忽視的位置。

肆、本系、
本系、所、學位學程之人力需求評估：
學位學程之人力需求評估：（含學生來源、學生畢業後就
業市場狀況）
一、本學程在初期發展階段將以既有台聯大師資為基礎，不增聘新師資，但搭配國際訪問
學者的進駐，參與研究教學合一的方向。
二、中長期而言，為使學程能夠順利運作及發展，期待參與之三校各自撥出一至二名員額，
增聘年輕師資，一方面能使學程有連續性，一方面能夠有人力更為集中的推動本學程
整體的發展。

伍、本系、
本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一、本學程將促進學校內部不同學術單位之合作，此為各校既定之政策，同時能夠促成校
際聯合與國際合作，對所有參與之學校之國際知名度的提升均有助益。
二、本學程的最大作用在於將各校年輕教師帶入國際學術舞台，同時使新進研究生能夠直
接參與到國際化過程，累積更多實力準備進入學術市場之激烈競爭。。

陸、本系(所
本系 所) 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
條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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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位學程的主要特色即為跨領域的文化研究，因此在招生方面也擬以甄試方式，招收
來自不同地域、不同人文社會學術背景之申請者，並歡迎國際學生提出申請。本地生有名額
人數限制，預計每年招收十位碩士生，五位博士生，國際生則名額不受此限。有關審查入學
的規定，悉依照教育部大學法及中央大學教務章則規定辦理，凡獲有公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
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碩士學位經核可者皆可申請。
入學審查包括資料審查與面試兩部份，國際學生可採用視訊面試。所有申請入學者都需
提交文憑學歷證件、大學及研究所成績單、任課教師兩封推薦信、學術論文寫作樣本兩份、
及研究計畫提綱（打字稿十頁以內，書目未計）。
本學程必修學分為 30 學分，修業年限為七年。入學後即可選擇指導教授，為加強國際交
流之經驗，其中 6 學分需至國外選修；6 學分論文寫作，其餘 18 學分自選。入學四學期且研
究所課程修畢 30 學分，成績及格者，可申請參加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學分抵免方面，悉依
台聯大各校之教務章則彙編學分抵免辦法規定辦理。資格試包括兩個領域（文化理論以及自
選專業領域）
，以經典書目與自選書目作為考試範圍。通過資格考試者為博士候選人，得開始
進行博士論文研究及撰寫。完成博士論文並通過論文口試者，視為滿足本博士學位學程之學
位要求。
本學程必修課為（一）文化研究概論，
（二）論文研究方法工作坊。本學程之課程除兩門
必修課之外，另依跨領域的特性規劃四大課群， 學生得在四大課群中選擇其專精之範疇：
（一）
「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二）「思想與運動」、（三）「性／別研究」、（四）「視覺文化」。
上述課群充分反映本學程之學術研究發展特色及專業訓練重點，其中每個課程都希望超越實
證、實務、政策等等有限眼界，在分析上將以人文的開闊和融會來接合社會理論的嚴謹和批
判，進深到理論和方法學的批判檢視，以及意義和政略的操作。

66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必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學分

授課年級

亞際文化研究概
論

3

1

合

論文研究方法工

3

-

3 合

1

選

任課教師

修

程

學分

授課年級

任課教師

授 東亞現代性與文
化翻譯

3

1

劉 紀 蕙

授 東亞國家主義與

3

1

陳 光 興

日據時代文學

3

1

柳 書 琴

日本近代思想

3

1

藍 弘 岳

東亞民主思潮

3

2

林 淑 芬

族群、文化、認
同

3

2

陳 奕 麟

歷史書寫與情感
記憶

3

2

邱 德 亮

國家政治暴力與

3

2

朱 元 鴻

台灣社會發展史

3

1

李 丁 讚

政治哲學專題

3

2

甯 應 斌

社會學理論

3

1

李 丁 讚

文化與政治

3

2

王 俐 容

政治社會研究專

3

2

黃 倩 玉

魯迅研究

3

2

陳 光 興

亞洲思想資源

3

2

陳 光 興

後殖民女性文學
與電影

3

2

馮 品 佳

亞裔美國文學與
電影

3

2

馮 品 佳

作坊

課程名稱

課

歷史記憶

東亞歷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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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專題:小說
與電影

3

2

馮 品 佳

女性主義專題

3

1

丁 乃 非

性政治專題

3

2

何 春 蕤

性／別理論專題

3

2

甯 應 斌

二十世紀初中國
的家庭婚姻另類
論述

3

2

劉 人 鵬

性別研究與視覺

3

2

張 靄 珠

3

2

白 瑞 梅

性別研究與表演
理論

3

2

周 慧 玲

象徵主義藝術專

3

2

曾 少 千

香港文學與電影

3

2

余 君 偉

電影研究專題

3

2

林 文 淇

藝術史理論與方
法

3

2

吳 方 正

文化
科幻／奇幻小說
與另類情慾

題

柒、師資現況及擬聘師資規劃：
師資現況及擬聘師資規劃：
一、系、所專任師資 16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5 員，具助理教授者 1 員；
兼任師資 0 員。
二、現有專任師資名冊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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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專任

教授

陳光興

東亞國家主義
亞洲文化研究、東
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 亞學術思想與知識 與歷史記憶、魯 交大社文
迅研究、亞洲思 所主聘
及大眾傳播學博士
狀況、去殖民理論
想資源

專任

教授

劉紀蕙

現代主義與現代
性、台灣文學與文 文 化 研 究 概
美國伊利諾大學比較
交大社文
化研究、精神分析 論、東亞現代性
文學博士
所主聘
與文化研究、視覺 與文化翻譯
文化研究

專任

教授

朱元鴻

社會思想史，當代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
國 家 政 治 暴 力 交大社文
社會理論，文化研
社會學博士
與東亞歷史
所主聘
究，都市民族誌

專任

教授

馮品佳

後殖民女性文
世紀英美文學，少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學與電影、亞裔
交大外文
數族裔女性文學，
（麥迪遜）英國文學
美國文學與電
系主聘
女性文學批評
博士
影、奧斯汀專題:
小說與電影

專任

副教授

林文玲

文化人類學、視覺
德國哥廷根大學人類
人類學、性／別研 視覺人類學
學系哲學博士
究

交大人社
系主聘

專任

教授

劉人鵬

明清學術史、晚清 二 十 世 紀 初 中
清大中文
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 現代性與性/別、酷 國 的 家 庭 婚 姻
系主聘
兒研究
另類論述

專任

教授

李丁讚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政治社會學、文化 台 灣 社 會 發 展 清大社會
（麥迪遜）社會學博
社會學、社會理論 史、社會學理論 所主聘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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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

專任

專任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張維安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社會學理論、客家
研究

清大社會
所主聘

黃倩玉

宗教人類學、全球
美國波士頓大學人類
化與跨國主義、心
學博士
理人類學

清大人類
所主聘

日據時期台灣文
學、殖民主義與文
日據時代文學
學生產、比較殖民
文學、文藝現代性

清大台文
所主聘

柳書琴

清華大學文學博士

中央英美
系主聘

專任

教授

何春蕤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英
性政治、女性主義
美文學博士、美國喬
理論、文化研究理 性政治專題
治亞大學英語教學博
論、身體理論
士

專任

教授

丁乃非

性別研究、文化研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
究、小說理論、女 女性主義專題
分校英美文學博士
性主義之性別政治

中央英美
系主聘

專任

教授

甯應斌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 性/別理論、社會理
性/別理論專題
學博士
論、性/別政治

中央哲學
所主聘

白瑞梅

女性主義理論、後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 殖民理論、酷兒文 科 幻 ／ 奇 幻 小 中央英美
哥分校文學博士
學、性／別與現代 說與另類情慾
系主聘
性

專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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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

副教授

周慧玲

專任

助理教
黃道明
授

表演研究與方法、
美國紐約大學表演系
性 別 研 究 與 表 中央英美
前衛劇場與人類
博士
演理論
系主聘
學、表演理論

英國薩克斯大學媒體 酷 兒 研 究 文 化 研
研究博士
究 媒體研究

中央英美
系主聘

三、
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如屬無原系、所
之申請案可免填，並限申請增設博士班案者填寫)
教師姓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名

