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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紀錄 
 
時  間： 99 年 11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2時正 

地  點： 第二綜合大樓 8樓國際會議廳 

主  席： 陳力俊校長                                    記錄：姜乃榕 

出(列)席：應出席人數 94 位，實際出席人數 73 位（詳如簽名單） 
                       

壹、報告事項 

一、校長：循例向與會委員報告校務年報，其內容及重點除請參閱書面說明外，

謹再就年報內容擇要補充。 

(一)2010 泰晤士報世界大學排名(THE)，本校名列 107 名，首度躍居臺灣

各大學之首，格外令人欣喜，因本次評比將學校規模及未設醫學院等

因素納入考量，對本校而言，為實至名歸之結果，然於名校激烈競逐

中要立穩一席之地，仍有賴大家一起努力。（校務年報內容請參見書

面資料或網址：
http://secretary.et.nthu.edu.tw/userfile/file/old_meeting/meetin

g1/991103.pdf） 

        (二)國內多項學術獎項，諸如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科會學術攻頂計畫、教

育部國家講座及學術獎、中研院年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等，本校教師均

表現優異，可謂居半龍頭地位，誠屬不易，希望能繼續維持。 

        (三)繼 5月份核工系李偉德校友首開高額捐款風氣之先，多功能體育館「百

人會」募款活動，相繼在校友間掀起熱潮，盛況空前，充分展現本校

校友實力及高度向心力，目前已募得 1.16 億元，續朝 1.5 億目標邁

進。 

        (四)11 月 1 日召開記者會，正式對外宣布「清華百歲慶、五五百大進」百

週年校慶活動開始起跑，並感謝 73 級物理系謝宏亮校友，慨捐其珍

藏之羅丹大型銅雕「沉思者」，作為百週年校慶賀禮，並承諾負責搬

遷及安裝完成，愛校之情溢於言表，相信「沉思者」公開展示後，定

將成為清華重要的藝術地標。 

        (五)本校辦學績效普獲社會各界認同，以多項實質贊助給予肯定和鼓勵： 

1.東和鋼鐵集團侯貞雄董事長以個人名義，捐款 2億元成立「侯金堆講

座」，協助學校延攬及留任傑出師資。 

2.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加碼捐贈 1億元，供學習資源中心（旺宏館）

內部裝修之用。 

3.匿名善心人士捐助 1億 7仟萬元襄助興建生醫科學館，目前工程構想

書已獲教育部審查通過。 

        (六)陸生三法通過，預計下學期將開放招收陸生及雙聯學位等人才培育管

道，惟變革之初仍有所限制，俟配套措施成熟後會逐步擴大實施。 

1.本校率先與北京清華達成校級雙聯學位共識，每年共同培育 10 名碩

士生，請各院系（所）參酌相關辦法，積極洽談院系級協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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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招收陸生人數以核定各學制招生名額 2%為原則，目前暫估碩士

班 32 名、博士班 9名，各學院分配有保障名額。 

        (七)感謝總務處及學務處聯手推動校園清潔方案，分別號召職技同仁及動

員大一新生撿拾垃圾，校園環境有顯著的改善，籲請更多師生加入。 

二、鄭建鴻學術副校長 

        (一)9 月中旬如期向教育部提送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初審計畫書，

預計 12 月公布初審結果，明年 1月底前繳交複審計畫書。 

        (二)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本校參採申請

條件及人數限制之規定，提送 92 位推薦名單，刻正由國科會審查中。 

        (三)上揭獎勵措施將對校內現有獎勵制度產生若干影響，目前研發處、教

務處等正著手研議修訂相關辦法。 

        (四)人事室按校務會議決議，研擬本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及審議辦法草

案，刻經相關程序審議中，希望能提下次校務會議討論。 

    三、葉銘泉行政副校長 

        (一)校內重大工程進度： 

1.教學大樓（台達館）大部分工程已進入完工收尾階段。 

2.學習資源中心（旺宏館）預計明年 3、4月間完成土建工程。 

3.學生宿舍（清齋）工程進度稍有落後，總務處已督促廠商全力施作，

預計明年 9月進住。 

        (二)目前規劃中的工程： 

1.校友紀念體育館細部設計即將定案，近期辦理建造執照請領作業，俟

建照取得後即辦理發包作業。 

2.生醫科學館工程構想書業於 10 月底獲教育部審查通過，目前積極辦

理建築師評選，力求縮短時程，以符捐款人對工期的要求。 

3.考量生物科技館輻射污染建築物拆遷程序冗長，10 月 19 日經校務發

展委員會議通過綠能館換址至原科中心現址。 

4.學人宿舍修正後構想書再度報部，應可順利進行。 

5.創新育成大樓「PCM 標」招標程序近期將啟動。 

6.宜蘭園區已進行整地工作。 

        (三)本校百週年校慶已正式開跑，從今（99）年 11 月起至明（100）年 12

月底訂為「校慶年」，期間將結合校慶主題舉行一系列慶祝活動，如國

內外研討會、大學校長論壇、各系所及學生社團活動等；另外，兩岸

清華也將聯手舉辦多項校級、教師及學生的活動。 

貳、各委員會報告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王茂駿主任秘書報告） 
依據 99 年 10 月 19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提送四個討論案至本會審

議。 

二、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呂忠津主席報告） 

    （請參見附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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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各單位業務報告（請參見附件資料） 

肆、選舉 99 學年度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及議事小組新任委(成)員 

說明：「選舉投票」名單如附件一，正式選票會場發送。  

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35 人 

當然委員：校長、2 位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

長、主任秘書、共教會主任委員及各學院院長，計 17 人 

續任委員：周碧娥、張兗君、張寶塔、許健平、連振炘、葉孟考，計 6人

學生委員：洪柏璿、周慶昌，計 2人 

新改選委員：10 人 

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7人 

續任委員：王炳豐、賴志煌，計 2人 

新改選委員：5人 

議事小組成員：7人 

當然委員：主任秘書，計 1人 

續任委員：葉銘泉，計 1人 

新改選委員：5人  

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委員：9人 

當然委員：總務長，計 1人 

續任委員：王俊秀、李  敏、曾晴賢、趙蓮菊，計 4人 

學生委員：陳威呈、周慶昌，計 2人 

新改選委員：2人 

選舉結果：1.由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呂忠津主席及王茂駿主任秘書負責

監開票作業。 

          2.各常設委員會委員已順利選出，將待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

徵詢當選人意願後，再將確定名單上網公告。 

伍、核備案 

一、案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指定委員續任案，提請同意。 

說明： 

(一) 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遴聘：本會設置委員十二

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委員由學術及行政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主任秘書、會計主任及校長指

定之代表組成之，其中不兼行政職務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三分之

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人士參與，委員任期二年，由校長遴選經校

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二) 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任期已於 99 年 6月 30 日屆滿。當然

委員於 8 月份新舊主管交接後確認，指定委員於 99 年 8 月 4 日業

經校長同意續聘，任期自 99 年 8月 1日起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止。 

(三)  詳列指定委員名單如下：余怡德教授、施純寬教授、李寬容教授、



  4

黃居正教授、王俊秀教授。 

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無異議通過核備。 

 

陸、討論事項 

一、案由：國立清華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修正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國立清華

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配合修正。 

(二)  本案經99年10月19日99學年度第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及「國立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

點」。 

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通過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修正案(如附件二)，依程序陳報教育部核

定。(贊成 58 票、反對 0票) 

 

二、案由：為因應業務發展需要，擬成立一級單位「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並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六條及附錄乙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教育部為強化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營運單位之永續經營能力，希望各

校設置專責之產學營運中心；另依據教育部 99 年 4 月 26 日台高

(三)字第 099006224B 號來函規定，略以…「各校須已完成校內產

學營運組織法制化始得請領大專院校產學合作績效激勵方案計畫

第二期款」。 

(二) 本案已經 99年 10月 19日 99學年度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

過；檢附組織規程修正對照表。 

提案單位：研發處 

決議：通過成立一級單位「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並修正組織規程第六

條及附錄(如附件三)，續依程序陳報教育部核定。(贊成 63 票、反

對 0票) 

 

三、案由：本校專任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五條之一增列第三項一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回歸大學教育本質，並發展多元化教師以符合學生多樣化之需求，

研議將本校教師升等制度增列評量類型，亦即分別依「研究」、「教

學」及「服務」等面向配置不同之比重，設計不同之評量方式以評

量教師之升等。該案業經本校 98 學年度第 5次校教評會決議，由謝

小芩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邀請理學院古煥球院長、工學院賀陳弘

院長及科管院黃朝熙院長共同研擬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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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爰上，研議本校教師升等評量類型會議已分別於本（99）年 3月 25

日及同年 4 月 8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再邀請唐傳義教務長參加)。上

開會議建議法規條文修正為：為期以不同方式評量教師升等案，於

校級規定明訂法令依據，供本校各系(所)、院級單位據以遵行。爰

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五條之一增列第三項，為：「為鼓勵教師

之多元成就，申請升等教師如在教學、服務或研究等面向，任一項

有傑出成果時，得申請加重該項審查比重；惟任何一項比重不得低

於百分之二十，至多可達百分之六十。」。 

(三) 本提案並經本校 99 年 5 月 18 日 98 學年度第 10 次校務會報討論，

決議如下： 

1.建議服務應包含輔導面向；申請加重審查項目應提有具體事證供作

參考。 

2.請教務處調查在升等現制下，各院不同領域教師升等狀況，俾供校

教評會參酌。 

3.本案請依討論意見修正後，依程序送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四) 本修正案業經本校 98 學年度第 8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惟

系級及院級單位可自行決定本案是否施行；檢附本校專任教師升等

審查辦法第五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提案單位：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擱置動議】：本案擱置不討論。(張士欽委員) 

 決議：未通過。(贊成 16 票、反對 23 票) 

【修正案一】：刪除第三項：「…；惟任何一項比重不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至多可達百分之六十。」之文字。(林士傑委員) 

 決議：通過。(贊成 33 票、反對 6票) 

【修正案二】：刪除第三項：「為鼓勵教師之多元成就，…」文字，並將第

二、三項次序交換。(張祥光委員) 

 決議：通過。(贊成 49 票、反對 0票) 

【修正案三】：第一、三項：「…服務(含輔導)…」修正為「…服務與輔導…」。

(陳信文委員) 

 決議：無異議通過。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四)。(贊成 47 票、反對 0票) 

 

四、案由：修正本校專任教師評量辦法第二、十條，提請審議。 

說明： 

(一) 為回歸大學教育本質，並發展本校教師之多元化成就，以符合學生

多樣化之需求，研議將本校教師升等制度增列評量類型，亦即分別

依「研究」、「教學」及「服務」等面向配置不同之比重，設計不同

之評量方式以評量教師之升等。該案業經本校 98 學年度第 5 次校教

評會決議，由謝小芩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邀請理學院古煥球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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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賀陳弘院長及科管院黃朝熙副院長共同研擬草案。另，審視

本校專任教師評量辦法，亦應考量多元評量類型，即參照上開教師

升等審查辦法之修正規定，於條文中訂定相關條文。 

(二) 本案並經本校 99 年 5 月 18 日 98 學年度第 10 次校務會報、同年 6
月 24 日本校 98 學年度第 8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審議通過。檢附修正

對照表。 

    提案單位：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1.第二條第一項：刪除「…；惟任何一項比重不得高於百分之六十」

之文字。（贊成 31 票、反對 7票） 

2.第十條：無異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五) 

 

五、案由：工學院「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計畫書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原案經 96 年 12 月 28 日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97 年 5 月 7 日校務

發展規劃顧問委員會通過，並依 97 年 11 月 12 日校內 2次協調會議

結論及校長核示辦理，復經 98 年 5月 14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98 年

6月 9日校務會議通過，99 年 6月教育部審查結果緩議。 

(二) 本修正案經 99 年 10 月 4日 99 學年度第 1次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及 99 年 10 月 19 日 99 學年度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三) 檢附國立清華大學 101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

程計畫書(詳附件六)。  

(四) 再審申復說明表詳如附件六-1。 

提案單位：工學院 

    決議：通過，依程序提報教育部審查。（贊成 26 票、反對 8票） 

 

六、案由：人文社會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申請 101 學年度增設博士班乙案，提

請審議。 

說明： 

(一) 依人文社會學院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辦理。 

(二) 案經 99 年 10 月 7 日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及 99 年 10 月 19 日

99 學年度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三) 檢附99年 10月 7日 99學年度第1次人社院院務會議紀錄及台文所

申請 101 學年度增設博士班計畫書壹份(詳附件七)。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決議：通過，依程序提報教育部審查。（贊成 40 票、反對 0票） 

 

柒、臨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6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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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 

99.11.02 

 

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 業務報告 

一、有關「校務會議決議執行之監督」： 

（1）有關 98 學年度第 3次校務會議決議請本會應於明年（100）一月前，就校

長續任徵詢方式研擬統一作法：本會正在進行研擬作業辦法草案，將於明

年一月提送校務會議討論。 

（2）有關 98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決議本校相關單位應研擬教師違反學術倫

理處理要點：目前相關單位仍在進行研擬中。 

二、校務基金收支報告： 

（1）年度校務基金部份(會計室提供資料)： 

業務收入 3,598,948,191 元

業務外收入 301,640,547 元

業務成本及費用 3,933,470,047 元

業務外費用 209,975,235 元

 

 餘絀(99.9 月底) -242,856,544 元

基金保管 

(現金結存) 
各銀行存款 99.9(含其他準備金) 2,985,818,348 元

（2）有關本會聘請外部會計師協助稽核校務基金運作情形第三份報告書。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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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永鑫會計師事務所協助國立清華大學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 

稽核校務基金運作情形報告 

一、稽核目的 

協助貴校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校務基金運作現況，提供查核報告及諮詢服

務。 

二、稽核範圍 

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20 條規定「經費稽核委員會」之

任務辦理稽核。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行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各項經費收支及現金出納處理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校務基金年度決算之稽核。 

（五）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良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六）校務基金經濟有效利用及開源節流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當年度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前年度

者，不在此限。 

三、稽核方式及經過 

（一）整體開源節流建議方面 

1、依 96 至 98 年度各項費用決算數分析表，98 年度各項費用 5,377.55 百萬元，

較 97 年度各項費用增加 168.54 百萬元，約 3.24%，主要係一般服務費增加

148.16 百萬元(約 15.19%)等因素所致；97 年度各項費用 5,209.01 百萬元，較

96 年度各項費用增加 270.12 百萬元(約 5.47%)，主要係一般服務費增加 58.03

百萬元(約 6.33%)、用品消耗增加 65.38 百萬元(約 10.55%)等因素所致，各項

費用 3年度決算數及變動金額、比率彙列如下表。 

國立清華大學 

96-98 年度各項費用決算數分析表 
單位：百萬元 

比較增減 
科目名稱 96(A) 97(B) 98(C) 

(B)-(A) % (C)-(B) % 

一、用人費用 1,402.95 1,385.92 1,387.36 (17.03) (1.21) 1.44 0.10 

1.正式員額 841.21 880.94 878.62 39.73 4.72 (2.32) (0.26)

2.聘僱及兼職人員 230.77 186.50 182.67 (44.27) (19.18) (3.83) (2.05)

3.其他 330.97 318.48 326.07 (12.49) (3.77) 7.59 2.38 

二、服務費用 1,871.20 2,012.39 1,913.66 141.19 7.55 (98.73) (4.91)

1.水電費 130.06 149.37 184.11 19.31 14.85 34.74 23.26 

2.旅運費 154.93 183.53 182.68 28.60 18.46 (0.85) (0.46)

3.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273.02 301.65 165.45 28.63 10.49 (136.20) (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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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服務費 917.30 975.33 1,123.49 58.03 6.33 148.16 15.19 

5.專業服務費 327.03 326.58 180.78 (0.45) (0.14) (145.80) (44.64)

6.其他 68.86 75.93 77.15 7.07 10.27 1.22 1.61 

三、材料及用品費 650.44 711.56 659.10 61.12 9.40 (52.46) (7.37)

1.用品消耗 619.43 684.81 644.10 65.38 10.55 (40.71) (5.94)

2.使用材料費 31.01 26.72 15.00 (4.29) (13.83) (11.72) (43.86)