陳光興

陳筱茵

碩士論文《島嶼邊緣》：一九八、九○年代之交台灣左翼的新實踐論述

劉雅芳

碩士論文 王明輝與黑名單工作室：台灣新音樂生產的第三世界／亞洲轉向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 名
劉紀蕙

林封良

在學中

關秀惠

在學中

劉亮延

在學中

馮啟斌

在學中

阮芸妍

在學中

楊祐羽

在學中

張瑜珊

碩士論文計畫 從邊緣到潮流—由「銀鈴會」討論跨越語言的一代

沈士杰

碩士論文計畫 「移風易俗」─殖民地風俗論下的倫理移置問題

馬于婷

碩士論文計畫

吳佳玲

碩士論文計畫 共同體的悲喜笑劇：從台灣諧仿節目「全民大悶鍋」談起

徐明瀚

碩士論文計畫 摩登生活的畫家：郭建英的新感覺派的轉化實踐

唐維敏

博士論文 台灣健康寫實電影的文化運動、政經分析與電影實踐

蔡祝青

博士論文 譯本外的文本：清末民初中國閱讀視域下的《巴黎茶花女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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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劍橋

博士論文 會翻轉的舞台——游好彥舞作之中國元素與在地化的文化史意義

張黎文

博士論文 林燿德《大日如來》中所展現的主體危機：精神分析與禪的對話
博士論文 日治時期啟蒙思想的五個面向：台灣殖民地現代性的建立與張深切思想的指標性意

簡素琤
義
卓于琇

碩士論文 日治時期電影的文化建制：1927-1937

袁晉璇

碩士論文 身體的清潔與戒嚴：從 1946-1947 年台灣防疫案例以及語言模式談起

陳盈璇

碩士論文 內衣、身體與社會-台灣女性身體美感的論述流變（1940-1960）

徐意欣

碩士論文 離散文化的視覺思考：讀客籍女性藝術家謝鴻均的作品

陳姿丰

碩士論文 由楊照評論式散文看時局變遷下的作家堅持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1 名

朱元鴻

陳乃禎

碩士論文計畫 第一夫人的消費政治與政治消費：以台灣（1996-2009）為參照

黃明慧

碩士論文計畫 談笑風雲-諷刺之笑做為反對東德共黨治理之藝術

陳惠敏

博士論文計畫 偏差治理、自我書寫與生命政治：一個女子監獄的民族誌

蕭旭智

博士論文 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

羅立佳

碩士論文 轉型正義的政治性重探：正義之名下的民主、秩序與時間形構

黃詠梅

碩士論文 從「性虐待」到「皮繩愉虐邦」──考察台灣愉虐實踐的社群文化與集結政略

廖千瑩

碩士論文 拯救社區死亡大作戰—未來村對社造重生論述的共同體回應

張雅萍

碩士論文 「畫眼」之「正眼」：明代繪畫收藏品在藝術塲域與藝術市場的流動性與社會性

劉允華

碩士論文 魅影流光：從光的社會學取徑到夜間生活現代性

柯朝欽

博士論文 例外狀態的統治與救贖：論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兩種例外狀態模式

楊敏真

碩士論文 一場生死的談判:器官勸募作為一個死亡說服的場域

李進益

碩士論文 地方博物館內/外的「地方感」差異：以南方澳漁村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2 名
馮品佳

謝玉柔

在學中

王曄勝

在學中

林美序

在學中

陳奕秀

在學中

賴佩瑩

在學中

陳惠美

Representing Chinese America: in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and Fae Myenne Ng's Bone
Cyborg Representations in Trans-Narratives: Jamison Green’s Becoming a Visible Man, Jan Morris’

鄭雅丰

72

Conundrum and Leslie Feinberg’s Stone Butch Blues
黃怡潔

Refashioning Female Selfhood: Parodic Gothic in Margaret Atwood's Lady Oracle

魏銘志

Re-Orienting Power: A Feminist Reading of Ursula K. Le Guin's Earthsea Cycle

王姿文

Worldly Engagements: J. M. Coetzee's Boyhood and Youth

朱玉如

Recasting India: Caste, Trauma,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gression in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1 名

林文玲

蘇淑冠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在學中

周子閔

碩士論文＜布農女性穿越月經循環的生活經驗與意義＞

蘇淑冠

碩士論文＜愉悅/逾越的身體：從社會階級觀點來看西門 T、婆的情慾實踐＞

黃佳文

碩士論文＜由參與妓權團體的義工經驗─論娼嫖關係背後的多重意涵＞

曾宏民

碩士論文＜原鄉映像─蘭嶼影片攝製者及其影像實踐＞

楊駿北

碩士論文＜性別化社會下的男性氣概—以男空服職場性別經驗與社會形象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 名

黃倩玉

王劭予

上嫁或下嫁？俄羅斯女性配偶在台生活經驗初探

張慧娜

What is Culture in Lijiang?: Discourses and Life in a Tourism Setting in Southwest China

彭嘉麗

佛教青年之宗教獻身與消費文化--以台灣慈濟、佛光山為例

趙婉容

跨國孟母？新加坡的中國陪讀媽媽 Mencius's Mother on a Global Stage: The PRC-National
"Study Mama" in Singapore

小計 指導研究生 4 名
蔡玫姿

〈「閨秀文學」風格探討〉

鄧雅丹

〈《失聲畫眉》研究：鄉下酷兒的再現與閱讀政治〉

張佳蓉

〈過去過去一直來：八 0 年代女性小說的情婦書寫〉。

呂明純

博士候選人：〈大東亞體制滿洲國與台灣比較研究：性別與文藝〉。

周麗卿

博士候選人：〈《新青年》研究〉

楊景舜

〈先秦時期的商業活動─以金文、簡牘資料為中心的探討〉（與陳昭容教授共同指導）

陳慧文

〈晚清到五四的毁家廢婚論初探〉

于佩靈

〈《東方雜誌》研究〉

宋玉雯

〈多餘的人——現、當代女作家文學作品中的「瘋女人」再現〉

劉人鵬

小計 指導研究生 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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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安

林子新

〈檳榔島：敘事、品味與儀式性的分析〉

朱華瑄

〈從部落格的物質形式看部落客的自我技藝實作〉

林吉洋

〈敘事與行動：台灣客家認同的形成〉

張敦為

〈Norbert Elias 的文明理論——文明化、個體化、知識化的形態與過程〉

張志宇

〈西方公共領域發展的社會想像根源－－Charles Taylor 的觀點〉

李宗義

在學中

李拓梓

在學中

胡紫寧

在學中

許文蕙

在學中

鄭功杰

在學中

史旻玠

在學中

林冠婷

在學中

柴仲安

在學中

李宗俊

在學中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4 名
李丁讚

洪薇嵐

護理工作中的情緒實作

張晉文

分工與共治：男同志家庭的家務分工與家務創造

陳怡帆

個人風格的追尋 (身體的風格化歷程)——以美髮行為討論日常生活美學實踐

蔡宜紋

克難城市：戰後台灣都市規劃視野的反省

王秀萍

〈聚散相依：試析“店/家”生成與功能分化的時代變遷〉

蔡虹音

〈網路合購是一個系統嗎？：以 PTT 合購板為例〉

趙珮伶

〈府城都市意象的文化再現與空間實踐：以孔廟文化園區為例〉

葉虹靈

〈異端的生存之道—台灣另類有機農業生產者的實作策略〉

彭嘉麗

〈佛教青年之宗教獻身與消費文化--以台灣慈濟、佛光山為例〉

陳歆怡

〈監獄或家？台灣痲瘋病患者的隔離生涯與自我重建〉

金天立

〈菲律賓社群的形成〉

邱伊翎

〈一個也不能少：台灣愛滋篩檢的風險治理〉

周群英

〈當代東方的自我展示－以古裝／動作電影為例〉
〈『恢復傳統』還是『馴化傳統』：「基督宗教做為細道邦部落與司馬限部落泰雅族人生活

林偉華
實踐」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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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鎮邦

〈鑲嵌與自主性：台灣社區大學運動的發展模式與行動邏輯〉

余靜華

〈歷史敘事、認同建構與政治能動──以台灣 1970 年代非武力抗日運動史探討為例〉

郭瑞坤

未定

劉釘沅

未定

黃書璇

未定

翁書偉

未定

曾柏嘉

未定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1 名
蔡佩均

想像大眾讀者：《風月報》、《南方》中的白話小說與大眾文化建構

張安琪

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漢文的形成與發展

蔡鈺淩

文學的救贖：龍瑛宗與爵青小說比較研究 (1932-1945)

鄭鳳晴

殖民地女學生：日據時期報刊文學作品中的女學生再現

吳佳馨

1950 年代台港現代文學系統關係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濟安、葉維廉為例

陳莉雯

《風月報》婚戀書寫中的島都（聯合指導）

吳欣怡（聯合指導） （在校） 說台灣的歷史──大河小說的敘史傳統

柳書琴

蘇硯儂

（在校）帝都留學生的都會新體驗

涂慧軒

（在校）《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之文化觀研究

許雅筑

（在校）流動詩學‧能動在地：日據時期新竹地區漢學研究

王姿雅

（在校）現代性‧城市記憶與文化權力：日據台灣文人的影像經驗

石廷宇

（在校）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與帝國社會事業之關連性研究

吳昱慧

（在校）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的「南方」書寫與想像

林柳君

（在校）吳明益作品及其環境關懷

郭靜如

（在校）日治時期台灣‧「滿洲國」作家筆下的「故鄉」書寫論析

陳運陞

（在校） 黑夜中的獨步：偽滿洲國作家古丁作品中的現代啟蒙意象

沈士杰（聯合指導） 碩士論文計畫「移風易俗」─殖民地風俗論下的倫理移置問題

海外學生指導（蘇州
電影詩化與紀實性─試論侯孝賢與中國新生代導演的創作共性
大學中文系）韓詩琳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8 名
丁乃非
吳慧娟

Double Writing in Three Asian American Women's Texts: Amy Tan's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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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i Kim's A Cab Called Reliable, and Ruth Ozeki's My Year of Meats
徐國文

Textual Politics of Minor Queers: Reading Lolita, Our Lady of the Flowers and Tian Ho Liao Luan

洪啟明

Gay Rave Culture and HIV Prevention: a Subcultural Intervention in Public Policy

吳育璘

No Shame in the Game of Love: Killing Husband and Osmanthus Alley

沈慧婷

“Bad Habits”: Bisexual Practices in Taiwan as Tactics of Sexual Politics

鄭亘良

A Critique of The Anti-Human Trafficking Industry in Taiwan From 2003 to 2009

李季鴻（與英文系謝
（在學中）從阿圖塞到德勒茲與瓜達希--<橘子歸線>中後現代意識形態之探討
莉莉老師共同指導）
張永靖（與英文系黃
在學中
道明老師共同指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 名

何春蕤

范姜松伶

「公共」的變遷：以清治、日治初期台北的街道觀點為例

王英倩

在學中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 名

甯應斌

高宇成

隱私（權）議題中化約主義與功能主義之探究

沈寶瀠

當代西方兒童與成人平權爭議之探討
小計

白瑞梅

指導研究生 2 名

林良至

Blondes and the Horror Genre: the Subversion of Gender and Genre in Buffy the Vampire
Slayer and Angel 金髮美女與恐怖片：影集《魔法奇兵》與《暗夜天使》中性別與文
類的顛覆

張鳳玲

Stein's Lesbian World: Sensations of Visuality, Sound, and Touch in Lifting Belly

吳純嫻
（與清大柏逸嘉老師共
同指導）

A History Refusing to be Enclosed: Mau Mau Historiography, Ngugi wa Thiong'o's A
Grain of Wheat, and M.G. Vassanji's The In-Between World of Vikram Lall

徐國文
（與丁乃非老師共
同指導）

Textual Politics of Minor Queers: Reading Lolita, Our Lady of the Flowers and Tian Ho
Liao Luan

林昱璇
（與司徒尉老師共
同指導）

Remembering the Past, Revising the Future: Trauma and Memory in Saving Private Ryan
and Beloved

松超文
（與林錥鋕老師共
同指導）
謝佳宏
（與易鵬老師共同

Ghostly Bodies of Knowledge: Authorship, History Writing and Visual Language in
Buffy the Vampire Slayer

Nowhere Home: The Fantastic as the Literature of Desiring in Neil Gaiman's Never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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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
林語倩

“Gathering Paradise”:Emily Dickinson's Pursuit of Heaven

張函婷

在學中

蔡長沛

在學中

陳柏旭

在學中

鍾振亞

休學
小計

陳亮君

指導研究生 12 名

Theater Representation of Sexual Plurality in Taiwan (1990-99) 台灣 90 年代小劇場的性多元再現
A Theatre of Operation: The Reincarnation of St. Orlan (1990-1993)─Reifying Transgression and

楊芳嬋

Integration in Identity Making
吳瓊枝
周慧玲

Narrating Body in Taiwan's Little Theater, 1986-1999 台灣小劇場的身體論述, 1986-1999

白宇光
（與哲研所蕭振邦老 在學中
師共同指導）
林蕙君

在學中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 名

四、現有師資質量概況表 (本表學生數不須加權計列)
學生數
名稱

專任師資數

二年制
進修學
碩士在
助理教 研究生 當量生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在職專
教授 副教授
士班
職專班
授
生師比 師比
班

社會與
文化研 0
究所

46

25

3

1

2

11.83

15.86

7

4

3

19.29

16.11

外國語
文學系
/外國
語文學
208
系外國
文學與

62

語言學
碩士班

77

人文社
會學系
/人文
社會學 144
系族群
與文化

15

3

7

10

7.95

8.59

碩士班
說明：有關研究生生師比、當量生師比之計算方式，請依「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附表 1 規定計算。

五、擬增聘專任師資 0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0 員，助理教授或具博士學位
者 0 員；兼任師資 0 員。
六、增聘之途徑與規劃詳如下表：
專
兼 職
任

稱 學

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 開 授 課 程 延 聘 途 徑 與 來 源 有否接洽人選

捌、本系、
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
學位學程所需圖書、
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400,000 冊，外文圖書 750,000
冊， 99-100 學年度擬增購 東亞現代性與批判思想 類圖書 2,000
冊，另外台聯大系統圖書館也支援相互流通借閱。
二、
三、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主要設備名稱
(或 所 需 設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備 名 稱)

購

經

費

學系可支援
學年度增購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玖、本系(所
本系 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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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算中執行。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平方公尺。
(三)座落＿＿＿大樓，第＿＿＿樓層。
二、本系(所)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包括師生人數之增加、建築面積成長及單位學生、教師校舍建築面積之
改變等)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從台灣人文學術界整體而言，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是極其少數的長期合作計畫，參
與單位與人員的學術理念在於丟開本位主義，尋求有助於學術創新發展的有利條件，六年順
暢合作的基礎是未來轉化為學位學程的基礎與保障。
如何強化台灣與亞洲訓練出來碩博士生之國際學術競爭力，是極為迫切的問題。本學程
與「亞際文化研究」之網絡掛鉤，是使學生直接進入國際學術圈的捷徑。本學程的核心成員
長期是該網絡的積極份子，深刻體認到十年間互助合作，以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刊物為
平台建立起來的互信關係是人文社會領域中罕見的學術優勢。隨著亞洲崛起成為全球的焦聚
之所在，亞洲內部的國際互動亦成為大勢所趨，學生如果能夠以台灣為基地進行比較研究，
再加上互換交流的實質經驗，應可大幅增加學生的競爭優勢。我們期待下一代訓練出來的學
者，比上一代更具有主體性的知識實力，更能面對、解釋變動中的世界。
文化研究是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少數具有高度國際能見度和強大領先之競爭力的領域，在
世界學術舞台上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力。我們期待這個優勢能有更寬闊的、有建制支撐的長
期發展，讓在地的文化研究學術實力能夠充分伸展，在全球大學的專業特色發展中發揮它潛
在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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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一：四大研究群師資名單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課群
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課群（
課群（一）：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
：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