四、租金與利息 55.07 66.39 75.29 11.32 20.56 8.90 13.41 

五、折舊、折耗及攤銷 619.37 663.64 793.15 44.27 7.15 129.51 19.52 

六、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救助(濟)與交

流活動費 
335.02 355.41 373.34 20.39 6.09 17.93 5.04 

七、其他 4.84 13.70 175.65 8.86 183.06 161.95 1,182.12 

合         計 4,938.89 5,209.01 5,377.55 270.12 5.47 168.54 3.24 

附註：小數點第 3位捨去 

2、98 年度各項費用彙計表-服務費用-修理保養及保固費，預算數 305.21 百萬元，

決算數 165.45 百萬元，較預算減支 139.76 百萬元，比率約 45.79%，據說明係

98 年度審計部查核通知特別預算不可支應設備修護費，故 98 年度修護費預算

有巨額賸餘。經查該科目 98 年度決算數較 97 年度（301.65 百萬元）減少 136.20

百萬元，比率約 45.15%，除「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增加 1.21 百萬元外，

其餘各科目均為減少（詳表 1），其中「機械設備修護費」、「一般房屋修護

費」科目兩年度金額差異頗大，且占各年度整體「修理保養及保固費」之比率

差距亦大，似與科目特性不符，已列入建議。 

表 1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明細表 
單位：百萬元 

科    目 97 年度決算數(A) % 98 年度決算數(B) % (B)-(A) %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301.65 100.00 165.45 100.00 (136.20) (45.15)

  土地改良物修護費      6.32 2.10 4.92 2.97 (1.40) (22.26)

  一般房屋修護費        89.43 29.65 35.22 21.29 (54.20) (60.61)

  宿舍修護費            44.62 14.79 21.22 12.83 (23.40) (52.45)

  其他建築修護費        40.76 13.51 5.49 3.32 (35.26) (86.52)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62.67 20.78 53.39 32.27 (9.28) (14.81)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4.22 1.40 5.43 3.28 1.21 28.79 

  什項設備修護費        53.33 17.68 39.72 24.01 (13.61) (25.53)

  非業務資產修護費      0.24 0.08 0.04 0.03 (0.20) (83.22)

3、98 年度「修理保養及保固費用」決算數為 165.45 百萬元，僅低於台大之 463.81

百萬元；該科目占固定資產 6,417.87 百萬元之 2.58％，僅低於中央之 4.33％。

另 97 年度同科目該項比例為 5.17％；96 年度同科目該項比例為 5.09％，均超

過中央等 4校。該科目 98 年度決算數較 97 年度（301.65 百萬元）減少 136.20

百萬元，比率約 45.15%。又以「修理保養及保固費用」占業務成本與費用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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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98 年度該科目占業務成本與費用 4,836.15 百萬元之 3.42％，高於中央

等 4校（詳表 2），已列入建議。 

表 2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占固定資產、業務成本與費用之比例分析 
單位：百萬元 

科目名稱 清大 交大 台大 成大 中央 

98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165.45 

占該項

%
111.71 占該項% 463.81

占該項

%
154.49

占該項

%
142.82 占該項%

98 年底固定資產 6,417.87 2.58% 5,822.58 1.92% 23,139.63 2.00% 10,715.40 1.44% 3,295.63 4.33%

98 年業務成本與費用 4,836.15 3.42% 5,314.13 2.10% 16,019.84 2.90% 7,971.47 1.94% 4,193.92 3.41%

97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301.65   90.62   528.78 144.9  152.98 

97 年底固定資產 5,832.88 5.17% 5,608.50 1.62% 21,680.34 2.44% 10,432.93 1.39% 3,063.49 4.99%

96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273.02   123.28   588.99 169.21  113.52 

96 年底固定資產 5,363.41 5.09% 5,211.54 2.37% 20,376.88 2.89% 9,713.68 1.74% 3,007.09 3.78%

4、98 年度各項費用彙計表-服務費用-一般服務費分為 12 個細項科目（詳表 3），

其中「27S 專任助理酬金(含契約工)」 ，97 年度列數僅為 385.26 百萬元，惟

98 年度該項金額為 490.62 百萬元，較 97 年度增加 105.36 百萬元，約 27.35

％，經分析其中建教合作計畫（含國科會補助及民間企業委託計畫）列支金額

282.74 百萬元，較 97 年度增加 45.63 百萬元（詳表 4）。又 98 年度建教合作

收入為 1,896.64 百萬元，較 97 年度 1,898.76 百萬元減少 2.12 百萬元（詳表

5），惟建教合作計畫之用人反大幅增加，以上已列入建議。 

表 3 一般服務費 96-98 年度分析表 
單位：百萬元 

比較增減 
科目名稱 96(A) 97(B) 98(C) 

(B)-(A) % (C)-(B) % 

270 一般服務費 917.30 975.33 1,123.49 58.03 6.33 148.16 15.19 

      其他 2.38 1.80 1.27 (0.58) (24.37) (0.53) (29.44)

       278 加工費 8.57 10.75 11.93 2.18 25.44 1.18 10.98 

       279 外包費 65.88 77.79 72.65 11.91 18.08 (5.14) (6.61)

       27A 節目演出費 1.20 1.34 1.01 0.14 11.67 (0.33) (24.63)

       27D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 839.25 9.12 8.52 (830.13) (98.91) (0.60) (6.58)

       27S 專任助理酬金(含契約工) - 385.26 490.62 385.26 - 105.36 27.35 

       27T 專兼任助理退休離職金 - 18.62 24.96 18.62 - 6.34 34.05 

       27U 專兼任助理勞健保費 - 30.31 45.36 30.31 - 15.05 49.65 

       27V 兼任助理酬金 - 0.41 0.96 0.41 - 0.55 134.15 

       27W 學生兼職工作費 - 403.87 415.54 403.87 - 11.67 2.89 

       27X 約聘教師酬金 - 11.48 16.47 11.48 - 4.99 43.47 

       27Z 其他(含臨時人員) - 24.50 33.91 24.50 - 9.41 38.41 

合計 917.28 975.25 1,123.20 57.97 6.32 147.95 15.17 

尾數差異 0.02 0.08 0.29 0.06 0.01 0.2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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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專案助理酬金(含契約工)明細表 
單位：百萬元 

類別 97 年度金額(A) 98 年度金額(B) (B)-(A) % 

1.建教合作 237,104,317 282,741,571 45,637,254 19.25 

2.其餘 23,260,901 65,591,460 42,330,559 181.98 

3.5 年 500 億 90,119,058 103,857,631 13,738,573 15.24 

4.5 項自籌經費(建教合作以外) 34,783,320 38,434,558 3,651,238 10.50 

總計 385,267,596 490,625,220 105,357,624 27.35 

表 5   建教合作收入、成本 96-98 年度分析表 
單位：百萬元 

97-96 98-97 
科目 96 年決算數 97 年決算數 98 年決算數

金額 % 金額 % 

建教合作收入 2,005.93 1,898.76 1,896.64 (107.17) (5.34) (2.12) (0.11)

建教合作成本 1,845.72 1,888.19 1,763.69 42.47 2.30 (124.50) (6.59)

餘絀 160.21 10.57 132.95 (149.64) (93.40) 122.38 1,157.81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之管控方面 

依據民國 99 年 6 月校務基金收支餘絀表，「業務成本與費用-教學成本-教學研

究及訓輔成本」、「業務成本與費用-研究發展及訓練費用-研究發展費用」科

目，99 年度累計實支數與累計分配預算數差異頗大(詳表 6)。其中研究發展費

用多年來均有大幅差異（詳表 7），據稱自 98 年 7 月起，針對接受除教育部之

「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新計畫，原分別列於「代收代付款」及「建教合作計畫」，

改入「研究發展費用」所致。以上已列入建議。 

表 6      99 年 6 月收支餘絀表(部分內容) 
單位：百萬元 

6月份 99 年度截至 6 月份累計數 

比較增減(－) 比較增減（－）科目名稱 
99 年度 

法 定 

預算數 實際數 預算數
金額 % 

實際數 預算數 
金額 ％ 

業務成本與費用 4,433.34 406.32 336.90 69.43 20.61 2,752.54 2,216.13 536.41 24.21

教學成本 3,792.41 345.49 289.23 56.25 19.45 2,293.48 1,876.66 416.82 22.2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1,942.04 203.36 139.02 64.34 46.28 1,334.84 916.30 418.54 45.68

研究發展及訓練費用 79.85 21.13 7.02 14.11 201.00 138.56 35.71 102.84 287.99

 研究發展費用 79.85 21.13 7.02 14.11 201.00 138.56 35.71 102.84 287.99

表 7  教學研究訓輔成本及研究發展費用預決算比較表 
單位：百萬元 

96 年 97 年 98 年 
科目名稱 

預算數 決算數 預算數 決算數 預算數 決算數 

業務成本與費用 4,232.57 4,719.50 3,709.12 4,792.78 4,603.23 4,836.15 

教學成本 3,552.50 4,031.85 3,035.51 4,141.77 3,945.78 4,196.16 

  教學研究訓輔成本 1,845.80 2,156.35 1,275.36 2,235.42 2,023.15 2,418.45 

研究發展及訓練費用 40.89 74.45 85.00 84.38 80.00 132.88 

  研究發展費用 40.89 74.45 85.00 84.38 80.00 1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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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衡表「預收收入」、「預付費用」科目之分析 

截至 99 年 6 月底，平衡表預收收入餘額 597,201,024 元，預付費用餘額

292,129,973 元，經查「預收收入」於每月月底估列預收收入數，並於次月月

初全數迴轉；「預付費用」96 年度（含）以前發生者共計 30,078 元，據稱係專

利申請費用發明人分攤的部分，預計 99/12/31 辦理沖銷，相關單位既已說明

科目內容及預計處理時間，本項予以存查，詳如下表。 

1.預收收入 

單位：新台幣元 

類別 截至 99/6 預收金額 

各級機關補助款          69,673,031 

建教合作         518,566,436 

推廣教育           2,484,884 

受贈           6,476,673 

總計         597,201,024 

說明：每月月底估列預收收入數，並於次月月初全數迴轉之。 

2.預付費用 

單位：新台幣元 

發生年度 金額 

96 30,078 

97 13,850 

98 88,850,470 

99 203,235,575 

總計 292,129,973 

四、稽核報告建議事項 

（一）修理保養及保固費兩年度變動金額及比率頗大，且占固定資產總額比率高於其

他學校，宜深入了解異常原因 

1、98 年度各項費用彙計表-服務費用-修理保養及保固費，預算數 305.21 百萬元，

決算數 165.45 百萬元，較預算減支 139.76 百萬元，比率約 45.79%，據說明係

98 年度審計部查核通知特別預算不可支應設備修護費，故 98 年度修護費預算

有巨額賸餘。經查該科目 98 年度決算數較 97 年度（301.65 百萬元）減少 136.20

百萬元，比率約 45.15%，除「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增加 1.21 百萬元外，

其餘各科目均為減少（詳表 1），其中「機械設備修護費」98 年度列支 53.39

百萬元，約占 98 年度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32.27%，97 年度列支 62.67 百萬元，

約占 97 年度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20.78%，以占總數之比例比較，98 年度較 97

年度增加 11.49 個百分點；另「一般房屋修護費」98 年度列支 35.22 百萬元，

約占 98 年度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21.29%，97 年度列支 89.43 百萬元，約占 97

年度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29.65%，以占總數之比例比較，98 年度較 97 年度減少

8.36 個百分點。綜上，各細項科目兩年度金額差異頗大，且占各年度整體「修

理保養及保固費」之比率差距亦大，似與科目特性不符，相關單位嗣後宜注意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科目列支原因及必要性。 

表 1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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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元 

科    目 97 年度決算數(A) % 98 年度決算數(B) % (B)-(A) %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301.65 100.00 165.45 100.00 (136.20) (45.15)

  土地改良物修護費      6.32 2.10 4.92 2.97 (1.40) (22.26)

  一般房屋修護費        89.43 29.65 35.22 21.29 (54.20) (60.61)

  宿舍修護費            44.62 14.79 21.22 12.83 (23.40) (52.45)

  其他建築修護費        40.76 13.51 5.49 3.32 (35.26) (86.52)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62.67 20.78 53.39 32.27 (9.28) (14.81)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4.22 1.40 5.43 3.28 1.21 28.79 

  什項設備修護費        53.33 17.68 39.72 24.01 (13.61) (25.53)

  非業務資產修護費      0.24 0.08 0.04 0.03 (0.20) (83.22)

2、98 年度「修理保養及保固費用」決算數為 165.45 百萬元，高於成大之 154.49

百萬元、中央之 142.82 百萬元、交大之 111.71 百萬元，僅低於台大之 463.81

百萬元；該科目占固定資產 6,417.87 百萬元之 2.58％，超過台大之 2.00％、

交大之 1.92％、成大之 1.44％，僅低於中央之 4.33％。另 97 年度同科目該項

比例為 5.17％，遠超過中央之 4.99％、台大之 2.44％、交大之 1.62％及成大

之 1.39％；96 年度同科目該項比例為 5.09％，亦遠超過中央之 3.78％、台大

之 2.89％、交大之 2.37％及成大之 1.74％。該科目 98 年度決算數較 97 年度

（301.65 百萬元）減少 136.20 百萬元，比率約 45.15%。又以「修理保養及保

固費用」占業務成本與費用比例分析，98 年度該科目占業務成本與費用

4,836.15 百萬元之 3.42％，高於中央之 3.41％、台大之 2.90％、交大之 2.10

％及成大之 1.94％（詳表 2）。綜上顯示「修理保養及保固費用」科目之管控

績效略低於其他學校，宜深入了解比率異常之原因。 

表 2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占固定資產、業務成本與費用之比例分析 
單位：百萬元 

科目名稱 清大 交大 台大 成大 中央 

98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165.45 

占該 

項% 
111.71

占該

項% 463.81
占該

項% 
154.49

占該 

項% 
142.82 

占該

項% 

98 年底固定資產 6,417.87 2.58% 5,822.58 1.92% 23,139.63 2.00% 10,715.40 1.44% 3,295.63 4.33%

98 年業務成本與費用 4,836.15 3.42% 5,314.13 2.10% 16,019.84 2.90% 7,971.47 1.94% 4,193.92 3.41%

97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301.65   90.62   528.78 144.9  152.98 

97 年底固定資產 5,832.88 5.17% 5,608.50 1.62% 21,680.34 2.44% 10,432.93 1.39% 3,063.49 4.99%

96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273.02   123.28   588.99 169.21  113.52 

96 年底固定資產 5,363.41 5.09% 5,211.54 2.37% 20,376.88 2.89% 9,713.68 1.74% 3,007.09 3.78%

（二）一般服務費「27S 專任助理酬金(含契約工)」98 年金額成長偏高，宜檢討原因 

98 年度各項費用彙計表-服務費用-一般服務費，預算數為 971.71 百萬元，決

算數為 1,123.49 百萬元，較預算增加 151.78 百萬元，約 15.62%。98 年度決

算數較 97 年度增加 148.16 百萬元，約 15.19%；97 年度決算數較 96 年度增加

58.03 百萬元，約 6.33%。經查一般服務費可分為 12 個細項科目（詳表 3），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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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7S 專任助理酬金(含契約工)」 ，97 年度列數僅為 385.26 百萬元，惟 98

年度該項金額為 490.62 百萬元，較 97 年度增加 105.36 百萬元，約 27.35％，

經分析其中建教合作計畫（含國科會補助及民間企業委託計畫）列支金額

282.74百萬元，較97年度增加45.63百萬元，另5年500億類，列支金額103.85

百萬元，較 97 年度增加 13.73 百萬元、5 項自籌經費類(建教合作以外)增加

3.65 百萬元、其餘類別增加 42.33 百萬元（詳表 4）。又 98 年度建教合作收入

為 1,896.64 百萬元，較 97 年度 1,898.76 百萬元減少 2.12 百萬元（詳表 5），

惟建教合作計畫之用人反大幅增加。綜上，專任助理酬金增幅偏高，宜分析原

因。 

表 3 一般服務費 96-98 年度分析表 
單位：百萬元 

比較增減 
科目名稱 96(A) 97(B) 98(C) 