東北亞地區的現代歷史牽涉了現代性知識建構與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也影響了文化認同的
結構；東亞現代性問題，諸如東北亞國家主義、主權爭議、疆界劃分、知識翻譯與主體化工
作、生命政治、法律建置與倫理概念重構、政治事件與語言結構、歷史書寫與情感記憶結構、
國家政治暴力等，都必須在全球化帝國知識體系擴張以及東亞地區現代化過程的脈絡下持續
檢討與分析。
本課群以「批判理論與東亞現代性」規劃課程，以吸引台聯大研究者與研究生從當代批判思
想的深化，持續關注東亞現代性的政治、美學與倫理等理論性議題，共同探討並重新詮釋東
亞地區具有文化脈絡與歷史過程的現代性議題。
師資群：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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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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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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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蔡英俊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英國華威克大學比較文學理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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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治中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副教授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

陳傳興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副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

陳瑞樺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助理教授

王俐容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會文化所副教授

英國華威大學文化政策博士

邱德亮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明研究所博士

魏德驥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約聘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博士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HESS) 社會學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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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弘岳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中心約聘助理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

彭明偉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中心約聘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日本關西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專攻博士

謝世宗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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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課群
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課群（
課群（二）：思想與運動
：思想與運動
在全球化的語境裡，內在於現代歷史運動過程所出現的種種文學文化形式與歷史經驗，已成
為區域性批判思想互為參照的知識來源。一方面，思想具有強烈的歷史脈絡性，產生於動態
的運動過程，透過詩歌、小說、雜文、評論、戲劇、電影、學術理論等表現形式，在歷史社
會中產生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當代各種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也不斷對既有的思想內
容與形式進行挑戰，迫使抽象的思辯與歷史現實產生更為有機的互動關係，使得思想能夠更
貼近歷史，對於動態的變化提出解釋。
本課群的師資群具有深厚人文社會科學背景，著重於真實世界的變化與知識生產互相滲透的
思想訓練，從區域性文學、歷史、社會出發，探索思想與運動的多層次辯證關係，讓學生能
夠逐步積累，開展具有在地主體性的思想與運動模式，突破既有的知識困境。
師資群：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劉人鵬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

林聰舜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蔡英俊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英國華威克大學比較文學理論博士

李丁讚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美國麥城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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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傳興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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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應斌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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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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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學人類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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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月岑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

李卓穎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

謝世宗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日本關西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專攻博士

古明君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美國新學院大學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社會學博士

劉正忠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顏健富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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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課群
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課群（
課群（三）：性
）：性／別研究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牽動了社會空間的動盪遷移，性別角色、互動關係、身分認同都在此
有了更為多元的發展，也衍生出豐富的論述形塑。台灣的政治解嚴及其所釋放的社會力，以
及其所灌注的國族政治、階級政治，則在這個過程中注入了新的變因和動力，也使得性別政
治成為重要的文明化與規訓力道。性／別研究重新思考性別、性、及其他社會元素的相互關
連與操作，及其在消費、再現等等領域中的呈現，特別是它們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變化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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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普世理論背景外，還須落實到現實脈絡中的具體實踐與真實
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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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群：

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美國喬治亞大學 語言教育博士

何春蕤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教授

丁乃非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比較文學博士

白瑞梅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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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博士

張靄珠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 戲劇研究 博士

張翰璧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會文化所 副教授

德國 Bielefeld 大學 社會學博士

黃倩玉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副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學 人類學博士

黃道明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助理教授

英國薩克斯大學 媒體研究博士

謝莉莉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助理教授

美國杜克大學 文學博士

古明君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沈秀華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英美文學博士

美國新學院大學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助理教授

Research) 社會學博士
美國堪薩斯大學 社會學博士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
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課群
博士學位國際學程課群（
課群（四）：視覺文化
）：視覺文化
視覺文化為文化研究範疇裡新興的整合研究領域。隨著現代都市的發展，傳播媒體、娛樂工
業與電腦網路的發達，繪畫、攝影與印刷圖像，建築、雕塑與空間設計，電影、電視、戲劇
與各種表演，還有無處不在的靜態與動態廣告等所構成的視覺文化，既是現代文化鮮明的表
現形式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作用，交織定義個人與群體的生活意義與身分認同。
本課群結合台灣聯大系統在電影研究、藝術研究以及戲劇與表演研究三個領域優越的師資，
提供 1、視覺藝術形式與歷史，2、當代視覺文化重要議題二方面的課程，以培養知識與分析
能力兼備的視覺文化研究人才。
師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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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博士學位學校和系所

馮品佳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 Wisconsin-Madison 大學 英文系博士

劉紀蕙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張靄珠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 戲劇研究博士

白大維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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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國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余君偉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

林文玲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副教授

德國哥廷根大學 人類學系哲學博士

陳傳興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 語言學博士

曾少千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美國愛荷華大學 藝術史博士

林文淇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副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比較文學博士

周慧玲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 副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 表演學研究所博士

段馨君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謝世宗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教授

法國法蘭許．貢提大學 藝術史博士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戲劇劇
場系博士
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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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二：2006 年文化研究 12 單位合作簽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Following Named Institutions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angalore
Cinema Studies Department,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Seoul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in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Department of English,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Graduate Program in Culture and Gender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To develop an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bove-named institutions have agreed to the following:
1.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the
above-named institutions will foster:
a) student and academic staff exchanges;
b)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c) exchanges of academic material.
2.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above-mentioned activities, a detailed plan may be agreed to upon
consultation between any two or more institutions.
3. It is implicit that each and every activity undertaken under this agreement is ap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at each institution and must fall within ea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and fis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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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s.
4.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on and after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by the under-sign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bove-named institutions, and shall remain in force until any party wishes to
terminate.

In order to terminate, a written notice must be issued one year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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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s: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http://hss.nthu.edu.tw/~apcs/index.html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http://www.cul-studies.com/zlzx/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angalore
http://www.cscsban.org/
Cinema Studies Department,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Seoul
http://www.knua.ac.kr/new2005/eng/school_film/2_cinema.asp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in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http://www.iii.u-tokyo.ac.jp/english/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http://www.cl.nthu.edu.tw/#
Department of English,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http://english.ncu.edu.tw/about/dept/intro_e.htm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http://www.srcs.nctu.edu.tw/
Graduate Program in Culture and Gender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http://ycgs.yonsei.ac.kr/main/
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http://cla.shu.edu.cn/deptMess/Cultural/cul_Index.htm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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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n.edu.hk/ihss/c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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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亞際 18 個文化研究單位及學術中心簽約，推動國際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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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附件四：亞際文化研究機構聯合會（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成立草案，
成立草案，預計 2010 年 2 月簽訂

Acade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Setting Up a 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Among the
Following Named Institutions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Center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enter for Film and Cultur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angalore
Cinema Studies Department,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Seoul
Cultural Studies in Asia, PhD Progra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in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Institute,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eoul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Department of English,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Humanities, BRAC University, Dhaka
Department of Gender and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ydney
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Faculty of Huamanities,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Jakarta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Graduate School of Core Ethnics and Frontier Sciences, Ritsumeikan University,
Kyoto
Graduate Program in Culture and Gender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eoul
Institute of Korean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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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ebruary 2010,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institutions have agreed to
work collectively towards setting up a 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Consortium is:
1.
2.
3.
4.

to develop an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o facilitate student and academic staff exchanges;
to promote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
to design joint post-graduate courses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and
5. to work towards joint post-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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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附件五：國際學程之共同學位授與與學生、
國際學程之共同學位授與與學生、學分互換計畫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PROPOSAL TO SET UP AN
INTER-ASIA PH.D. IN CULTURAL STUDIES

Collaborating institutions:
BRAC University, Dhaka, Bangladesh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 Society, Bangalore, India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Seoul, Korea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entral University, Jongli, Taiwan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Ritsumeikan University, Kyoto, Japan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Tokyo University, Tokyo, Japan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Jakarta,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Sydne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The purpose of this initiative is to:
• Create an Inter-Asian MA/Ph.D. in Cultural Studies that is recognized and valida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consortium, comprising Universities and other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Asia;
• Coursework in all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with the eventual target of being made available to
any student in any of the collaborating institutions;
• Collaborative Readers, published on specific themes/methodologies/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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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rrangements for shar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 Share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 A common credit structure;
• Co-supervision and doctoral committees for all registered Ph.D. students across the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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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AL TO SET UP AN INTER-ASIA PH.D. IN CULTURAL STUDIES
Preamble: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began in 1998 as a transborder collective attempting to think
through Inter-Asia cultural politics, and to investigate methodologies for cross-regional debates. As
the editorial statement of the IACS journal states, the need for such debates originally arose
following the pervasive rhetoric of the 'rise of Asia', complicated by the region's colonial past, and
the need to critique the rhetorical unities of both terms: the 'rise' and of 'Asia'.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collective has run a journal, conducted bi-annual conferences, and
organized numerous other events that have furthered the questioning of available sites of
identification, and assembled alternative frames of reference within which to interrogate the
‘culture’ question. IACS has published perhaps the definitive body of work on, and out of, Asia,
moving across national and regional divisions, across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and across forms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IACS can validly claim to have accumulated and published a
significant body of writing that actively engages with local cultural politics within an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mpacted by a global cultural industry, new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visual, virtual and financial
representation. This achievement forms a crucial frame upon which the next step will be based.
Apart from academic work, an additional component of the IACS movement has been to work with
institutions across Asia: to facilitate, and empower, both institutions and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within the Asian region. It has served as a key link between critical groupings, building connections
with journals and groups in different locales, ensuring that neither linguistic divisions nor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would restrict trans-regional debate and discussion.
Milestones in the Career of IACS:
In the past decade, IACS has accumulated a body of work directly out of Asia, which would not
have been produced without the journal as a vehicle for generating knowledge. Some of the
representative essays are collected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 2007). Some
of the special issues have been regarded as breaking new grounds with highly original work. In
addition to the ten volumes of essays, IACS has organized six larger scal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s (1998 in Taipei, 2000 in Fukuoka, 2004 in Bangalore, 2005 in Seoul, 2007 in
Shanghai and 2009 in Tokyo). In 2005,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was formed, based
in Seoul, with the clear purpose to extend and enlarge participation by constructing a platform for
younger intellectuals to come together. The 2007 Shanghai Conference was the first IACS open call
for panel conference and the 2008 Seoul Summer Camp was the first gathering design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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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students. Both initiatives will, hopefully in future, engender friendships (networks) for a
next generation so that exciting and unpredictable intellectual work may emerge to break through
existing problematic conditions of knowledge. Active members of the IACS network across the
region have organized many related activities, such as conferences, workshops, lectures, public
forums, etc. Knowingly or not, the IACS network has also facilitated other forms of interaction,
among which is the conference for East Asian Critical Journals. IACS is allied with the Inter-Asia
Graduate School of NGO Studies based in Sung Kong Hoe University, Seoul. Adding all the links,
groupings and events that have spun off from the network together, IACS has found itself in the
middle of a “movement” that is often both expanding and organic in its growth. Perhaps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IACS itself has become a small movement, whic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arger intellectual movement towards the integration of Asia and eventually to contribut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2006 Taipei MOU:
On January 12, 2006,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as signed in Taipei between the following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ions: the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 Society (Bangalore) , the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in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the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he Graduate Program in Culture and Gender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and
the 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The purpose of this Memorandum was to develop an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o facilitate student and academic staff exchanges,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 Since 2006,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major developments,
both within nations and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which have extended the 2006 Memorandum.
The IACS conferences already held in 2004 (Bangalore) and 2005 (Seoul) were significantly
extended with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in Shanghai University 2007 and at the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in 2009, and future Conferences have been planned in Dhaka and Singapore,
that will se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members of all the abovementioned institutions. There have
also been several new additions to that list, crucially the Dept of Sociology in th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and Graduate School of NGO studies,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eoul), the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Seoul), and the Cultural Studies in Asia PhD progra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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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this has been that several of the above institutions have started
offering ‘Inter-Asian’ academic courses, which use the transborder methodologies followed by
IACS academics. Several courses in Asian Universities also include texts published in the IACS
Journal and the Reader as a part of their curriculum. One specific further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instituting in 2008 of the Ph.D. programme titled Cultural Studies, affiliating with the Asia at th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inally,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domestic academic consortia envisaged that would directly feed into the proposed Inter-Asia
Consortium: in Taiwan, the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he Central University, Jongli, and the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have initiated a procedure to set up a Cultural Studies consortium.
In Korea, the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SungKongHoe University, and Yonsei University
plan to set up a similar consortium, and in India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 Society,
Bangalore, the Centre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Kolkata, and the English and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Hyderabad, expect to begin their consortium in 2009.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Consortium: In July 2009, at the Tokyo Inter-Asia Cultural
Typhoon 2009, it was agreed that the Taipei MOU would now be expanded into a full Consortium
of signatory institu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consortium is as follows:
6. to develop an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7. to facilitate student and academic staff exchanges;
8. to promote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
9. to design joint post-graduate courses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and
10. to work towards joint post-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This consortium will be headquartered at the 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and formalized there in February 2010. Membership to the Consortium will be open to all
Asia-bas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is could include both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academic/quasi-academic institutions validated by Universities. If University-based, concerned
Members should ideally be named by Department: so different Departments even within a single
University will be treated as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following the format of the 2006 Taipei
MOU).
The Next Step: An Inter-Asia MA/Ph.D. in Cultural Studies
As a seminal further step along the career of the IACS Consortium, it is now proposed that a new
initiative be set up: a cross-institutional MA/Ph.D. programme recogniz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pan-Asian academic consortium, comprising Universities and other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Asia. It
is further proposed that the consortium facilitates the assembly of coursework in all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which will be made available, as far as possible and in a gradual fashion, to al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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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any of the collaborating institutions. Further, that the concerned programme assembles a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comprising the theses submitted, the research emerging from the
consortium, and the courses on offer.
Rationale:
In academic terms, the IACS initiative to date has published significantly enough to pioneer a new
set of directions for academic work in Asian Cultural Studies.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law and sociology/anthropology along with media studies, and
historical concerns effectively spanning the 20th C. in most of North East, South East and South
Asia, as well as initial work on West and Central Asia, makes for a critical resource that is capable
of taking the next step in its academic formalization.
Institutionally, IACS members have been key representatives of some of the leading Universities,
academic departments and research centres through Asia. They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several
exchanges that have characterized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re able to bring their
Universities to recognize the impact that IACS work has had on academic curricula in these regions.
Already, several Asian Universities are already hosting ‘Inter-Asia’-type courses and programmes,
some directly conducted by members of the original collective, but also autonomously Cultural
Typhoon project (based in Japan, starting in 2002),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Taiwan (based in
Taiwan, starting in 1998), and others.
Administratively, as already shown, the IACS network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to now include the
IACS Society, which conducts the annual Summer Camps and the biannual IACS Conferences, all
of which have all now become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Asian academic calendar.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or the proposed MA/Ph.D.
The mechanism will be as follows:
Recognition/Validation of the MA/Ph.D.:
All Members of the Consortium will agree to recognize the Inter-Asia MA/Ph.D. Programme.
There will be two kinds of members: one, Universities/Research Centres with existing MA/Ph.D.
programmes that are capable of validating the Inter-Asia MA/Ph.D.,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at
do not have existing systems but require from the Consortium a validation procedure. In the first
instance (of existing MA/Ph.D. programmes), to join the consortium it is necessary for such
Universities/Research Centres to also validate the Inter-Asia MA/Ph.D. Programme. In the instance
of institutions that wish to join the consortium but do not have a validation mechanism in pla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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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rtium will attempt to acquire the required validation process through one of the existing
member institutions.
Student Admission:
All students admitted by any member of the Consortium under the Inter-Asia MA/Ph.D.
Programme will be able, over time, to access the academic resources of all other member
institutions. While the members will be able to charge fees as per their own procedure (which
means that fees charged in different locations may vary, depending on locations and the nature of
resources on offer) a standard fee will be charged by the Consortium of all students registering with
the Consortium.
Academic Resources:
The Members of the Consortium will organize to have a consolidate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which
will include all material required for coursework in any of the member institutions. It will also
include the inter-Asian research outputs of the member institutions of the Consortium and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all graduating students. As far as possible, this repository will be available
for free downloading, but wherever copyright restrictions exist, it will be available as
password-protected material.
Executive and Steering Committees:
All Member institutions will have an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 to form an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the MA/Ph.D., from whom will be elected a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ree, who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aspects of the Inter-Asia Ph.D.
1. Inter-Asia MA/Ph.D. Courses:
All member institutions offering courses will make these courses available to students of the other
institutions.
Course content: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for this entire programme is the fact that the IACS
collective has, over the years, assembled a substantial body of writing that displays what we could
broadly call an Inter-Asia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writing on a range of topics demonstrating
a set of ke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oncerns. The assumption is that Inter-Asia MA/Ph.D. courses
will therefore not be just any courses already on offer, but will have significant pan-Asian interest.
It is also further assumed that, in its initial stage, the courseware will primarily use existing writing
that will be made available across regions through translation.
99