(B)-(A) % (C)-(B) % 

270 一般服務費 917.30 975.33 1,123.49 58.03 6.33 148.16 15.19 

      其他 2.38 1.80 1.27 (0.58) (24.37) (0.53) (29.44)

       278 加工費 8.57 10.75 11.93 2.18 25.44 1.18 10.98 

       279 外包費 65.88 77.79 72.65 11.91 18.08 (5.14) (6.61)

       27A 節目演出費 1.20 1.34 1.01 0.14 11.67 (0.33) (24.63)

       27D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 839.25 9.12 8.52 (830.13) (98.91) (0.60) (6.58)

       27S 專任助理酬金(含契約工) - 385.26 490.62 385.26 - 105.36 27.35 

       27T 專兼任助理退休離職金 - 18.62 24.96 18.62 - 6.34 34.05 

       27U 專兼任助理勞健保費 - 30.31 45.36 30.31 - 15.05 49.65 

       27V 兼任助理酬金 - 0.41 0.96 0.41 - 0.55 134.15 

       27W 學生兼職工作費 - 403.87 415.54 403.87 - 11.67 2.89 

       27X 約聘教師酬金 - 11.48 16.47 11.48 - 4.99 43.47 

       27Z 其他(含臨時人員) - 24.50 33.91 24.50 - 9.41 38.41 

合計 917.28 975.25 1,123.20 57.97 6.32 147.95 15.17 

尾數差異 0.02 0.08 0.29 0.06 0.01 0.21 0.02 

表 4 專案助理酬金(含契約工)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類別 97 年度金額(A) 98 年度金額(B) (B)-(A) % 

1.建教合作 237,104,317 282,741,571 45,637,254 19.25 

2.其餘 23,260,901 65,591,460 42,330,559 181.98 

3.5 年 500 億 90,119,058 103,857,631 13,738,573 15.24 

4.5 項自籌經費(建教合作以外) 34,783,320 38,434,558 3,651,238 10.50 

總計 385,267,596 490,625,220 105,357,624 27.35 

表 5 建教合作收入、成本 96-98 年度分析表 
單位：百萬元 

97-96 98-97 
科目 96 年決算數 97 年決算數 98 年決算數

金額 % 金額 % 

建教合作收入 2,005.93 1,898.76 1,896.64 (107.17) (5.34) (2.12) (0.11)

建教合作成本 1,845.72 1,888.19 1,763.69 42.47 2.30 (124.50) (6.59)

餘絀 160.21 10.57 132.95 (149.64) (93.40) 122.38 1,1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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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科目決算數（或累計實支數）超過預算數（或累計預算分配數），宜檢討

預算之編列並注意業務成本與費用之管控  

依據民國 99 年 6 月校務基金收支餘絀表，「業務成本與費用-教學成本-教學研

究及訓輔成本」，99 年度預算數 1,942.03 百萬元，累計實支數 1,334.84 百萬

元，較累計分配預算數增加 418.54 百萬元，約 45.68%；「業務成本與費用-研

究發展及訓練費用-研究發展費用」，99 年度預算數 79.84 百萬元，累計實支數

138.55 百萬元，較累計分配預算數增加 102.84 百萬元，約 287.99%(詳表 6)。

該科目 98 年度決算數為 132.88 百萬元（預算數 80 百萬元）、96 年度決算數為

74.45 百萬元（預算數 40.89 百萬元）多年來均有大幅差異（詳表 7），據稱自

98 年 7 月起，針對接受除教育部之「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新計畫，原分別列於

「代收代付款」及「建教合作計畫」，改入「研究發展費用」所致。綜上，嗣

後宜注意預算之編列並注意預決算列數之配合，提昇預算管控功能。 

表 6      99 年 6 月收支餘絀表(部分內容) 

單位：百萬元 

6 月份 99 年度截至 6 月份累計數 

比較增減(－) 比較增減（－）科目名稱 
99 年度 

法 定 

預算數 實際數 預算數
金額 % 

實際數 預算數 
金額 ％ 

業務成本與費用 4,433.34 406.32 336.90 69.43 20.61 2,752.54 2,216.13 536.41 24.21

教學成本 3,792.41 345.49 289.23 56.25 19.45 2,293.48 1,876.66 416.82 22.2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1,942.04 203.36 139.02 64.34 46.28 1,334.84 916.30 418.54 45.68

研究發展及訓練費用 79.85 21.13 7.02 14.11 201.00 138.56 35.71 102.84 287.99

 研究發展費用 79.85 21.13 7.02 14.11 201.00 138.56 35.71 102.84 287.99

表 7  教學研究訓輔成本及研究發展費用預決算比較表 

單位：百萬元 

96 年 97 年 98 年 
科目名稱 

預算數 決算數 預算數 決算數 預算數 決算數 

業務成本與費用 4,232.57 4,719.50 3,709.12 4,792.78 4,603.23 4,836.15 

教學成本 3,552.50 4,031.85 3,035.51 4,141.77 3,945.78 4,196.16 

  教學研究訓輔成本 1,845.80 2,156.35 1,275.36 2,235.42 2,023.15 2,418.45 

研究發展及訓練費用 40.89 74.45 85.00 84.38 80.00 132.88 

  研究發展費用 40.89 74.45 85.00 84.38 80.00 1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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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 
99.11.02 

秘書處 業務報告 

一、2010 年 QS 世界大學排名於 9月初公布，本校繼 2008、2009 年排名大幅進步後，今年

更上一層樓，排名急速竄升，由 2009 年之 223 名，進步至全球第 196 名。另於 9 月

16 日公布之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HE)2010 世界大學排名，本校名列 107 名，

為臺灣各大學排名之首，表現亮麗。 

二、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99 年 9 月 15 日前截止申請，本校已依限備文提報中、

英文版計畫書及相關資料送教育部提出申請，感謝各單位的協助。 

三、100 年度大學校院校務評鑑經抽籤安排本校定於民國 100 年 5月 18 日~19 日兩天實地

訪評。 

四、11 月 1 日辦理「創校 100 週年、在台建校 55 週年校慶活動暨羅丹銅鑄雕塑：「沈思者」

捐贈記者會。 

五、2010 年第 4季 newsletter 已出刊，有需要紙本者，請向秘書處索取。 

六、99 年度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預定於 12 月 6 日(星期一)召開，敬請相關單位主管預留

與會時間。為利委員對本校重要發展提供諮詢意見，將先就提案內容進行討論，並於

會前提交與會委員參酌。 

七、「第 12 屆傑出校友遴選」作業已開始進行，目前已寄發聘書予「第 12 屆傑出校友遴

選」遴選委員會委員，並於 10 月 29 日上午 11:30 召開「2011 年（第十二屆）傑出校

友遴選委員會第一次評議會議」。 

八、彙編 2010 年校務年度報告，並於 99 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中提出。 

九、已規劃發展線上信用卡捐款功能，取代原本以傳真、Email 等方式提供信用卡捐款資

訊的作法，使校友、社會人士捐款更為便利。 

校園規劃室  業務報告 

一、生醫科學館工程構想書已於 10 月 25 日獲教育部審查通過，刻正依教育部審查意見辦

理修正事宜。 

二、綠能大樓擬由原科中心(樓地板 534 坪)拆除重建，此場址已與捐款人李偉德校友會勘

確定，並經 10 月 19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同意通過。 

三、校友紀念體育館細部設計書圖經 10 月 21 日審查後，刻正進行修正，都市設計審議將

於近日內完成，接續將申辦雜倂建執照。 

四、「創新育成新建工程構想書」定稿本已於 10 月 19 日提報教育部核備。本案將於 11

月 11 日召開「PCM 標」招標前評選會議，俟完成招標文件審查後，即可辦理上網發包

事宜，預計 12 月底徵得 PCM。 

五、南校區二期籌設計畫書委託技術服務案於 10 月 25 日上網徵選委託廠商，預計 11 月

底徵得委託廠商後，擬將開始進行籌設計畫書委託攥寫。 

六、宜蘭園區農作問題已順利解決，施工圍籬已施作完成。俟縣政府審核同意北捷的運土

三聯單後即可開始收土。 

七、全校汙水幹管已於 10 月開工，預定本月進行北校門右側東崗區開挖施作，影響車行

動線期程約 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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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 
99.11.02 

教務處 業務報告 
一、 本（99）學年度教學單位異動情形：（1）新增：醫學科學系學士班（生命科學院）、

學習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教育委員會）、（2）整併：「人文社會學系」與「人文

社會學院學士班」整併為「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3）更名（現行/修正）：理學院

學士學位學程/理學院學士班、科技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科技管理學院學士班、

生命科學院學士學位學程/生命科學院學士班、原子科學院學士學位學程/原子科學

院學士班。 
二、 本（99）學年度起，學生成績評量由「百分制」改為「等級制」；自本（99）學年

度後入學學生，其成績評量採行「等級制」。將成績評量等第區分為 A 至 C（每一

級再分為加、減及原等級三種）及 D、E 共 11 個等級。有關新、舊生成績評量方式

的適用、轉換及教師評分方式的選擇等，並規劃完整的轉換及採行方式。 
三、 教育部核定本校 100 學年度招生總量：學士班 1,535 名、碩士班 1,640 名、博士班

497 名，全校日間學制合計 3,672 名；碩士在職專班（夜間學制）125 名。招生總量

核定後，不得於不同學制班別間轉換、調整。 
四、 教育部開始受理 101 學年度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99 年 11 月 30

日止），擬提案教學單位應先完成校內程序（經校務會議通過），教務處彙整依限陳

報核定。因應系所評鑑及依規定，連續 2 年未符師資質量之院、系、所學位學程，

教育部將調整招生名額；新增教學單位時，請審慎評估師資及空間情形。特殊項目

係指： 
（一）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增設案。 
（二）博士班增設、涉及領域變更之調整案。 
（三）醫學及其他涉及醫事相關類科之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包括新增班次）、

涉及領域變更調整案。 
（四）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增設、調整案。 

五、 陸生來台就學，教育部原則採行聯合招生，國立大學僅能招收博碩士班研究生，收

費須與同級私立大學等同，全國陸生招生名額以 100 學年度核定全國招生總量 1%
為原則，各校招收名額以核定各學制招生名額 2%為原則。（小數點無條件捨去）消

極條件：限定部分系所（教育部另行公布）、系所評鑑未通過不得招收陸生。 
六、 教育部本（99）年度大學甄選入學檢核訪視，訂於 99 年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9 日期

間選擇一天訪視本校。 
七、 本校學士班 100 學年度甄選入學辦理作業，擬分 2 梯次（兩週）進行口試（100 年

4 月 1 至 3 日為團體面試各系，4 月 8 至 10 日為個別口試各系）及放榜（100 年 4
月 7 日及 14 日），以讓各系有更大的辦理彈性。 

八、 100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學校推薦」與「繁星招生」合併為「繁星推薦」，招生說

明如附件。放寬每所高中對每所大學各學群之推薦學生最多為 2 名；每一所高中對

每一所大學最多可推薦及錄取 6 人。 
九、 100 學年度碩士班入學考試，明（100）年各校辦理時間：台大 2 月 19、20 日（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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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政大 2 月 26、27 日，交大預定 2 月 17、18 日（四、五），成大於 2/17、18 或

2/19、20，選其中兩天。 
本校考試日期與交大相同，於 100 年 2 月 17、18 日舉行，相近系所錯開兩天考試，

台聯大碩士班聯招生考試則與台大同日辦理。 
在職專班考試： EMBA 及 MBA 預定於 12 月辦理考試，工工系在職專班擬同步進

行；臺灣研究教師在職專班則配合 100 學年度碩士班考試日程進行。 
十、 本校 100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首度於高雄師範大學設南部考區。 
十一、98 下學期教學意見調查結果，全校總平均為 3.32 分，均標則為 3.38 分；得分 3.5

分（含）以上：547 門，得分為 2 分（含）以下： 10 門課程（以上數據均以「教

師表現優異」得分計算）。 
十二、98 學年度畢業人數 3,039 人（學士 1,271 人，碩士 1,455 人及博士 313 人）。 
十三、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申請休學總人數 317 人。退學總人數 178 人：人數及退學率：

學士班：36 人/0.61%、碩士班：52 人/1.42%、博士班：90 人/3.94%。 
十四、完成「99 學年度電子選課手冊」編製，寄送全校師生參閱，著重傳達各項課程線上

查詢功能訊息；另再提醒教師若尚未上傳課程大綱請儘速完成、各級學生留意開學

前各選課階段的日期及時間、新/轉學生重要課務須知及回答大學新鮮人各式的問

題。 
十五、自 99 學年度起，本校「教學意見信箱」將採取完全網路化作業，如學生填寫教學

意見信箱時，系統將發電子郵件--通知授課教師進入校務資訊系統進行查閱處理，

處理方式有「回信給學生、課堂上回應、不須回應」等三項；系所主管亦可由校務

資訊系統中查看所屬學生之建議內容及教師處理狀況。 
十六、99 年加入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協助依各夥伴學校特色及教育目標規劃，

建立符合各校教學助理制度，推廣教學助理培訓課程，構建以網路為主的遠距課業

輔導平台，推廣線上課業輔導服務。 
十七、99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學助理研習營於 9 月 6 日（一）~8 日（三）舉行，課程內容

包含：「教學基本原理」、「自我成長規劃」、「校園數位學習系統」、「性別平等與工

作倫理」、「資深 TA 經驗分享」、及「模擬試教」等課程。 
十八、「99 學年度新進教師研習會」於 99 年 9 月 9 日及 10 日舉行，安排兩天一夜（第 2

天在宜蘭傳藝中心）的研習活動，全方面介紹本校教學、研究及行政各方面資源外，

亦增進新教師之交流與培養同仁情誼，共有 28 人參加。 
十九、課業輔導活動自 99 學年度開始將分為實體課輔（在本校總圖進行）及線上課輔二

種方式。開設課目為微積分、普物及普化課程。實體課輔已於 10 月 12 日（二）正

式開始。 
二十、兩岸交流： 

1.99 學年度第 1 學期 11 校 45 名學期交換生來校，本校 5 名學生赴大陸。 
2.2010 年 政年會將於本（99）年 12 月 14~17 日在本校舉行，業已展開籌備工作；
已請各院推薦參與之 政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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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 
99.11.02 

學務處 業務報告 

一、綜學組 
1.99/9/1～100/5/30 推動「96-98 學年度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核定名額

為 125 名，核定經費 7,437,500 元，目前有 53 名校友申請，媒合成功有 11 名，17 人
放棄，24 人待媒合，每名實習員補助 10,000 元 

2.10/13 中午舉行優秀僑生研究生獎學金審查會議，選出五位得獎學生。10/14 舉行繁
星獎學金頒獎典禮，共有三十餘位同學獲獎。 

3.本年度研發替代役宣導說明會及人力銀行專題講座，共舉辦 47 場次，希望能對同學
有所幫助。 

二、生輔組 
1.99 學年度「還願獎學金」業已核定，計 44 位申請 36 位獲獎共計新台幣 1,793,000 元；
98 年 35 位申請 31 位獲獎新台幣 2,031,190 元。 

2.99 學年弱勢助學已於 10 月 20 日截止收件，已收 391 件，近日送教育部彙整辦理。 
3.民國 100 年大專程度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甄〉選作業，線上報名人數計 1000
餘人，已於 10 月 27 日 17 時截止收件，繳交報名資料完成報名程序計有 985 人。 

三、課指組 
1.國際志工計 70 名，於暑假期間前往尼泊爾等 6地服務，並於 10/4-10/22 展開國際志
工週活動，包含成果發表、名人演講等，盼透過同學們的經驗分享，吸引更多的學生
參與。 

2.新竹清華大學登山社與北京清華大學登山隊，共同慶祝百年校慶，暑假共同攀登長江
源頭「各拉丹東峰」， 19 人登頂成功， 10/18 順利舉行記者會，並宣佈明年聯攀玉
山。 

3.「2010 低碳校園創意競賽」活動自 9/20 開跑，配合海報、宣傳卡及摺頁張貼發送以
及網路宣傳，活動持續徵件中，現正詢問各組評審委員意願及評審時間中。 

4.獲得新竹市 99 年優秀青年志工獎(炬光社陳家慶、炬光社林耀輝、原民社劉宣佑、原
民社李明馨、懷幼社賴怡廷)及績優志工團體獎(炬光服務社、原住民文化社、懷幼社、
藍天少年服務社)。 