Making Courses Available: This component is perhaps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difficult of the
entire MA/Ph.D. programme. All member institutions will make their courses available to students
from the Consortium. This crucially means that courses will, at the least, have to be available
in English as well as in one other language: which includes a combination of translation,
subtitling and uploading of course content and references.
Courses will therefore be made available in a form that specific members feel most comfortable
offering: which include courses only through physical attendance, through broadcast forms, online
through offering course timings, courses students can do in their own time at at chosen levels,
including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these.
All issues to do with how courses are accessed are left to the concerned Member institutions,
although the IACS Consortium will attempt to financially support this component in two ways: (1)
Through financial support to make a course available (including translation costs, technical support
etc), as well as financial support to students to travel to other regions to take courses.
Seminar courses and Multi-locational Collaborative Courses: Apart from standard courses on offer,
active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offer new cutting-edge courses across regions, institutions and
disciplines. These could be online seminars, lecture courses or collaborative projects, offered for
credit.
Course Validation/Credits: All courses, and related academic activities, on offer under the
Inter-Asia MA/Ph.D., duly validated, will be offered credits. A mechanism will need to be
assembled by which credits are assigned to specific courses.
The Consortium will assemble a Credit Bank, under which all stud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any
course can automatically accrue credits.
Reader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will collaborate to assemble transcultural readers on selected
issues with wide interest, on which either new thinking has happened or important older traditions
have not been disseminated. Relevant topics include: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cluding Social
Movements, Form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etc.), Conceptual Flows in Asia, Gender and
Sexuality, Cinema and Popular Culture, Migration, Diaspora, Transnationalism, Country and the
City, Cybercultures,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c. Initially publication will be planned in
English,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2. Admission procedures:
Students will be admitted by Member institutions as per their standard procedures. However,
students admitted to the Inter-Asia MA/Ph.D. will form a distinct cohort. Although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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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will charge student fees as per local priorities and there are likely to be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the fees on offer, once the student is admitted,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ensure an
equality of resources.
Summer Camp: Every year, all the students of the Inter-Asia MA/Ph.D. will be required or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a Summer Camp, which will also deal with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related issues,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nly face-to-face contact that all students will have.
3. Guidance:
Any faculty member from a Member institution qualified to guide an Inter-Asian MA/Ph.D. student
would have to have been validated by any of the Universities recognizing the Inter-Asia MA/Ph.D.
programme.
4. Student Defences:
Final student defences will be public, and broadcast online. Otherwise, they will follow the
conventions of their parent Universities. A copy of all completed MA/Ph.D. theses will be
deposited in the Inter-Asia Ph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free download.
5. Archiving:
The entire MA/Ph.D. programme, including courses, readings, research, MA/Ph.D. theses,
online chats, broadcasts and podcasts, faculty lecture notes (where available), student
assignments, will need to be archived. A significant technical backbone would be the major asset
for this initiative, with appropriate checks (for password protection where necessary).
6. Funding:
While all funds required by Member institutions for their in-house expenses will be borne by the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funding is likely to be required for the following areas:
- Course building and making course content accessible: It is likely that every course, to be
made fully accessible, would need at least to have the following: (a) Translation/subtitling
costs, (b) Copyright clearance costs, (c) Technical costs for digitization of all content.
- Ongoing Student fellowships: to travel to other institutions to attend courses wherever
physical attendance becomes mandatory.
- Annual Summer Camp: Organiza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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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ariat: Administrative costs for course validation, accreditation, providing the technical
back-end for tracking student progress.
7. List of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Center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enter for Film and Cultur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angalore
Cinema Studies Department,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Seoul
Cultural Studies in Asia, PhD Progra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in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Institute,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eoul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Department of English,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Humanities, BRAC University, Dhaka
Department of Gender and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ydney
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Faculty of Huamanities,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Jakarta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Graduate School of Core Ethnics and Frontier Sciences, Ritsumeikan University, Kyoto
Graduate Program in Culture and Gender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SungKongHoe University, Seoul
Institute of Korean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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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附件六：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提案計畫

提案

台聯大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English Version)

提案單位：
提案單位：
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

2009-09-09
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執行委員會

召集人交通大學 陳光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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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召集人 何春蕤 教授
清華大學召集人 劉人鵬 教授
交通大學召集人 劉紀蕙 教授

1. Statement of Purpose
2. Background Analysis
3. Existing Advantages
4. Structure and Positioning
5. Procedure and Methodology
6.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
7. Research Focus and Teams
8. Timetable
9. Projected Budget

We propose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under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The proposal i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the six year ongoing
collaboration of the “Cross-campus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CCCSP, UST), which has been
supported by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since 2003. The purpose of this joint venture is to
continue the existing collaboration made possible by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and to
cohere and further advanc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and human resources so that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ograms on UST campuses can reach global status.

1. Statement of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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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IICS) is to be established as an institute on the level
of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The mission of the IICS is to provide a world-class focus and
resource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 growing international field of cultural studies. IICS sees
cultural studie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rontier between and beyond disciplines. Locating itself in
the nexus of Taiwa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the Asia region, and the globe, IICS seeks to
advance human knowledge beyond existing boundar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actices have to be carried out in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of the
local, the international, the regional and the global.

As a new trend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combin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ur envisioned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 (M.A. and
Ph.D.) will be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our research directions.

Through constant provision of

short-term research and teaching appointments of international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nd research
fellowship, IICS seeks to be a truly international space of encounter between Taiwa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Within UST, IICS will work in particular with the Faculti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o as to support graduate study at the highest level.

Home to a strong

international team of full-time researchers and teaching faculty, the IICS will provide support for
doctoral and postdoctor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nferences, workshops, seminars, study group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It welcomes visiting scholars who wish to conduct their research in

cultural studies and actively encourages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worldwide.

2. Background Analysis
1. As an expansive field of knolwedge, cultural studies has been globally recognized as the most
energetic and innovative academic field that aims a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Since 1996,

Crossroads in Cul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s been organized bi-annually for cultural
studies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world to come together.

Since 2002, 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has been officially established (http://cultstud.org/), indicating that
cultural studies as an internationally reputable field of study is fast growing.

2. In the Asia regio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new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eaching programs are being established: including Korea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Yonsei
University,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saka University,
Ritsumeikan University, Kyushu University), Mainland China (Beijing University, Tsing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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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hanghai Universit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Nanyang University),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Ind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Sciences), etc.