四、住宿組 
1.9/15 日吉時為清齋新建工程上梁典禮，由陳校長力俊蒞臨主祭，祈求工程順利如期如
質如預算完工啟用，於 100 年 8 月正式啟用 1,000 床，有效提升本校住宿滿足率。 

五、諮商中心 
1.9/15 諮商中心榮獲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99 年度表揚推行輔導工作績優學校」 
2.主題輔導週 10/12 舉辦「第 36 個故事」電影開幕，鈞長蒞臨指導，場面溫馨，深獲
同學好評，共 210 人參加。另辦理大學生學習與讀書策略測驗 12 場及勇氣人際體驗 1
場。 

3.寄發新生測驗結果給 1524 位大一新生，1888 位研究所新生。並與高關懷學生初談，
對 71 位二一不及格、490 位休學及 285 位復學學生寄發關懷信，陸續有學生回信並諮
商。 

六、體育室 
1.99學年度全校運動會標語得獎名單，第一名數學系12蔡弘因“九九清華、躍動久久＂。 
2.桌球隊 10/16~17 參加 99 年第八屆淡江盃全國大專桌球錦標賽，獲女子團體冠軍、男
子團體亞軍； 10/23~24 參加 2010 虎科盃全國校際交流桌球錦標賽、男子團體季軍。 

3.991012~991017 女籃隊榮獲全國中正盃籃球賽公開組第二級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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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 
99.11.02 

總務處與環安中心 業務報告 
一、 文書組 

1.有關「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建置案，二次招標無廠商投標，續行第三次公告。 
2.東華大學文書組、中正大學文書組及教育部檔案科等，分別蒞校觀摩檔案管理業務。 

二、 出納組 
1.99 學年度上學期學雜費分費繳費管道新增兆豐銀行全省各地分行臨櫃繳款。 

三、保管組 
1.本校西院圍牆外土地佔用排除訴訟案，佔用戶水源街二巷內尚未和解之曹秀英原再
提上訴，已經台灣高等法院駁回，本校將續以申請民事聲請確定證明狀，並申請強
制執行。 

2.依例執行本學期教職員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增建、違建定期查報工作。 
3.99.10.18-99.10.29 實施本校 99 年度財物抽點檢查工作。 

四、事務組 
1.自 9 月 14 日實施校園健走清垃圾運動 11 日以來，總計共動員行政同仁 200 人次，

撿拾垃圾計 359 袋，對學校環境之維持有顯著之成效，後續將持續推動；另外，於
10 月 7 日簽奉校長核定凡參加之行政同仁將可獲得每次半小時之終身學習時數登
錄，可增加號召之誘因。 

2.清華會館預訂自 11 月 1 日起提供住宿者每人每日免費使用游泳池一次。 
五、營繕組 

1.學習資源中心旺宏館：99.10.24 預定進度為 87.98％、實際進度為 84.77％。目前進
行景觀、噴灌、水溝、鋁窗、天花板、屋頂彩鋼及鈦鋅版安裝、屋頂露臺防水等工
項。 

2.教學大樓台達館：99.09.24 廠商申報竣工；污水竣工函於 99.09.16 向市政府申請，
審核中。 

3.荷塘至人社院間共同管道：99.10.29 預定進度 93.52%、實際進度 82.4%，目前全段
共管回填已完成，預定 99.11.03 進行排水溝及道路工程。 

4.清齋新建工程：截至 99.10.27 止，預定進度 56.013％、實際進度 53.95％。 
5.宜蘭園區公共設施：99.10.21 環保署稽查總隊到現場稽核。運土三聯單目前仍未獲
准領取。 

6.多功能體育館：99.10.07 召開發包策略會議，決議以外管工程、主體工程、設備採
購三標進行。99.10.28 完成第一次細部設計書圖審查會議。 

7.學人宿舍新建工程：廠商於 99.10.01 提送修正後構想書，於 99.10.15 報部審查。 
8.「台北月涵堂」改建：校發會 10.19 決議以自籌經費或 ROT 方式，朝整修或改建方

向規劃。 
六、採購組 

1.將 96 年及 97 年度已辦理完成採購案件，共計 2,139 件內、外購採購資料，整理後
放置於本組辦公室庫房中。 

七、駐警隊 
1.99 學年度之機車證申請約 5100 張；腳踏車證約 3100 張；汽車證約 1620 張。 
2.本年度清理廢棄腳踏車共約 400 部可再利用，10 月 25 日已完成 362 部認養手續。 

八、環安中心 
1.99.06.29 完成 99 年度實驗場所管理人環安衛實務教育訓練，參訓人數 214 人。 
2.99.06 體育館、羽球館等相關運動場所之用電安全巡查完成，體育室已改善完畢。 
3.99.08.31 全校建築物配電盤用電安全已完成檢查。 
4.北校區廢水處理廠興建工程已於 6 月底完成驗收，7 月進入保固期間之代操作維護
保養。 

5.修正北校區廢水處理廠處理單元程序，抑制異臭味之產生。新處理流程進行專利撰
寫。 

6.99.09.10、99.09.22 完成本校緊急應變指揮官訓練。 
7.99.10.13 完成本年度毒化災緊急應變實兵演練，評估並檢討校內列管場所緊急應變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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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 
99.11.02 

研發處 業務報告 

（一） 恭賀張石麟副校長榮膺中央研究院第 28 屆數理科學組新任院士；化學系季昀教

授與數學系許世壁教授榮獲第十四屆國家講座主持人（數學及自然科學類）；化

學系王素蘭教授榮獲第五十四屆學術獎（數學及自然科學類）；科管所胡美智副

教授、化學系黃暄益副教授、醫環系葉秩光副教授榮獲 99 年國科會「吳大猷先

生紀念獎」。 

（二） 本校產學合作辦公室榮獲 2010 年經濟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產業貢獻獎團

隊獎」、電子工程研究所黃惠良教授榮獲產業貢獻獎（個人獎），資訊工程學系李

政崑教授榮獲產業深耕獎（個人獎）。 

（三） 恭賀材料系賴志煌教授、資工系黃能富教授獲得本校 99 年度「第 5 屆傑出產學

合作獎」；科法所陳仲嶙助理教授、數學系鄭志豪副教授、工科系巫勇賢副教授、

電機系李明昌副教授、通訊所洪樂文副教授、歷史所馬雅貞助理教授獲得「第 13

屆新進人員研究獎」，謹訂於 11 月 25 日(週四)下午 2點 50 分於蘇格拉底舉辦頒

獎典禮。 

（四） 9 月 29 日與北京清華大學簽署「聯合建立兩岸清華大學聯合實驗室合作協議書」，

未來在兩岸清華實驗室下將設立綜合中心、能源中心、奈米中心、物流中心和生

命科學中心等聯合研究中心。兩校每年分別投入約 2000 萬新台幣用於支持聯合

研究項目。 

（五） 9 月 15 日本校向教育部提出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初審計畫書，其中包含七個

研究中心(領域)：○1低碳能源○2奈微米科技互動研究中心；○3神經網路體○4前瞻

物質基礎與應用科學中心○5 下世代資通訊網路技術及應用○6 季風亞洲○7 先進製

造與服務管理 

（六） 辦理國科會 99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已於 99 年 9 月 27 日

提送本校 92 位教授推薦名單。 

（七） 99 年度教師學術卓越獎勵，核定通過 185 位教師(前 4%20 人，次 14% 71 人，次

17% 81 人，符合辦法第二條 1-4 款 13 人)，教師個人獲獎記錄可逕由校務資訊系

統之研發處資訊系統登入查詢。 

（八） 99 年度學術出版獎勵申請案，共計 57 位教授獲獎勵，其中頂尖論文 1 篇、傑出

論文 100 篇、頂尖會議論文 9篇及傑出專書 4本，核發 607 萬元研究獎勵費用。 

（九）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起聘之「國立清華大學補助教師聘用博士後研究員」申請案（聘

期為 99 年 8 月 1 日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核定通過 11 件。 

（十） 99 學年度「國立清華大學補助哈爾濱工業大學儲備教師來臺從事博士後研究」，

共計通過 2件。 

（十一）99 年度國科會「學術攻頂研究計畫」全國通過 4件計畫，本校表現亮眼通過 2件，

分別為：化學系劉瑞雄教授的「錢幣金屬催化炔類、雙烯類及烯類的串聯環化及

不對稱反應」，電機系陳博現教授的「用系統工程方法設計強健生物 IC 電路」；

另外，國科會公開徵求 100 年度「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構想書。欲申請者請於 99

年 11 月 3 日(三)下午 5點前(以電子郵件信箱為憑)，填妥校內申請表(一頁篇幅

即可)，電子郵件傳送至計畫管理組。承辦人張經瑞(cjchang@mx.nthu.edu.tw)，

以便校內協調作業。 

（十二）100 年度榮總台灣聯合大學整合型合作研究計畫，本校共有 2 件構想書通過並提

送申請案。（生科系張大慈教授及生科所吳夙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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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99 年度國科會奈米國家型科技計畫，本校通過 6 件，獲補助金額為 69,024,000

元。(奈材中心李紫原教授、化工系陳壽安教授、材料系洪銘輝教授、光電所孔

慶昌教授、工科系曾繁根教授及材料系林樹均教授)。 

（十四）100 年度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構想書通過名單共計 3 件(材料系周卓輝老師等 7

位、科法所范建得老師等 6位、以及電機系鄭克勇老師等 5位教授共同執行)。 

（十五）國科會函知計畫主持人如被借調至「駐外單位」任職，因人不在國內，恐無法執

行計畫，故不得申請及執行各類專題研究計畫；若只是被借調至國內機構，仍符

合計畫主持人資格，可申請及執行計畫。 

（十六）國科會函知自即日起計畫主持人如借調至各部會擔任正、副首長及政務官，於借

調期間申請及執行專題研究計畫者，以不支領研究主持費為原則；於擔任各部會

正、副首長及政務官以後再申請專題研究計畫且經審查通過者，將不核給研究主

持費。 

（十七）產學學合作組: 

1.為積極推廣本校產學合作業務，副研發長暨產學合作執行長宋信文教授已於 99

學年度上學期至奈微所、醫環、生科、化學、計財、化工、材料、物理等 8 個

系所系務會議中說明產學合作、智財技轉及創新育成業務，並做成會議紀錄，

提供辦公室同仁做為後續業務執行之參考。接下來將陸續安排至其它 8 個相關

系所做說明。 

2.產學合作資訊平台系統已經完成招標及議價作業，目前正在進行系統建置及資

料庫的輸入，預計在年底前可以完成系統架構並進行功能測試，以提供本校教

師及廠商一個資訊健全的媒合平台。 

（十八）智財技轉組： 

1.公立大學校院讓與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或委託研發所取得之研發成果

時，應敍明資助機關、讓與必要性、讓與程序、與受讓人協商之條件及計價方

式等，報教育部及國科會同意。(國科會99年 10月 7日臺會綜三字第0990072673

號函) 

2.99 年度 1月至 10 月美國專利獲證 26 件、中華民國專利獲證 22 件；技術移轉案

件(含先期技轉)總計 43 件，技轉金累計 17,160,263 元。 

（十九）育成中心： 

1.本校育成之廠商「厚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榮獲第十三屆『中華民國傑出企業

領導人金峰獎』，該公司是由邢育肇校友所創立，並技轉電機系吳誠文教授的技

術。 

2.由育成中心協助輔導本校動機系葉廷仁教授所帶領之賽格威(Segway)團隊，參

加宏碁基金會第五屆「龍騰微笑競賽」，順利從 12 組團隊中，獲選第一名殊榮

及獎金 200 萬元。 

3.本校校友莊汜玔及劉仁筑二位所創立之「新敏科技研發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進

駐本校育成中心，已於 10 月 4 日順利通過進駐審查會。本年度截至目前為止進

駐總家數 32 家。 

4.育成中心進駐廠商「捷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黃能富教授所領軍成立師生創

業案），本學年度起與本校教學發展中心合作開放式課程，其中桃竹苗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線上課輔導系統平台已順利開幕，透過該平台將解決關於「普物」、「普

化」與「微積分」相關的疑難雜症問題，更具體將技術開發回饋清大，造福桃

竹苗區域在學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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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 
99.11.02 

國際事務處 業務報告 

一、國際訪賓 
1.99 年 10 月 29 日法國 n+i 理工聯網 Prof. Jean-Michel Nicolle 來訪，由胡育誠副國際
長接待，洽談雙方學術合作事宜。 

二、國際學術合約 
1.法國波爾多第一大學擬與本校簽訂學術合約，已完成本校簽約，現將合約寄回該校
繼續辦理。 

2.99 年 11 月 3 日哈爾濱工業大學王樹國校長將率團至本校訪問，屆時將舉行聯合培養
雙碩士學位項目協議書簽約典禮。 

 三、國際合作 
1.99 年 10 月 29 日向教育部提報申請在印度新德里設立「台灣教育中心」計畫書。 

四、國際學生 
1.本年度國際交流獎學金及菁英獎學金獲獎名單如下： 
（1）國際交流獎學金獲獎名單：(共 3 名) 
電機工程學系 周倫瑛、外國語文學系 陸品卉、中國文學系 陳亭諭 
（2）菁英留學獎學金獲獎生(共 35 名) 
理學院：2 名 
化學系 許維麟、化學系 王姿雯 
工學院：9 名 
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葉哲寧、化學工程學系 游孟涵、動力機械工程學系 陳冠宇、化
學工程學系 洪健平、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賴重銓、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 古祁學、化
學工程學系 邱晟維、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林彥妙、化學工程學系 蕭依茹 
電資院：6 名 
資訊工程學系 黎士瑋、資訊工程學系 陳威宇、資訊工程學系 汪昱志、資訊工程學
系 羅凱文、資訊工程學系 賴琇瑜、資訊工程學系 蘇郁晴 
人社院：6 名 
哲學研究所 郭登峰、中國文學系 任容、台灣文學研究所 張雅萍、語言學研究所 呂
佩姿、外國語文學系 劉昱君、外國語文學系 蕭如坊 
原科院：3 名 
工科系 王譽堯、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黃雅韓、工科系 盧思安 
生科院：2 名 
生科院學士班 詹景翔、生命科學系 梁曦 
科管院：5 名 
科管院學士班 洪子茵、科技法律研究所 蔡艾玲、科技管理研究所 黃書韋、計量財
務金融學系 莊雅伊、科管院學士班 顏秀穎 

2.2011 春季班外籍學位生及交換生申請截止日期本年 11 月 1 日，本處擬於收件後一週
內完成資料初審及彙整送教務處招生組進行後續審查作業。 

3.公告頂新集團提供「赴早稻田大學攻讀碩士獎學金」、台德青年暑期研習營及博士生
短期研究案開始接受申請及 2011-2012 學年「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金計畫」等校外
獎學金申請機會並協助本校學生送件辦理。 

五、歐盟 FP 計畫國家聯絡據點 NCP 中部辦公室 
1.99 年 10 月 27 日本處顧問秦震宇先生代表參加由台灣大學舉辦「歐盟科研架構計畫

EU FP ICT 」分享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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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 
99.11.02 

共同教育委員會 業務報告 
一、共同教育委員會 

1.教育館 2~3 樓聯合辦公室（共教會、通識中心、師培中心、學科所等單位） 及研
究室等相關室內整修工程業已辦理完成，9 月 13 日上午與甫成立之「學習科學研
究所」聯合舉行揭牌儀式暨感恩茶會。 

2.共教會推薦林文源副教授參加教育部傑出通識教師獎選拔，進入複選；教育部評審
委員於 9月 28 日來本校實地訪談複審。 

二、通識教育中心 
1.本中心人事現況報告：新聘 2位助理教授(鄭志鵬、陳永龍)、2位約聘助理教授（梅

韻秋、李天健）、林文源老師 98 下升等副教授、翁曉玲副教授再借調 NCC2 年。自
99 學年起專任教師 16 位(4 位教授、4 位副教授、6 位助理教授、2 位約聘助理教
授）及黃囇莉、黎正中 2位合聘教授、4位專任行政助理、1位專任教學助理。 

2.本（99 上）學期通識課程總數 174 門，兼任教師 52 位。 
3.核心通識講座：98(下)七向度「核心通識講座」系列演講，校內、外反應熱烈。後
續正進行核心通識講座問卷資料分析與活動檢討，並已建置「核心通識講座」成果
網站：http://cge.web.nthu.edu.tw，供線上永續學習。 

4.98 暑期核心通識救火課程，預選 1367 人，實修 377 人。 
說明：當代生命科學(79 人)；現代視覺文化(112 人)；經濟學原理一(91 人)；經

濟學原理二(95 人)，修課人次共計 377 人。 
然此類救火課程只屬過渡，核心通識課程仍應回歸常態，以確保教學品質。 

5.98(下)核心通識課程全校學生問卷調查：回收問卷約 1013 份，將進行量化與質化
分析，並擇期舉辦相關的抽獎活動。 

6.「國立清華大學各學院支援自然科學領域通識課程作業要點」已於 98 學年度第二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且經校長核定，將於 99 學年度起施行，盼能在校方資源之挹
注配合下，可促成校共同科目之整體規劃、落實審核制度及協調運作機制，可規劃
適合人社科管背景學生的自然科學領域通識課程與教材。 

7.配合民國100年校務評鑑，本中心將於99上學期辦理自我評鑑，並準備相關資料。 
8.本中心所執行之教育部三年期「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已於今

(2010)年 7 月結束完成階段性任務，該計畫成果獲得「行動/問題解決導向通識課
程」施行成果優良獎項。將於 99 年 10 月 22 日（五）頒獎，本校將由葉銘泉副校
長代表領獎與致詞，共教會主委偕同觀禮。 

9.本中心擬配合本校世紀清華校慶辦理「通識中心 20 週年系列慶祝活動」，將於 11
月 8 日（一）舉辦「通識中心成立 20 週年論壇：回顧與前瞻」擬邀請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與各院院長與會並歡迎全校關懷通識教育之師生同仁參加，共同回顧通
識中心成立之沿革並探討本校未來通識課程之理念與實務。 

10.由總務處通知，通識中心目前開設藝術操作類課程「陶藝製作」、「雕塑入門」、「現
代藝術創作專題」之教室（原事務組車庫），將於學習資源中心落成（100 年 3 月）
後拆除，將影響 6門課與近 120 學生人次之上課，擬持續爭取校方協助尋找替代空
間，解決上課教室之問題。 

三、師資培育中心 
1.制訂「師培學生專業能力指標」，融入師培教師的課綱，成為具體的課程目標，期
使師培的學生在畢業時能具備的 9大能力指標。制訂「師培學生專業能力指標與導
航」幫助學生，培養其專業能力。 

2.制訂「學習護照」，讓學生於參加教師甄試時，提供其完整學習書面資料。 
四、體育室 

1.自 7/1 起，任用視障生郭育廷為本室行政助理。 
2.場地方面 

(1)本年度開始，將依據 5/12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修正之運動場館使用管理
辦法，實施場地使用之規範及收費。 

(2)部分球場進行施工維護，施工完成日期分別為籃排球場：10/31，棒壘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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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另，球場施工未完成之前，棒壘課擬借用本校大草坪。 
3.課程方面：本學年度開課班級數，大一體育 34 班，興趣選項 88 班，總共開課 124
班；課程種類有 24 種，共計 28 個項次。 

4.活動方面：11/17 的全校運動會籌備中。 
5.教務處核准 100 學年度體資生 10 人，體保生 8人。 
6.10/16~17 體育室將辦理教育部推行的學校運動志工培訓研討會，報名人數有 50 人。 
7.運動會各項活動開始接受報名，歡迎師生們踴躍報名。 

五、軍訓室 
1.99 年第 1 學期計有國家安全、領導統御、軍事戰史、台灣新安全環境、兵學理論、
孫子兵法等六門課程，20 個時段，40 堂課，修課人數 1536 人。 

2.100 年大專程度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甄選，陳興泰教官已於 99.09.29 日國防部參加
講習，本次預官報名作業期程自 10 月 6 日起至 10 月 27 日止，本室預於 99.10.01
日晚上 1800 時及 99.10.04 日中午 1200 時舉辦說明會，以利同學瞭解流程，完成
報名作業。 

3.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增進全民國防知識及全民防衛國土意識，國防部於 99.09.15
日至 99.10.15 日辦理「網際網路有獎徵答」活動，以強化「全民國防」理念、觀
念、知識等融入國人生活，達成「全面普及」、「深化教育」之目標，本室已於海報
牆及公報欄張貼海報，並於軍訓課程中廣為宣導，請同學參與本次活動。 

4.99 年度第 1 學期國防體能訓練課程，預計於 99 年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2 日舉行，受
測對象為本學期選修國防通識課程之所有學生，本次受測項目以國軍體測項目為基
準，計有二分鐘扶耳屈膝仰臥起坐、二分鐘俯地挺身、3000 公尺徒手跑步等三項，
以使同學能順利銜接未來服役之各項軍事訓練，並藉以強化國防通識教育課程之實
效為目的。 

六、藝術中心 
1.清大藝術中心編寫今年全國（大學）藝文中心簡訊，於九月出版。 
2.【王公澤個展】10/04-10/28，並於 10/01 舉辦藝術家面對面活動、10/3 為開幕，
開幕現場來賓與藝術家互動踴躍。 

3.10.27 於藝術工坊舉辦【義築】展覽，創作理念為以人道服務為宗旨，在台灣偏遠
山區服務。 

4.藝術中心舉辦【年度科幻影展】進入第四年，今年主題為「機器人」，10/02 舉辦開
幕講座暨播放電影，現場參與人數眾多。影展期間並有抽獎活動與部落格徵文活動。 

5.表演藝術專題【默劇 Workshoop 訓練】於 10.7-11.11，每週四進行教學課程。由於
表演藝術課程已累積固定有興趣者，因此報名者踴躍，不久便額滿。 

6.11.03 奧地利格拉茲沙龍樂團首度訪台，藝術中心將舉辦音樂會。 
7.藝術中心劉瑞華主任與表演藝術企劃林怡君帶領「清華樂集」七月十日於上海世博
會(Expo 2010 Shanghai China)演出，表演非常成功，觀眾每場約兩百人，形塑良
好的清華樂集形象。 

8.11/2 年度科幻影展，邀請鄭運鴻老師蒞臨合勤演藝廳，進行專題講座【失樂園】，
當天並播放電影《機器人奇諾丘》。 

9.11/8【水墨鄉情】展覽開幕暨座談會，共 13 位藝術家的水墨作品。他們揉和生活、
水墨之美以及自身對台灣鄉土之情。11/5 舉行「藝術家面對面」活動。 

七、學習科學研究所 
1.學科所於 4月份經過筆試、面試後，錄取十位研究生，九月開學註冊時全數報到。
十一月份將甄試新生，預計錄取 5名。 

2.學科所通過合聘教師 12 位，分別主聘於通識教育中心與師資培育中心，一位主聘，
即黃囇莉教授。黃囇莉教授由校長聘為第一任所長。 

3.本學期規劃「文化與學習」講座，亦是本所研究生書報討論課一部分。本所主要研究領域
包括認知心理學、社會心理學、教育社會學、數位學習及教學設計等，講題環繞著這些領
域的最新議題，講員都是各領域的佼佼者。合計 11 場演講，將公告週知，歡迎校長與主管
們參加。 

4.目前正規劃 15 人上課用之「電腦室」一間，除了提供未來本所高等統計與數位學
習課程使用外，還可支援通識中心與師培中心之多媒體課程。預計 12 月底前完成
軟硬體設備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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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業務報告 
一、電話服務 

1.新交換機已進入招標程序。公開招標 40 天，交貨驗收約 70 天，預計明年春節時段

裝機(停時間暫訂為 3~7 天)。 
2.義齋網路電話架設完成上線實驗中。該網路分機可與校內其他分機互撥，也可免費

撥打部分手機系統。 
3.持續與電信業者簽訂或更新相關優惠案。行動群組 MVPN 優惠、行動電話大客戶話

費優惠、智慧手機專案。詳細內容見：http://net.nthu.edu.tw/ 之(產學合作)。 
4.99 年度教職員工通訊錄 9 月已發放。 

二、網路 
1.校內光纖主幹網路升級建置完成，由 1 Gbits 升級至 10 Gbits 頻寬。 
2.佈建自有出國頻寬 11 月起開放 300Mbits 試用。現階段校區國外流量高於 300Mbits，
將採限流措施。試用期測試限流 512Kbits/s ~ 1Mbits/s 效果。 

3.校園連外網路流量管理效果報告：根據教育部 TANet 資料庫統計，Internet 國際流

量，5 月份本校約為成大 80%，9 月份只剩成大 40%。此外、教育部電算中心預計

12 月將連接美國頻寬由 2.5Gbits 升級 5Gbits。 
4.校園內連網速率測試伺服器上線，提供校園內「下載速度測試服務」。測試校園網路

任 何 位 址 (IP) 至 清 華 出 入 口 端 連 線 頻 寬 測 試 (HTTP) ， 歡 迎 多 加 利 用

(http://speedtest.net.nthu.edu.tw/)。 
三、網際網路應用服務 

1.新生申請中心 email 帳號 (原 OZ)達 86.6%，其中大學部新生 96.2%，碩博士新生

79.0%申請。將持續宣傳。 
2.「正常信誤攔增多」及「信件延遲」事件說明。我們垃圾信隔離系統採用簽約廠商

的規則。近期事件發生肇因於發信端 IP 疑有不良紀錄，造成隔離系統誤攔或延遲，

10 月下旬已放寬規則來減少正常信誤攔數量，但垃圾信漏攔恐將增多。 
3.垃圾信判斷規則是動態的，如同病毒碼經常更新以因應新的攻擊型態。因此系統發

生誤攔正常信或漏攔垃圾信的情況不可能完全避免。請使用者善用系統提供的個人

黑白名單設定並定期審視通知信，以避免錯失重要郵件。此外、請鼓勵同仁使用本

中心 email 帳號，優點請參考網址 http://net.nthu.edu.tw/2009/mail:cc_virtues。 
4.虛擬主機服務(Virtual Host)已上線，歡迎各單位及實驗室申請使用。請參看附件列舉

之五大優點。 
5.計通中心通報網上線，歡迎多加利用。 
6.教師與學生使用手冊(PDF)上線，歡迎下載。. 

四、校務資訊系統 

1.新增短期外賓服務，提供外賓短期使用無線帳號，單位門禁卡與網路 IP。服務採預

建方式隨辦隨取。各單位同仁可經由「校務資訊系統」預先申請好無線網路帳號、

網路 IP 與單位門禁卡數份。外賓有需求時接待同仁經由「校務資訊系統」網上填寫

簡單外賓資料後，將可立即使用。 
2. 99 學年度上學期選課系統服務截至目前一切順利。 選課期間校務系統同時上線人

次約 2050 (最高)。 
五、數位學習與內容 

1.本校學生 e-Portfolio 系統 11 月中啟用，教務與學務資訊自動匯入。請各院系鼓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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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充實個人 e-Portfolio 內容。 
2.本校 Blackboard 數位學習平台已於 2010 年 6 月份關閉。另提供 Moodle 及 iLMS 兩

套數位學習。 
3.整合型網站管理平台，全校網頁改版服務第二期 8 月份開始執行。教育訓練推廣活

動已開跑 (9/23~12/15)，http://iws.web.nthu.edu.tw/bin/home.php。歡迎各單位使用這

項雲端服務，進行網頁改版與單位內容充實。統計至 10 月中旬已有 96 單位申請，

46 單位完成上線。 
4.校園授權軟體 Office 2010 中文版、會聲會影 X3 中文版、Adobe Acrobat 9 Pro 中文

版、Office 2008 for Mac 英文版上線。 
附件 

虛擬主機服務五大優點 

虛擬化係透過硬體、軟體、資料、儲存與網路等多面向的技術提供一虛擬運算的平台，優

點有：降低資訊系統建置成本、節省電力支出、減少管理與維運成本、提昇電腦資源應用

效益、以及享受雲端服務的便利。詳述如下： 

1. 降低資訊系統建置成本：一部伺服器硬體約需 6 至 26 萬元，機房建置須要空間、消防

系統、空調設備、不斷電系統、網路設備、機櫃及其他林林總總設施，所費不貲（一

坪約數十萬元不等），但申請本中心虛擬主機服務每年只需付 12000 元（記憶體 1GB，
硬碟 100GB）。 

2. 節省電力支出：一部伺服器平均一年約需耗能 (200～300 瓦) x 24 小時 x 365 天 = 1752 
~ 2628 仟瓦小時（度），若以 1 度電 2 元計，每年約 3504~5256 元。而機房能源使用效

率(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若為 PUE=2，即表示同樣供應資訊設備 1 個單位的電力消

耗外，同時也需消耗 1 個單位的電力供給資訊設備正常維運所需的冷卻及相關電力轉

換的耗損。因此，若 PUE=2，則機房維運一部伺服器年用電約 7000～10000 元，但使

用本中心虛擬主機服務不需付電費。 
3. 減少管理與維運成本：自行建置系統免不了要停機維修，若要提高可用性，採用 HA

（High Availability）至少要兩套設備，加上硬體年維護費約為購價的 10~20%不等，以

及人力的成本如：時間、技術、能力，項目繁多、費用不少；若使用本中心虛擬主機

服務，由本中心負責系統備援工作，大幅減少管理負擔及維運費用。 
4. 提昇電腦資源應用效益：若辦公室個人電腦、家裡個人電腦、以及筆記型電腦都要重

覆安裝軟體及複製文件，不僅操作麻煩，且須購足合法軟體套數；但若使用虛擬主機，

只要妥善管理好一套電腦系統，透過網路（如：遠端桌面）即可使用，不僅電腦資源

容易管理、資料又方便存取，隨時皆可開關機，因此，下班後辦公室的個人電腦就可

以關機，既省電又安全（設備故障引起火災）。此外，長期使用的老舊應用系統不會有

無法移植到新設備上的問題。 
5. 享受雲端服務的便利：不論身在何處，只要有網路，即可便利取得虛擬主機上提供的

任何資源，申請本中心虛擬主機服務所投入的成本少，即可快速建置所需的資訊系統，

享受雲端服務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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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 
99.11.02 

圖書館 業務報告 

一、館務資料統計 

1.館藏統計(統計迄 99 年 9 月 30 日止) 

類別 項目 分項 單位 數量 小計 
中日文圖書 485,749 

圖書 
西文圖書 

冊 
313,688 

視聽資料 視聽資料 件 78,726 
微縮資料 微縮資料 件 744,034 
地圖 地圖 幅 774 

中日文期刊合訂本 75,105 
期刊合訂本 

西文期刊合訂本 
冊 

216,235 

1,914,311 

中日文期刊 5,508 
館藏期刊 

西文期刊 
種 

5,663 
11,171 

中日文現期期刊 1,945 
現期期刊 

西文現期期刊 
種 

1,608 

實體館藏 

現刊報紙 中西文報紙 種 34 

3,587 

電子書 電子書 種 1,089,868 
全文電子期刊 全文電子期刊 種 68,908 電子館藏 

光碟及線上資料庫 光碟及線上資料庫 種 398 

1,159,174 

總館藏量 冊件種 3,088,243 

2.服務統計(自 99 年 1 月 1 日起至 99 年 9 月 30 日止) 

項目 單位 小計 

每週開館時數 小時 419 

入館人次(含各分館) 人次 718,795 

圖書媒體流通 冊件次 581,843 

館際合作 冊件次 31,367 

推廣活動 場次 206 

電子資源利用 次 269,874 

網路服務 人次 186,043 

二、籌建學習資源中心 

1.規劃遷館前置、後續作業，以及分工。 
2.規劃百年書庫裝修工程與資料移置計畫。 
3.進行總圖館藏量之評估與計算，精確規劃新館典藏空間之架位配置及典藏設備需求。 