More programs ar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established.

3. In Taiwan, cultural studies began to develop in the late 1980’s, earlier than any other country or
region in Asia.

Since 1997, cultural studies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with an independent sub-discipline status (HO).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Taiwan,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1998 and has become the most energetic and
productive academic association (website: www.csat.org.tw). And all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centers
and teaching programs on UST campuses that make up the present joint project have accumulated
impressive track records in the field (see below).

In 2003, the UST cross-campus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was established and has become the basis of the envision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Website: http://www.srcs.nctu.edu.tw/cccs/index.htm). At the present moment, we still have the
vantage point to lead other similar institutions in Asia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if the IICS project
can be materialized.

3. Existing Advantages
1.

Repu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academia, in particular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ed itself to be most competitive and most visi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Over the past 10 years, among the five elected Chairs of Taiwan’s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four are UST faculty: Kuan-Hsing Chen (1998-2000), Joyce Liu (2000-2002), Yuan-horn Chu
(2002-2004), and Josephine Ho (2004-2006). The institutions involved in CCCSP have already
done pioneering work to lead cultural studies in Taiwan.

The vibrant research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itiated by the core members have already become the key players in local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latform. Below we single out some units to showcase the established
reputations.
The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NTHU, established in 1991, is recognized as the
first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 in Asia.

Through organizing a series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important publications, the Cent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odal poin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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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network.

The Center has held 8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4 inter-Asia cultural nexus forums, 25 cultural critique forums, and invited more than 50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s to Taiwan for scholar exchange.
Considered to be the foremost research collective in the field of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in
Taiwan and in Asia,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 at NCU has hosted 7 well-attend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8 large-scale domestic conferences, organized more than 35 lectures
and forums, received 20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s (including such names as Eve Kosofsky
Sedgwick, Cindy Patton, Judith Halberstam, Leslie Feinberg, Ann Bolin, Catherine Gallagher,
Minnie Bruce Pratt, Meaghan Morris, etc.) (Website: http://sex.ncu.edu.tw).
The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has been the only cultural
studies degree programs (MA and PhD) in Taiwan since 2002. It has already held 5 international
seminars on cultural studies, one international Chinese scholar seminar, and 80 interdisciplinary
lectures.

It has also organized several long-term reading groups to study emerging topics and built

the audio-visual database for academic lectures on five subjects. Institutionally, this Institute has
become a nodal point to support cultural studi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reg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beyond Taiwan.
Two Film Studies Centers in NCTU and NCU are well known for leading the field of film and
visual studies in Taiwan. The NCTU Film Studies Center has organiz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important film directors and has been active in promoting art cinema. The NCU Film Studies
Center has been publishing the only cinema on-line weekly, FunScreen (www.funscreen.com.tw) to
serve the film community and has been strong in connecting with film culture, film festivals and
research.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reputation of Taiwan’s cultural studies is
mainly upheld by these units on UST campuses.

2.

Publication Mechanisms: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UST’s Cultural
Studies component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ized, due to its strong record in publication. Most
visibly,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www.iacs.org), edited by Kuan-Hsing Chen since 2000,
and published by Routledge, the globally known trans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has become a
major journal in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journal is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ies as one of the first successful projects developed outside the
West. Since 2005, the journal has been the first journal in Asia indexed in both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and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Router: Cultural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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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edited by Yuan-horn Chu since 2005, and published by
Yuanliu, a leading Taiwan publisher,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outlet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Moreover,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 directed
by Josephine Ho, has published 25 full-length scholarly books on gender/sexuality related issues,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vanguard of cultural gender/sexuality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Asia. With these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mechanisms in place, we believe
that the envisioned the IICS will be in place to smoothly disseminate its research.

3.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Due to 1) and 2), members of the CCCSP have been the leading players in building up international
networks. On the basis of twenty years of networking, in January 2006, during the Teaching
Cultural Studies Workshop, co-organized b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as signed by 12 major institutions in Asia to collaborate and facilitate
exchange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students and faculty. These institutions include University
of Tokyo, Yonsei University, Kore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at India, etc. To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July 2009,
we have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sortium for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cluding 18
institutions (see Appendix), to be formally launched in 2010 to carry out projects like joint MA and
PhD degree programs.

We are hoping tha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Institute existing

vantage point will continue to propel the IICS to a position of leadership in scholarly research and
teaching
We believe if the elated programs, centers and faculty members on UST campuses can be
cohered into a larger framework, with consistent institutional support to further advance into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center, IICS will become the most visible leading institution in
Asia in under 5 years, because we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the track record, the
large number of faculty and researcher, and well-round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distinguished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globe (see below).

4. Structure and Positioning
1.

IICS will be a University level research institute. A management board composed of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UST University community will supervise the operation of the Institute.
An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composed of leading author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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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tudies, will actively advice the research planning, and support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A
steering committee, composed of leaders of the research blusters, will be the executive unit to carry
out operation.

2. Based in UST, IICS is a trul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which is to be reflected in its research,
teach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Cultural studies in Taiwan is advantageously placed in the

intersection of 4 major networks: the Taiwan local,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speaking world
(including places such as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Asia region (geographically connecting
Northeast Asia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globe.

IICS will thus self-consciously conduct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is physical as well as conceptual intersection.

3. The existing research centers and teaching programs involved in this project will collaborat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four research clusters will then

organize interdisciplinary and transnational research teams as well as coordinate the teaching
program: (1)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 at NCU will be in charge of sex/gender studies;
(2)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mergent Cultural Studies at NCTU will be in charge of East Asian
Modernity; (3) The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at NTHU will be in charge of
Movements and Thoughts; and (4) the Film Studies Centers at NCTU and Research Center in
Visual Culture at NCU will collaborate on Visual Culture.

5. Procedure and Methodology
1.

IICS will actively recruit internationally known scholars to join the Institute as long term

affiliates, visiting professors, research fellows or postdoctoral fellows.

In five years, three to six

full time faculty (one to two from each campus) will be appointed to carry out the mission of the
Institute. A total of 4 to 8 visiting professorship positions will be available on the basis of 6 months
or 12 months appointment each year to participate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Four to eight

fellowship will also be offered each year to work towards converting their dissertation research into
book publishing.

2. IICS’s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 (M.A. and Ph.D.) will be an expansion of the existing UST
cross-campus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see Appendix).

In addition to existing UST cultural

studies faculties who hav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who are capable of teaching in Englis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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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presence of internationally known scholars in the Institute to carry out advanced graduate
seminars will facilitate IICS to become a highly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Moreover, teaching collaboration will also be extended to researchers working in Academia Sinica
(see Appendix III). Procedure and requirements for creating this internal degree- or
certificate-oriented program will be drafted and processed in a separate document.

3.

To be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IICS’s research agenda will be conducted i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is thus committed to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s.

PhD

students in our international networks will be organized into research teams; and visiting professors
and post-doctoral fellows will be appointed on a short term basis and affiliated to specific research
teams.

4. A publication division will be established.
both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It includes journal and book series publication,

These will be carried out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to enhance visibility as well as influence.

5. IICI will actively connect with the related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ly, to exchange students and
faculty. Our existing links will be further advanced. If the IICS project will be materialized, we
propose to host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Confer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to publicize the IICS project and to further our global links.

6.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
1.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 (M.A. and Ph.D.) will be a central component of the IICS.

It

builds upon the already operating UST cross-campus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composed of at
least 60 faculty members from three different campuses.

Further extension will be made to

include researchers based in other institutions in Taiwan, such as Academia Sinica.

2.

The name of this degree program will be “MA and PhD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As

such, it will directly connect with the joint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s organized through the
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See appendix). To be part of the joint
program is to place our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 at the center of an international project.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f each individual, the enrolled students will automatically have access to th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cross the region. Internationally known scholars will be invited as vis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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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ship to teach one seminar in the program and to lead research at the IICS.

This

international feature will b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the program.

4.