三、館藏徵集與典藏 

1.進行各系所教學研究所需、讀者薦購書刊資料及電子資源之採購作業，配合系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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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計畫，購置各類主題之書刊資源。 
2.持續進行電子資源之徵集及 2011 年之續訂作業。 
3.執行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並建置網頁。 
4.進行保釣運動文獻數位典藏作業，已完成核心期刊 28,947 頁，及重要卷宗 1,932 頁

之數位影像製作。  
5.執行「日治時期日人與台人書畫數位典藏計畫」、「從『滿洲國』到台灣：紀剛、

《滾滾遼河》及「滿洲國」地工群體文獻、文物、影音數位典藏計畫」。 

四、讀者服務與推廣 
1.推出符合無障礙網頁標準之新版圖書館網頁，並取得 A+標章。 
2.建置完成圖書館行動版網頁、導入 QRCode。 
3.完成圖書館失物招領系統之建置。 
4.進行 RFID 智慧型圖書館管理系統建置，預計搭配學習資源的啟用，導入 RFID 管理

系統，提供更便捷有效率的館藏管理及讀者服務。 
5.提供新版電子期刊查詢系統服務（SFX），增加智慧型查詢延伸連結的功能。 
6.與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合作，於總圖一樓輕閱讀區提供課輔諮詢服務，並提供圖書

館利用指導課程協助教學助理在職研習認證課程。 
7.人社分館推行專屬館員服務，人社院每個系所每位教師均有專屬服務館員，主動服

務各學科教師，並提高圖書館資源之有效利用。 
8.99 年 9 月起提供 MSN 即時參考諮詢服務（帳號 ref@my.nthu.edu.tw），增加與讀者

互動的管道。 

五、館舍空間與設備調整 

1.完成總圖八樓視聽媒體調架作業。 
2.因應圖書成長量激增，人社分館於 99 年 11 月將於一樓新增一般書架改置密集書架

區域。 
3.人社分館規劃於 99 年 11 月新增檢索掃描區，將新增查詢電腦 4 台，並將掃描服務

設備集中，以提供更方便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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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 
99.11.02 

人事室 業務報告 

一、 研擬本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及審議辦法草案：已依本（99）年 4 月 13 日 98 學年

度第 3 次校務會議決議，研擬本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及審議辦法草案，刻由鄭副

校長召集秘書處、教務處、研發處等相關單位開會研議中。 
二、 辦理教師及研究人員續聘及年資（功）加薪作業：本（99）年 7 月完成本校專、

兼任教師續聘作業事宜，並製發聘書，另亦完成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 98 學年度

年資（功）加薪（俸）事宜，並核發年資加薪（俸）通知書。 
三、 函請兼任教師任職單位同意兼課事宜：本年 7 月通函本校兼任教師之任職機關

（構）、學校同意至本校兼課事宜。 
四、 辦理教師校外兼職評估案：本年 9 月 6 日函請本校各教學單位轉知所屬專任教師

辦理校外兼職評估，計有 95 人兼職、154 件兼職案，於本年 10 月下旬將自評及

複評結果循行政程序簽陳核定，並作為繼續兼職與否之依據。 
五、 99 學年度新聘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報到情形：本校 98 學年度第 6 至第 8 次及 99

學年度第 1 次校教評會通過聘任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含約聘教師及研究人員、

合聘教師)計 51 人，99 學年度第 1 學期，除合聘教師 1 人不需辦理報到外，已報

到新聘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含約聘教師及研究人員)計 36 人(其中 4 人為 98 學年

度聘任通過)；另 1 人延至 99 年 12 月 15 報到、9 人延後至 100 年報到、8 人確

定不應聘。 
六、 辦理教師升等送審事宜：99 年 8 月 1 日通過升等之教師計有 29 人，均已獲教育

部核發教師證書。 
七、 持續改進本校約用人員處理表處理流程：1.開放新增計畫編號功能，便於各單位

維護計畫資料；2.為節能減碳及減少行政流程，每月處理表以電子檔取代紙本提

供會計室及事務組查核之用。 
八、 辦理國外標竿學習：本年 10 月 15 日辦理赴國外標竿學習成果發表會，由參訪人

員王珮玲組長、楊淳惠技術助理、徐千惠行政助理、謝佳瑾行政助理會中發表澳

洲各大學參訪所見所聞予本校同仁以達學習外溢效果，共計 63 人參加。 
九、 辦理退休人員聯誼會：為落實本校照護退休人員，並達關懷退休人員之效，本年

10 月 20 日與事務組共同辦理退休人員聯誼會，共計 105 位退休人員(含退休技

工、工友)參加。 
十、 辦理一級單位主管、系所主管健康檢查：本年續辦理一級單位主管、系所主管健

康檢查，每位補助一萬元，今年分別請新竹馬偕醫院、行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安

排套裝健檢項目，馬偕醫院提供 5 種方案，行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提供 6 種方案，

參加主管可擇一參加並可自由加選健檢項目。此套裝健檢項目（馬偕醫院方案 1
除外）亦開放非主管教職員及眷屬報名參加，惟受檢費用自付不予補助。  

十一、辦理教職員健康檢查：為促進同仁身心健康，本年 10 月教職員健康檢查已辦理

完竣，計有 65 人受檢。本案依規定補助檢查對象為本校編制內 40 歲以上之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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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補助金額為新台幣 3,500 元，受檢人員之眷屬亦可參加但不予補助，另受檢

人員如於最近 2 年內(98 年及 99 年)已申請健康檢查補助者亦不再補助。 
十二、舉辦教師節茶會：為慶祝 99 年教師節，於本年 9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11 點在本

校第二綜合大樓八樓國際會議廳舉行茶會，會中頒發本校講座及特聘教授聘書計

8 人、表揚 98 學年度傑出教學獎計 11 人及 99 年資深優良教師計 28 人，另介紹

新進教師計 49 人。 
十三、舉辦職技人員知能研討會：為加強本校職技人員終身學習時數，於本年 9 月 8 日

至 9 日(星期三、四)舉辦「99 年職技人員知能研討會」，研習地點於南投縣日月

潭教師會館，課程安排有校長期勉、專題演講 2 場（組織學習與知識管理、公務

員概念與易涉法律問題）及綜合座談等，本校職技人員共計 108 人參加。本研討

會除增進行政知能外，並促進溝通管道，參與同仁反應非常滿意，並建議明年度

賡續辦理。 
十四、國外短期駐點學習：為培育具有前瞻規劃、國際視野之新世代中高階行政人員，

提升整體行政人力素質，以應本校追求學術卓越需要，本年度本校遴選祕書處李

美蕙組長、邱婉君祕書及圖書館張敦媛組員等 3 人於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3 日赴

香港城市大學駐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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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 
99.11.02  

會計室 業務報告  

一、 有關 99 年度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執行請依「99 年度發展國

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分配注意事項」辦理， 99 年度及以前年度所

有已分配計畫請於 99 年 12 月 31 日前全部執行完畢。 

二、 「特別預算」第一期計畫經費之執行、結算，請確依本室 10/13 公告之『99 年發展

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執行、結算注意事項』辦理，並請特別注意

計畫執行期限。 

三、 本年度第三次結算為 11 月 30 日，執行率應達 100%，(其中「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結算經費為經常門及資本門 ）。資本門經費請各單位確依「99
年度截至 9月底止資本支出預算執行表」內所填報之預計核銷時間及金額執行。 

四、 有關本校「管理費及累計結餘」經費年度結轉餘額處理方式，業經 9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報(99.09.14)研議訂定，並經第 1次行政會議(99.10.12)決議修正如下： 

（1）各教學單位「管理費及累計結餘」餘額逾 500 萬元者，年度結算時，超過 500

萬元額度的部份收取管理費，本案試辦 3年。 

（2）管理費提撥率逐年調增，分別為第一年：5%、第二年：10%、第三年：15%計算，

並在 100 年結算時開始執行。 

五、 本校目前每月計畫薪資發放時，常因為少數計畫餘額不足，又無法在第一時間即時

處理，將導致影響全校同仁薪資發放時程，經葉副校長於 9 月 17 日召開會議討論

解決方案，針對每月餘額不足之計畫專案處理，未超過一定額度者，先行由校務基

金墊付，並催收補回及通知計畫主持人與單位主管外，另同一計畫一年內累計 3次

者，就 3次累積總透支數之 20%扣減單位管理費。 

六、 依 99.08.18 國科會臺會綜二字第 0990059994 號來文函示：該會補助 99 年度專題

研究計畫之原始憑證，是否維持就地審計查核，將視各校內部控制實施之有效程度

及審計部是否同意而定，如本校未獲同意就地查核，管理費補助比例應改回最高 8

％核給，溢核之管理費將繳回。 

七、 為提昇經費報銷之行政效率，避免浪費各單位計畫報帳人員的寶貴時間，本室於

10/29 上午於行政大樓遠距教室續辦「國科會計畫(B、J 類) 」教育訓練，各計畫

經費報銷承辦同仁及研究生報名踴躍，經費報銷說明手冊已公告於本室網頁。 

八、 本校100年度預算案，業經行政院主計處審核完竣。最後核定編列總收入45億4,870

萬 1 千元(含政府補助經常門 12 億 9,060 萬 2 千元、特別預算經常門 3 億元)；另

政府補助資本門 3 億 4,919 萬元；總支出經常門 48 億 9,085 萬 6 千元；資本門支

出共 10 億 6,077 萬元。預算案已編製完成，並提送立法院審查中。 

九、 本室為增進各單位會計業務之溝通及協調，於 8 月 17 至 25 日止，分院辦理 99 年

度會計室業務座談會，感謝各單位相關人員踴躍參加，使會計室業務得以順利推動

暨有效提昇行政效率。有關本次業務座談會會議記錄已上網公告，並可同步下載參

考。 

十、 本室年度標竿學習，於 8 月 12 日赴中興大學會計室參訪，對兩校會計作業差異、

內控機制進行討論，本室除參考他校作業方式並再檢討校內作業流程，如為落實分

層負責、縮短工作時程，本室奉 准自 10 月起實施審核「1 萬元（含）以下憑證」

授權由承辦人代簽，俾提供更快速的作業流程以提昇會計行政效率。 

十一、本校「98 年度統計年報」已於 10 月初編印完成，並陸續分送各單位參考，另如有

需要「95、96、97 年度統計年報」者，並可向本室第三組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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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截至 99 年 9 月底止，收支餘絀及資本支出情形： 
（1）收支餘絀情形：收入數 39 億 0,058 萬 8,738 元，支出數 41 億 4,344 萬 5,282

元，短絀 2 億 4,285 萬 6,544 元，主因係截至 9 底止已提列折舊、折耗及攤銷
費用 6億 6,772 萬 1,828 元所致。 

（2）資本支出情形：資本支出實際執行數 9億 1,807 萬 4,246 元與累計分配數 12 億
9,639萬 2,902元比較，預算達成率70.82﹪；與全年預算數17億 7,300萬 7,902
元比較，預算執行率僅 51.78﹪，請相關單位積極執行，避免執行率不佳而遭議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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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委員及議事小組成員「選舉投票」名單 

根據本校選舉辦法第四條：選舉投票需於事先列入校務會議議程，由出席校務會議之校務

會議代表或代理出席者不記名圈選應選出人數之二分之一，未達整數時加至整數。超額或

不足額之選票視為無效票。 

（依姓氏筆劃排序） 

校務發展委員會  
校務監督暨經

費稽核委員會
議事小組 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 

請圈選 5位  請圈選 3位 請圈選 3位 請圈選 1位 

編號 姓  名  編號 姓  名  編號 姓  名 編號 姓  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  名

1 王偉成  26 張彌彰  1 呂世源 1 呂平江 1 方聖平  26 許世壁

2 田振滿  27 莊永仁  2 周鳳英 2 李丁讚 2 王本誠  27 陳力俊

3 余怡德  28 許志楧  3 林士傑 3 周碧娥 3 王明揚  28 陳素燕

4 呂世源  29 陳素燕  4 祁忠勇 4 洪柏璿 4 王培仁  29 陳萬益

5 李丁讚  30 陳國璋  5 施宙聰 5 張大慈 5 田振滿  30 陳榮順

6 汪上曉  31 陳榮順  6 柯安娜 6 張祥光 6 呂世源  31 焦傳金

7 周鳳英  32 彭心儀  7 洪柏璿 7 張維安 7 呂忠津  32 賀陳弘

8 林士傑  33 曾繁根  8 馬孟晶 8 連振炘 8 李丁讚  33 黃朝熙

9 林宜敏  34 游靜惠  9 張士欽 9 陳信文 9 李家維  34 葉煌典

10 林淑蓉  35 焦傳金  10 張元杰 10 陳榮順 10 李雄略  35 齊正中

11 林登松  36 開執中  11 張月琴 11 彭心儀 11 汪上曉  36 劉瑞華

12 林福仁  37 黃一農  12 張  翔 12 曾繁根 12 周鳳英  37 潘  欽

13 林聰舜  38 楊長謀  13 莊永仁 13 賀陳弘 13 林士傑  38 鄭  傑

14 施宙聰  39 董瑞安  14 許志楧 14 開執中 14 林甫珊  39 謝小芩

15 祁忠勇  40 趙啟超  15 陳庭文 15 黃一農 15 林彩雲    

16 胡塵滌  41 趙蓮菊  16 陳國璋 16 黃朝熙 16 林登松    

17 張士欽  42 蔡東和  17 陳榮順 17 楊長謀 17 林福仁    

18 張大慈  43 蔡攀龍  18 游志雲 18 趙蓮菊 18 林鶴南    

19 張元杰  44 鄭  傑  19 游靜惠 19 鄭克勇 19 孫毓璋    

20 張月琴  45 鄭博元  20 焦傳金 20 鄭建鴻 20 馬孟晶    

21 張世杰  46 鍾經樊  21 楊長謀 21 謝小芩 21 張士欽    

22 張正尚  47 蘇豐文  22 趙蓮菊   22 張祥光    

23 張壯榮  48 饒達仁  23 鄭心怡   23 張廖貴術    

24 張祥光     24 鄭  傑   24 張維安    

25 張  翔         25 張寶塔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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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清華大學組織規程修正對照表 

條文編號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

及其他決定不服之申訴。申訴之

範圍、要件及本委員會各種裁決

之處理方式，由本委員會擬訂，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委員會由各學院各推選

具教授資格之代表男女各一人

（任一性別之教授在三人以下

者，不受此限）、共教會推選具

教授資格之代表一人、教師會代

表一人，並由以上代表共同推選

教育學者一人及社會公正人士

一人組成之，任期二年，連選得

連任，每年改選半數；委員互選

一人為主席。學校各級主管(含

副主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不得擔任本委員會委員；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

一以上。 

申訴人就同一申訴事實如

提起司法爭訟，應即通知本委員

會。委員會於知悉前項情形應即

中止申訴案件之評議，於訴訟裁

判確定後再行處理。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

及其他決定不服之申訴。申訴之

範圍、要件及本委員會各種裁決

之處理方式，由本委員會擬訂，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委員會由各學院各推選

具教授資格之代表男女各一人

（任一性別之教授在三人以下

者，不受此限）、共教會推選具

教授資格之代表一人、教師會代

表一人，並由以上代表共同推選

教育學者一人組成之，任期二

年，連選得連任，每年改選半

數；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校

各級主管(含副主管)、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委員不得擔任本委員

會委員。 

 

 

申訴人就同一申訴事實如

提起司法爭訟，應即通知本委員

會。委員會於知悉前項情形應即

中止申訴案件之評議，於訴訟裁

判確定後再行處理。 

一、本案係依原條

文第二項修正。 

二、依據教育部「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評議準則」

第五條及「國立清

華大學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設置要

點」第二條，爰增

列「社會公正人士」

代表一人。 

三、配合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十六條第

一項之規定，爰增

列「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數三分

之一以上」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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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88年4月13日87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94年6月22日93學年度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年1月9日95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年6月9日97學年度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年4月13日98學年度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教師法第二十九條、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辦理本校教師申訴案件之評議。 

第二章 組織 

第二條：本會由各學院推選具教授資格之代表男女各一人（任一性別之教授在三人以下
者，不受此限），共同教育委員會推選具教授資格之代表一人組成，教師會代表
一人，並由以上代表共同推選教育學者一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一人組成之。學校之
學術行政主管（含副主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擔任本會委員；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三條：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依前條規定產生後由校長聘任之。委員任期為兩年，連選得
連任，每年改選半數；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委員因故出缺時，依前條規定推選
繼任人選，任期至原任任期屆滿時為止。 

第四條：本會置主席一人，由委員互選提請校長任命，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前項主席
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五條：本委員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 
第六條：本會開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第三章 申訴之提起 

第七條：本校專任教師對本校有關單位對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經校方各階層處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如不服其決定者，得向教育
部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第八條：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以雙掛號寄達本
校秘書處）；再申訴應於收到評議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原措施單位
應以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其措施於申訴人，以該送達之日為知悉日。 

第九條：申訴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並檢附原措施文書，相關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

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電話。 
    三、為原措施之主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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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 
    再申訴時，並應檢附原申訴書及原評議決定書。 

第十條：提起申訴不合前條規定者，本會得酌定相當期限，通知申訴人補正。逾期未補正
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第四章 申訴評議 

第十一條：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請
求原措施之單位提出說明。該單位應自書面請求達到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
明書連同相關文件，送於本會。但原措施之單位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
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知本會。若該單位逾前項期限未提出說明者，本會得逕
為評議。 

第十二條：申訴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本會
無須評定，應即終結，並通知申訴人與相關單位。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
同一原因事實重新提起申訴。 

第十三條：申訴人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民事
或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
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俟停止原因消失後，經其書面
請求繼續評議。 

第十四條：本會會議不公開舉行，惟應通知申訴人及原措施單位之主管、並得通知關係人、
學者專家或有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申訴人得偕同一人到場陳述意見。 

第十五條：本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有具體事實
足認本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向本會申請委員迴避，並應
列舉其原因事實。前項申請由本會議決之。 

第五章 評議決定 

第十六條：本會之決定，除依第十三條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
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
逾二個月。前項期限於依第十條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
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依第十三條規定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起算。 

第十七條：申訴案件有下款情形之一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八條規定之期限者。 
     二、申訴人不適格者。 
     三、非屬教師權益而應由法院審理之事項者。 
     四、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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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前項第一款期限，但情況特殊，得予考慮受理。 
第十八條：本會評議時應審酌申訴案件之經過，申訴人所受損害及所希望獲得之補救，申

訴雙方之理由，對公益之影響及其他相關事情。 
第十九條：本會應依評議之結論推定委員一人草擬評議書，經提出討論通過後成立。申訴

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回之決定，申訴有理由者，本會應為有理由之決定，其
有補救措施者，並應於評定主文中載明。 

第二十條：評議決定須經出席委員（不含迴避者）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前項之決定
以無記名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應對外嚴守秘密。 

第二十一條：本會之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記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持與評議決
定不同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記錄。 

第二十二條：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單位及職稱、住

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住居

所、電話。 
      三、為原措施之單位。 
      四、主文。 
      五、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之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六、本會主席署名。 
      七、評議決定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

提起再申訴。 
第二十三條：評議書以本校名義行之，作成評議書正本，並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評

議書正本於申訴人、原措施之單位及該地區教師組織。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
代理人者，除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前項評議書之送達，向該代表人或
代理人為之。 

第二十四條：評議決定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及為原措施之單位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
申訴者即為確定。 

第二十五條：評議決定確定後，本校應確實執行。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申訴事件之所有相關資料，由秘書處編訂卷宗以供結案後存檔。檔案內容除
校長及本會主席外，不得查閱。校長及本會主席若為當事人亦不得查閱。 

第二十七條：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行，修正時
亦同。 

 



  39

附件三 

國立清華大學組織規程修正對照表 
條文編號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條 

 

 

 

 

 

 

 

 

 

 

 

 

 

 

 

 

 

 

 

 

 

 

 

 

 

本大學設下列一級行政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理教務事宜。 

二、學生事務處（簡稱學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簡

稱學務長）一人，掌理學生事務、學生輔導相

關事宜。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理總務事宜。 

四、研究發展處（簡稱研發處）：置研發長一人，

掌理學術研究發展事宜。 

五、國際事務處（簡稱國際處）：置國際事務長（簡

稱國際長）一人，掌理國際合作交流事務、外

籍學生之招生及協助、外籍聘任人員之協助等

業務。 

六、秘書處：置主任秘書一人，辦理秘書、公關、

管考、校友聯絡、校務基金管理及協調校務發

展規劃等業務。 

七、圖書館：置館長一人，掌理教學研究資料蒐集

及提供資訊服務。 

八、計算機與通訊中心（簡稱計通中心）：置中心

主任一人，掌理全校教學、研究及行政之計算

機與電子通訊支援相關業務。 

九、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簡稱環安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由總務長兼任，掌理校園環境

保護、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建築物安全、消

防安全等業務。 

十、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研

發長兼任，掌理產學合作、智慧財產及技術轉

移、創新育成等業務。 

本大學設下列一級行政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理教務事宜。 

二、學生事務處（簡稱學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簡

稱學務長）一人，掌理學生事務、學生輔導相

關事宜。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理總務事宜。 

四、研究發展處（簡稱研發處）：置研發長一人，

掌理學術研究發展事宜。 

五、國際事務處（簡稱國際處）：置國際事務長（簡

稱國際長）一人，掌理國際合作交流事務、外

籍學生之招生及協助、外籍聘任人員之協助等

業務。 

六、秘書處：置主任秘書一人，辦理秘書、公關、

管考、校友聯絡、校務基金管理及協調校務發

展規劃等業務。 

七、圖書館：置館長一人，掌理教學研究資料蒐集

及提供資訊服務。 

八、計算機與通訊中心（簡稱計通中心）：置中心

主任一人，掌理全校教學、研究及行政之計算

機與電子通訊支援相關業務。 

九、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簡稱環安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由總務長兼任，掌理校園環境

保護、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建築物安全、消

防安全等業務。 

 

 

 

一、本條文係依原條文

修正 

二、為強化大專校院產

學合作營運單位之

永續經營能力，擬

成立一級行政單位

「產學合作營運總

中心」，置中心主

任，由研發長兼

任；配合增列第十

款。 

三、原第十款、第十一

款遞移為第十一

款、第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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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條 
十一、人事室：置主任一人，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

項，其分組及人員之設置依有關規定辦理，所

需工作人員，就本校員額內派充之。 

十二、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依法辦理歲計、

會計及統計事項，其分組及人員之設置依有關

規定辦理，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校員額內派充

之。 

前項各單位分組(分館)辦事者，或因教學、研究、輔導、

推廣之需，下設教學、研究中心或其他單位者，各組、

中心、單位各置組長或主任一人。 

教務處得置副教務長一人：學務處得置副學務長一人：

總務處得置副總務長一人：研發處得置副研發長一人，

以輔佐各該處主管推動業務。 

各單位之組織架構，見本規程附錄「國立清華大學組織

架構表」。 
各一級行政單位及其下設單位得視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十、人事室：置主任一人，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

其分組及人員之設置依有關規定辦理，所需

工作人員，就本校員額內派充之。 

十一、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依法辦理歲計、

會計及統計事項，其分組及人員之設置依有關

規定辦理，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校員額內派充

之。 

前項各單位分組(分館)辦事者，或因教學、研究、輔導、

推廣之需，下設教學、研究中心或其他單位者，各組、

中心、單位各置組長或主任一人。 

教務處得置副教務長一人：學務處得置副學務長一人：

總務處得置副總務長一人：研發處得置副研發長一人，

以輔佐各該處主管推動業務。 

各單位之組織架構，見本規程附錄「國立清華大學組織

架構表」。 

各一級行政單位及其下設單位得視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附錄  

 

 

│ 
│ 
│ 
│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產學企畫組、智財技轉組、創

新育成中心 

 

 

 

 

 

 

一、配合產學合作相關

業務調整，研發處

「產學合作組」、

「智財技轉組」、

「創新育成中心」

由研發處移撥刪

除。 

二、增設產學合作營運

總中心，下設三單

位，附錄配合修正。 

 

研 究

發 展

處▲ 
 

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

奈微與材料科技中心☆ 

綜合企畫組、計畫管理組 

研究發

展處▲

 

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 

奈微與材料科技中心☆ 

綜合企畫組、計畫管理組 
、產學合作組、智財技轉組 
、創新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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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專任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五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之一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於審查教師升等案時，應

就申請升等教師之教學、

服務與輔導及研究成績作

綜合考量。 
    申請升等教師如在教

學、服務與輔導或研究等

面向，任一項有具體傑出

成果時，得申請加重該項

審查比重。 
    各系(所)及院應將評

量方式明訂於升等審查細

則中。 

第五條之一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於審查教師升等案時，應

就申請升等教師之教學、

服務及研究成績作綜合考

量。 
    各系(所)及院應將評

量方式明訂於升等審查細

則中。 

一、增列第二項；原

第二項遞移為

第三項。 
二、為期以不同方式

評量教師升等

案，於校級規定

中明訂法令依

據，供本校各系

(所)、院級單位

據以遵行。 
三、依校務會議決議

修正相關文字。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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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專任教師評量辦法」第二條、第十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第一項 

教師評量之項目包括

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

評量分初審及複審，分別由

各系級及院級教師評量委

員會負責。受評量教師如在

上開項目中，任一項有傑出

具體成果時，得申請加重該

項審查比重。 
 

第二條第一項 

教師評量之項目包括

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

評量分初審及複審，分別

由各系級及院級教師評量

委員會負責。 

為期以多元方式評量教

師，於校級規定中明訂

法令依據，供本校各系

級、院級單位據以遵

行。 

第十條 

本校教師聘約中應列

明所有教師皆須依本辦法

接受評量之約定。 

第十條 

本校教師聘約中應列

明所有教師皆須依本辦法

接受評量之約定。 

本校九十二學年度

（含）以前到任之專任副

教授及教授，須於本辦法

生效後三年內（九十七學

年度）接受第一次評量。 

第二項為過渡條款， 98
學年度第 10 次校務會

報建議刪除。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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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專任教師評量辦法–修正後全文 
95 年 6 月 8 日 94 學年度第 6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95 年 12 月 28 日 95 學年度第 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96 年 1 月 9 日 95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9 年 6 月 24 日 98 學年度第 8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第 2、10 條 

 

第一條 國立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師榮譽，提高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

品質，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一條，訂定「專任教師評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作為本校各級教師評量之依據。 

第二條 教師評量之項目包括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評量分初審及複審，分別由各系

級及院級教師評量委員會負責。受評量教師如在上開項目中，任一項有具體傑出

成果時，得申請加重該項審查比重。 

各系級教學單位應於四月十五日前完成初審，初審通過者送院級教師評量委員會

辦理複審。各院級教學單位應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複審。本項審查結果送校教

師評量委員會核備。 

校教師評量委員會由校長聘請委員七至九人組成，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處理本

辦法相關事項。 

各系級教學單位及學院（含共教會）應依本辦法訂定教師評量委員會組成細則及

施行細則，擬定教師受評項目、標準及程序等，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並報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第三條 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免接受評量： 

一、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獲頒國家講座、教育部學術獎或本校講座者。 

二、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並經三級教師評量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三、曾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三次或曾獲甲等研究獎十次（一次傑

出研究獎相當於三次甲等研究獎，一次優等獎相當於二次甲等研究獎，九十

一年起每主持國科會計畫二年視同獲甲等研究獎一次）者。 

四、曾獲本校傑出教學獎三次者。 

五、曾獲其他同等級獎項或事蹟卓著，經三級教師評量委員會逐級審查通過者。 

各系級教學單位及學院（含共教會）有更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條 本校助理教授以上教師，通過升等或獲得學術卓越獎勵時，當年度視同通過評

量，並重新起算其應接受評量年數。助理教授未升等前不須接受評量。 

第五條 本校專任副教授及教授除符合免評量者之外，到任後第五年須接受評量，每五年

接受評量一次。 

教師應接受評量年數之計算不包括借調期間；女性因懷孕分娩得延長評量年限，

每次一年。有特殊原因者，得經系級及院級教師評量委員會通過後准予延長，每

次一年，以二次為限。 

受評量教師未通過者，次學年起不予晉薪、休假、進修，並不得在校內外兼職、

兼課，亦不得借調、延長服務或擔任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及教師評量委員會

委員，且二年內須接受再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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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評量通過後，次學年起方得晉薪、休假、進修、兼職兼課及恢復前項所列之其

他權利。 

評量三次未通過者，由校教師評量委員會送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討論其是否適

任。 

第六條 體育室、非教學單位之專任教師、各研究中心之研究人員及各單位之講師，其評

量辦法由其所屬單位另定之，並逐級核備。 

第七條 接受評量之教師，須提出相關資料接受審查；未提出者，視同未通過評量。 

第八條 未通過初審或複審者，評量單位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告知其對決定不服時之

救濟管道。 

受評量教師對初審結果不服者，得向院級教師評量委員會申復；對複審結果不服

者，得向校教師評量委員會申復。對申復結果不服者，得向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申訴。 

申復須於收到結果通知書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提出。 

第九條 本辦法中有關教師評量事項之審議，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出席人數須達應出

席人數三分之二（含）以上，採不記名投票，以獲得出席人數二分之一（含）以

上同意者為通過。 

第十條 本校教師聘約中應列明所有教師皆須依本辦法接受評量之約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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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國立大學工學院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料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料錯誤、不完整、涉及不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大學總量發展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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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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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清華大學 101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類別 
■增設      

□調整（更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1（請依

註 1體例填報） 

中文名稱：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英文名稱：Institute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曾經申請年度：■100 學年度(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教育部審議緩議)  □99 學年度    

□98 學年度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工學碩士 

現有學生數 
 名稱 

設立 

學年度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化工系 61 學年 225 147 145 517 
學系 動機系 61 學年 423 244 131 798 

學系 材料系 61 學年 498 236 242 976 

學系 工工系 63 學年 261 190 84 535 

研究所 奈微所 91 學年 0 48 65 113 

學系 工科系 53 學年 423 156 115 694 

學系 醫環系 81 學年 197 90 87 374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院 生命科學院 81 學年 307 215 296 818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國立台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工程學系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國立中央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國立中興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 
私立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私立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所) 
私立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私立逢甲大學 生醫資訊暨生醫工程碩士學程 
私立元培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私立南台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1.中文圖書: 500 冊，外文圖書: 3000 冊；2.中文期刊: 6 種，外文期刊: 234 種
專業圖書 

3.擬增購圖書 500 冊，期刊 20 種          4.其他： 

招生管道 甄試及招生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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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招生名額 碩士班 15 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工學院院長 姓名 賀陳弘 

電話 (03)571-0521 傳真 (03)571-2670 
填表人資料 

(請務必填列) 
Email engineer@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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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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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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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之體例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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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立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計分為 11 表，請擇一

適當表格填寫，例如申請以學系設立碩士班者，請填寫「表 1-1 學系申請設立碩士班自我檢核表」，

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調整案者（包括分組、整併、更名、停招、裁撤等）免填。 

 

表 2-1  研究所申請設立碩士班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立清華大學 

申請案名：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

為通過。 

□ ○○研究所  年評鑑結果為       。

□ 尚未受評，將於     年受評。 

■新設單獨之研究所，無評鑑結果。 

設立年限 單獨新設研究所碩士班無設立年限規定。  ■符合 

□ 不符 

師資結構

( 詳 如 表

3、4) 

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

理教授以上資格，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一、 實聘專任教師_27 位，

其中： 
1.助理教授以上_27_位 
2.副教授以上_25_位 

二、 擬聘專任教師  4  位。 
合聘署新資深教授級醫師 2
位 
三、 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

計  33  位。 

■符合 

□ 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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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理由 

清華大學在奈米生物醫學領域、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領域及智慧型生醫系統領域，已經