In the past, research and teaching are two divided fields. Emerging new scholarly center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combine both research and teaching. The focus of the degree program will
generally correspond to the research interests of the IICS, as those who carry out research projec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eaching courses in the degree program and theses course will be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research project in each cluster.

5. Students in the degree program will be organized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IICS’s trans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s led by the IICS faculty to carry out comparative studies.

This will not only give

further hands-on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 to acquire the training of becoming scholars, but also
build up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scholars to develop this field of study.

6. This degree program will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ly to exchange
faculty and students.

Students with particular research interests will be sent to our sister

institutions to take courses or to conduct research.

For Ph.D. students, one semester of study

outside Taiwan, in the form of course work or related field research, will be part of the degree
requirement.
For details, please see a separate proposal.

7. Research Focus and Research Teams
Over the past six years of the ongoing CCCSP, we have gradually identified four research clusters
which have established visibility and credibility i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ies.
They include:

Sexuality Studies
Critical Theory and East Asian modernity
Movements and Thoughts
Visual Culture

Our strategy is to integrate these most competitive research areas into one structure, with the
hope to achieve following purposes: 1) a truly cross department and cross campus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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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ollaboration can be materialized; 2) the lesser internationalized component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3) the integration can reinforce the strength of each
existing research cluster to reach higher level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4) the conditions of
new mod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can emerge to generate alternative model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The focus of each research cluster is briefly described below:

Sexualit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has radically destabilized and
transformed social space. Gender roles, relations of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 have become multiplied
and have generated rich discursive formation. The lifting of marshal law in Taiwan and its
consequent releasing of social energies, including its cultivated nationalist and class politics, are
injecting new forces and new variables into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have made sexual
politics important civilizing and disciplinary power. Our vision for sexualities studies is to rethink
the interrelation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gender, sexuality and other social forces expressed in
the arena of consum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while highlighting the changing lo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research team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sposition of sexual politics in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terms. Focusing on the problematic of power/knowledge, it emphasizes historically the
agency of the subject and the grass-root movement, as well as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of the legal,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background of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it insists on
the necessity to locate object of study in concrete practices and voices emerging in real context.

Critical Theory and East Asian Modernity: Modern history in East Asia is shaped by the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which in turn influence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identity. Problems of East Asian modernity, such as Northeast Asian statism,
controversy ove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borders, knowledge translation and the task of
subjectification, bio-politics, legal instit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concepts, political event
and language structure, historical writing and structure of emotional memory, and state violence; all
have to b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xpansion of imperial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East Asia.
“Critical Theory and East Asian Modernity” research team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ought by draw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issues of the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ethics, and attempt to reinterpret problematics pertinent to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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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process of East Asian modernity.

Thoughts and Mov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literary/cultural form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mmanent to the modern movement of history, have become the intellectual sources
inter-referenced in the critical thoughts of the region. On the one hand, thoughts embedded in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produced in the dynamic movement processes, mediating in the form of
poetry, novel, essays, criticism, drama, film or academic theory, have actively produced effects in
historical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movements have
constantly challenged existing modes of thoughts, forc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abstraction in
thoughts and historical reality to be more organic; that is, making thought move closer to history in
order to generate more adequate explanation of the dynamic changes.
This research team, grounded in the critical tradition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mphasize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the real changing world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with a hope
to breakthrough the existing crisis of knowledge by developing modes of thoughts and movements
grounded in local subjectivity.

Visual Culture: Visual culture is an emerging subject in cultural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y, communication media,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ternet, painting, photography,
print-image, architecture, sculpture, spatial design, film, TV, dram, performance, and static and
dynamic advertising have together formed visual culture. Visual culture, to be sure, is not only a
form of modern cultural expression

but also the most influential ideological effects, defining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identity for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his cluster gets together the best researchers in film studies, fine arts, theater and
performance studies to analyze the history and form of visual arts and issues involved in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

8. Timetable
As some of the regular operations in relation to research, conferences, and publications are already
in place and running the following timetable will only include those special steps that help build
and develop the IICS.

First year:
Set up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decision-making within th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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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various working

committees: 1.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 2. committee for
recruiting visiting professorship,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research fellow, 3. research team
planning committee, 4. budgetary committee.

Application put forwar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

Second year:
Recruiting MA and PhD students for first year enrollment.

Establishing the Consortium for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Third year:
Full-fledge operation of the IICS.

9. Projected Yearly Budget
The proposed budget will vary each year as IICS progresses.

Below is a projected annual budget.

(Budgetary projections are based on yearly estimate, NOT including possible costs for hosting the
world convention in 2010 or possible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costs for the IICS.)

Annually:
Item
visiting professors or senior
research fellows
research fellow (1-2 year
appointment)
postdoctoral fellowships

Detail
monthly stipend at

amount
10,771,380

NT$199,470/6 months/4
monthly stipend at

6,426,000

NT$119,000/13.5 months/4
monthly stipend at

4,050,000

NT$75,000/13.5 months/4
full-time assistants (MA level)

NT$34,000/13.5 months/4

scholarships for international degree NT$200,000/15

1,836,000
3,000,000

program studen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3 per

5,000,000

year), colloquia (12 per year) a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s (2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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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including editing and printing

3,000,000

equipment

office equipment, computer

3,600,000

equipment, audio-video
equipment, remote
conferencing equipment
Miscellaneous

office supplies, printing,

400,000

communication, reception
總計

38,083,380

Founding Source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al Affair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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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次系務會議紀錄(
紀錄(節錄)
節錄)
時

間：98 年 10 月 05 日（一）16 時 30 分起-18 時 30 分

地

點：科二館 345 會議室

召 集 人：郭主任良文
出席委員：張玉佩、林崇偉、李美華、陶振超、魏玓、林照真、許峻誠、黃靜
蓉（請假）、林慧斐、張明傑。
列

席：鍾心瑜

紀

錄：郭賀翔

甲、討論事項：
提案四：
提案四：申請 100 學年度傳播與科技學系數位媒體
學年度傳播與科技學系數位媒體碩士班
數位媒體碩士班，
碩士班，請討論。
請討論。
決議：
決議：通過，同意 10 票，不同意 0 票。計劃書提送院務會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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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
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紀錄(節錄)
節錄)
事 由：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
時 間：98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
星期三)中午 12:
12:10~
地 點：科學一館 110 室
主持人：
主持人：莊英章院長

記錄：范美華
出席者：蔡石山講座教授、副院長曾華璧教授、莊雅仲系主任、郭良文系主任、黃紹恆教授、
林文玲副教授、林欽榮副教授、簡美玲副教授、連瑞枝副教授、林秀幸副教授、魏
玓副教授、張玉佩助理教授、段馨君助理教授、潘美玲助理教授、陶振超助理教授、
呂欣怡助理教授、劉大和助理教授林照真助理教授、許維德助理教授、林慧斐助理
教授、黃靜蓉助理教授、許峻誠助理教授、張藝曦助理教授、張明傑助理教授、柯
朝欽助理教授
列席者：助理：林峻如、鄧雅嬪、鍾旻秀、郭賀翔、鍾心瑜、王鈺涵
學生代表：人社系學會副會長謝怡萱、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學會會長簡鑫儀
請

假：蔣淑貞副教授、林崇偉助理教授、李美華副教授、羅烈師助理教授、李翹宏助理教授、
蔡晏霖助理教授

壹、報告事項(節錄)
四、10 月 21 日院級空間規劃小組會議決議事項：
1.傳科系擬申請成立數位媒體碩士班使用的空間，建議維持至二樓原規畫
之碩士班學生使用的空間；碩士生研究室、研討室與所學會辦公室，可
與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共用。
2.同意 S404 室(原國際客家研究中心空間)由傳科系傳播與科技研究中心使
用。
3.有關原保留給 EMBA 共七間研究室之空間，決議分配給兩系各兩間，其餘
三間由院統籌使用。

貳、

討論事項：

二、「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數位媒體碩士班」申請成立案。（請參考附
件三）
決議：本案通過，送校審查。

參、散會：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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