有許多整合型研究計畫之進行及學程(如生物工程學程、生物產業技術學程及人因工程與安全

管理學程)的設置。為更進一步推動相關領域之教學研究，並新竹生醫園區之設立，培養相關

研發人才，因此擬推動「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之增設。 

清華大學在全國相關系所裡，普遍獲得肯定擁有堅強的生物醫學工程研究群，包括工學

院之化工系、動機系、材料系、工工系、奈微所、生命科學院、原科院及電資學院各系所等。

工學院中，各系所的教學研究績效，與各大學院校同類系所相比，也居領導地位。相關教授

專長的領域包括：生醫材料、組織工程、藥物制放、基因傳遞、微奈米生醫工程、生醫感測

及光電、生醫微機電系統、系統評估、人因工程、品質可靠度、決策分析與科技應用等。合

作的對象有國衛院、台北榮總、台中榮總、長庚醫院、工研院生醫、動物科技所、食品科技

所、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等。計畫的來源有經濟部技術處、國衛院、國科會(包括國家型計畫)、

台聯大系統、長清系統、工研院、清大拔尖與增能計畫等。參與相關研究的教授在國內外生

醫材料、藥物制放、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生醫感測、生醫光電、工業工程、人因工程領域

裡，皆相當活躍且受同儕的肯定，有多人曾任教育部學審委員、國科會化工學門、材料學門、

機械熱流學門、工工學門、能源學門、航太學門或醫工學門的召集人、諮議委員、或複審委

員等。另外有多位教授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李遠哲基金會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

學術獎」、「清華講座教授」、「清華特聘教授」、「美國醫學與生物工程學會會士」等重大學術

榮譽。 

貳、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配合新竹地區即將成立之生醫園區，擬新成立之「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將以本校現

有相關成員之專長領域為基礎，發展「奈微米生醫科技」、「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及「智慧

型生醫系統」等三項重要領域。在「奈微米生醫科技」領域裡，我們將著重在醫學診斷用之

生醫與微流體晶片、生醫訊號/影像的偵測及診斷，生醫光電量測以及奈米生醫分子檢測與操

控等創新研究。在「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領域，我們將以本校原有的生醫材料技術加上相

關教授在藥物標的與制放、基因與細胞研究的背景，著重在可以應用於臨床上的組織培養與

器官再生上。「智慧型生醫系統」將整合光機電與生物技術，以生物力學、自動化及生物感

測器技術為基礎，結合材料、人因工程、工業工程技術以發展創新醫療、健康照護系統、健

康活動輔具及其使用者介面設計與醫療服務資訊系統等。茲針對本三項重點詳細說明如下:  

一、奈微米生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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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皆積極發展下一世代之生物醫療技術。奈微米生物醫學技術可承接我國半導體、

光電以及微機電系統之成熟技術，並結合方新未艾之奈米生物醫學技術，發展以生醫晶片為主

之醫學診斷、生物訊號感測、微量檢體或試劑處理、以及定點微劑之藥物篩檢或制放等劃時代

嶄新醫療科技。本校在此領域亦有超過十年以上之良好基礎，相關教授遍布於工學院內之奈微

所、動機系、材料系以及化工系等，而在其它學院包含工科系、醫環系、電機系及生科系亦有

相當多跨系所與領域之整合研究工作。本校所執行過此領域之相關大型研究計劃，包含兩項生

技製藥國家型計畫(蛋白質晶片)、一項基因體國家型計畫(DNA 單分子操控)、多項奈米國家型

計畫(單一分子光鉗分析技術、單一酵素奈米陣列晶片等)，以及其他國科會跨領域或前瞻科技計

畫等，於此領域已有卓越之知名度以及雄厚之基礎。 

本組師資整合了工學院相關領域之教授，其專長背景涵蓋生醫微機電系統、奈微米流體、

奈米生醫材料、奈微米生醫感測器、奈米生醫分子檢測與操控等領域。未來在此一基礎上，除

將加強與其他學院以及校外研究機構及醫療院所相關領域學者之互動與合作外，並規劃在奈微

米生醫感測系統、奈米生醫材料、奈微米流體系統、奈米生醫光電、血管流體動力學之血管瘤

治療應用以及肝組織實驗室晶片等領域，積極推動跨領域與技術先進之整合性研究。本組不但

期望能繼續領導國內外相關研究，並能與本校鄰近之半導體與光電產業產生密切之互動，以期

產生推動下一世代生醫產業革命之關鍵性技術。 

二、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臨床上組織與器官缺損或病變的修復，往往受限於捐贈來源短缺的限制。組織工程與再生

醫學為一新興的生物醫學工程領域，結合了生醫材料、細胞學、分子生物學與臨床外科手術等

相關知識，以促進體外培養或體內增生的方式，達到修補缺損的組織或再生病變的器官之目標。

本組教授在相關領域皆相當活躍，執行國衛院計畫、國科會跨領域計畫、奈米國家型計畫、經

濟部科專計畫及清大拔尖計畫等整合型群體計畫，並獲得多項技術突破。本組教授目前從事於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研究的目標主要為結合生醫材料、基因治療及藥物釋放等技術，並配

合幹細胞之培養及誘導分化，整合發展多方位的再生醫療技術，並應用於心血管、眼角膜、神

經與軟、硬骨的組織再生。在幹細胞的分離、培養及應用上，本組教授將針對不同來源的幹細

胞分別發展不同的人工或天然生醫材料，及細胞培養技術，以利於刺激幹細胞在體外增生並往

特定細胞路徑分化，進而探討其分化機制，以及在各種組織工程上之應用。 

三、智慧型生醫系統： 

在全球邁向高齡化及少子化社會之趨勢下，未來照護病人及老年人的醫護人力，勢必日益

短缺，具智慧型功能之電動輔具和遠距照護系統，其需求量將逐年攀升。我國，在 2007 年人口

自然增加率降至千分之 2.76 的新低點，而至 2008 年底止，我國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占總人口的

10.43％，老化速度呈持續增加之現象，其中進住老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就養之人數，僅占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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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人口之 2.00%。綜上所述，智慧型生醫系統往高品質、高附加價值之產品領域發展，有其迫

切性。本組教授在光機電整合上績效卓著，以生物力學、自動化及感測器技術為基礎，結合材

料、人因工程、工業工程技術和品質可靠度專家從事於智慧型、高品質、高附加價值之醫護及

行動輔助系統開發，將可望為我國醫療器材產業開創技術升級的契機，並及早開展需求日殷的

健康照護產業關鍵技術。此外，透過資料探勘、知識管理技術，將可挖掘出隱藏的醫療服務資

訊，做為醫療預警、訊息分析、評估及決策的依據。本領域的研究內容包括智慧型輔具的設計

與研發、居家遠距照護系統之研究、以及醫療服務資訊系統之研發。 

智慧型輔具的設計與研發將以智慧型可模組化機器人活動平台為基礎，整合機械、控制、

影像與訊號處理、監控與行為分析以及通訊技術等，使其具有監控設備的功能，在未來有替代

專業看護之潛力。居家遠距照護系統的研究將整合先進的操控模組（語音輸入、視覺輸入或微

動輸入），環境偵測（靜態與動物障礙偵測）、自動導航（大樓電子平面圖、路標辨識、路徑規

劃、障礙迴避）、生理條件監控（心音監控、血壓、呼吸與其他生理監控等）以及主動服務（攙

扶使用者在輪椅、床、沙發和馬桶間移動）、遠距通訊等功能。一個具體的情境是：假如留在家

中的使用者（老年人／身心障礙者）發生生理異常（異常心跳或呼吸）或行為異常（摔倒或昏

迷），家屬會很希望即時發現。因而需要軟體與硬體載具以整合機械、控制、影像與訊號處理、

監控與行為分析以及通訊技術。醫療服務資訊系統之研發將可自醫療及保健等相關系統，探勘

其中所蘊藏的有用資訊與數據，藉著資料挖礦、知識管理等技術，發掘出隱藏其中的醫療服務

資訊，用於微觀的健康狀態診斷分析與預測、醫療訊號資料辨識與分類等；利用此項醫療服務

資訊系統之平台，還可開發實時間宏觀醫療訊息分析、評估及決策的技術，對及時有效掌握、

預測及分配醫療資源，以及因應緊急重大醫療事故，將能產生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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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流之趨勢： 
以美國為例過去十年，各種以分子、醫藥、生醫技術為核心的生物工程

(Bioengineering)、生醫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生物分子工程(Biomolecular 
Engineering)研究所如雨後春筍般的成立。目前美國前 20 名的大學皆已有生物醫學工

程相關之系所，這股蓬勃的力量，業已開始落實在美國本土相關的新興生醫技術產

業。 

肆、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力需求評估： 
生醫技術在近十年來受到先進國家政府相關科技政策最高的重視，然而於實驗

室所開發出來的各項相關生醫技術，若要能落實到產業化的階段，勢必需要培養具

有紥實的相關工程知識的碩、博士生方可達到此目標。我國在生物醫學產業方面的

起步較晚，過去國內相關系所較偏重於基礎的醫學與生命科學研究，而銜接此基礎

研究，將之落實於產業化的相關工程人才卻明顯不足。因此擬成立此「生物醫學工

程研究所」，希望強化國內在生物醫學工程的研發能量，並培養兼俱生醫背景與工程

知識之碩、博士級研究人才，以因應即將成立之新竹生醫園區。 

伍、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一、 本所將發展的三個研究方向均為當前非常重要，且本校教授已有相當投入並獲得良好

成果的領域。 

二、 本所的師資初期將來自工學院為主、其他院系為輔，佐以擬新聘之師資，教授們具有

不同的專長與背景，因此本所的成立將可提供一跨領域合作的平台。在未來我們將建

立合作實驗室，鼓勵所內教授與其他系所教授共同指導研究生並共同提出跨領域合作

計畫，以培養具備整合生醫技術上、中、下游全方位能力之人才為宗旨，並且藉由跨

領域合作，提升研發能量與質量。 

三、 本校長期以來一直希望發展生醫領域研究，雖然校內已有生命科學院及相關系所，但

其研究方向較偏重基礎研究。本所之成立則是以工程背景教授為主軸，從工程觀點出

發以銜接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著重在醫學與生物工程學。本所教授過往的研究紀

錄及新生代教授的研究潛力，將可望提升本校在國內外生物醫學工程領域的貢獻及聲

望。 

陸、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由於本所師資的研究領域結合了生命科學、應用醫學、奈微米材料、機械工程

與人因工程技術等跨領域學門，預期學生的背景也會不同，因此本所的課程設計將

包括共同必修課程、各組選修課程以及支援課程等。為避免造成學生過重的負擔，

共同必修課程將包括生醫工程(二學分)、生理學(二學分)、解剖學(二學分)、三學期

的專題討論(共三學分)以及論文(四學分)，以讓學生對生物醫學工程有通盤性的了

解。除此之外，學生可依研究領域之需求，至少需再選修十五學分課程，其中在以

下所規定之各組選修課程裡，必須選修至少六學分，其餘課程可考慮於下列支援課

程裡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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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也將設計生物科技與智慧財產課程，邀請產官學界專家蒞臨授課，以使學

生對國內外產業發展與智慧財產保護有更新的認識。另外本所也將規劃生技產業特

論課程，介紹目前國外生技產業最新技術發展現況與未來趨勢，使學生有最新之產

業發展視野。其他選修課程如高等分子生物學、生醫影像處理、蛋白質工程學、生

物巨分子檢驗分析、醫學分子檢驗原理、生物資訊、人體解剖學與統計方法等，則

可提供學生學習生物醫學工程中不同領域的相關知識。 
本課程設計一個特點在於納入不同專長或研究興趣學生的需求。例如，若學生

對「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較有興趣，選修(或支援)課中的分子生物技術、分子生物

學、及基礎細胞生物學將可提供所需的基礎知識，配合生理學、生醫材料、人工器

官與組織工程及藥物輸送將可提供學生進階的知識，並了解其應用。若學生對「奈

微米生醫科技」較有興趣，選修(或支援)課程中的微系統概論、奈米生醫技術、奈米

生物感測器、微奈米生醫工程等課程可提供所需的基礎知識，其他如仿生奈米感測

器、生醫機電整合、微觀能量傳遞學、奈微米生醫與流體系統、微奈米生醫工程與

分子檢測、分子生物工程等課程則可提供學生進階的課程。若學生對「智慧型生醫

系統」較有興趣，選修(或支援)課程中的生物力學導論、製造系統與自動化、人因工

程與電腦系統、人因工程測試與評估、人機系統設計等將可提供所需的基礎知識；

人類訊息處理、人因工程專題、資料探勘、數位控制系統、生醫機電整合、數位訊

號分析、DSP 程式設計、機器人學、高等機構學等課程則可提供學生進階的知識。 

課程設計流程 
一、共同必修課程  

生醫工程(二學分) 
此課程將會由本所教師輪流介紹各實驗室專長的相關研究領域及未來發展

方向，俾使學生對生物醫學工程有通盤的了解。 

生理學(二學分) 
此課程將由本所合聘署新資深教授級醫師教授，針對細胞生理與生化特性探

討，內容包括細胞器之分子層次探索，以及細胞器之組成，分子結構等，使

學生對細胞生理有概括性的了解。 

解剖學(二學分) 
本課程將由合聘之署新資深教授級醫師教授，藉由系統性解剖學授課方式，

使學生了解人體各部位結構、功能及其之間的相互關係，為日後基礎醫學相

關科目奠定良好的基礎。 

專題討論(共三學分) 
本課程將邀請在生物醫學工程領域學有專精的專家學者發表演講，以增進學

生對相關研究領域最新發展的了解。 

論文(共四學分) 
必須在指導教授所規劃之研究題目，完成碩士論文。 

二、各組選修課程 
A.奈微米生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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奈米生醫技術(三學分) 
     此課程將會介紹奈米科技及其在生物技術上的應用，其中將介紹奈米生物技   
     術應用的技術如分子鉗、生物自組裝、原子力顯微鏡，並教授分子動力學、   
     微陣列分析及基因晶片等。 

微奈米生醫工程(三學分) 
     本課程將會結合生物奈米技術與生物微機電系統，以半導體積體電路及微系  
     統製程製作微小化系統晶片的觀點出發，介紹各種微奈米技術與微型化系統  
     工程在生醫分子診 斷之應用。 

仿生奈米感測器(三學分) 
     本課程是以生物為研究對象，研究生物系統的結構性質、能量轉換和訊息傳 
     遞過程，結合工程與生物，將其應用在感測器的設計上。 

微觀能量傳遞學(三學分) 
     本課程教授微尺度熱流技術在生醫領域方面之先進研究應用，內容將以微尺   
     度熱流技術為主，進而以熱流觀點探討生醫應用之先進研究。 

奈微米生醫與流體系統(三學分) 
     本課程以一學期時間教授奈微米尺度之生物醫學及流體系統相關之工作原  
     理、基本架構、以及其廣泛之應用。課程首先以四週時間簡介奈微米技術及   
     基礎生化及分生技術，之後介紹基本之生醫檢測技術及奈微流體操控生醫分  
     子技術。期中之後則以不同專題探討奈微米生醫特殊之技術及其應用，與生 
     醫分子動態模擬與實驗方法。期末以學生分組針對不同專題進行報告方式進 
     行。 

B.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基礎細胞生物學(三學分) 
     本課程將以工程的角度介紹分子細胞生物學。授課重點為哺乳細胞的架構、  
     細胞能的運作與維持、細胞與細胞間的相互影響。 

人工器官與組織工程(三學分) 
     本課程將會介紹目前現有的人工器官與一些組織工程的知識。組織工程主要  
     介紹目前所使用的材料、特性及應用方向，以及其化學修飾等。 

分子生物技術(三學分) 
     此課程將會介紹基本生物學、分子生物、基因工程、蛋白質表現系統、轉植   
     基因動物、疫苗工程以在基因治療等方面之應用等。 

分子生物學(三學分) 
     此課程將會介紹研究分子生物學的分法，原核及真核生物的轉譯方式，基因  
     轉錄後之修飾機制，基因轉譯為蛋白質之機制，以及分子的演化；訊號傳遞 
     分子與癌基因、抑癌基因的作用功能，細胞週期、細胞生長、細胞死亡以及 
     胚胎發育之分子調控機制。 

生醫材料(三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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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主要介紹奈米生醫材料之原理，生醫材料的分類及其應用等。 

C.智慧型生醫系統 

奈米生物感測器(三學分) 
     本課程將會介紹主要教授生物分子的化學及生物感測技術。內容包括生物技  
     術的基礎理論及應用，生物感測的原理及生物感測器，生物晶片及應用。 

生醫機電整合(三學分) 
     本課程將會介紹各種生醫儀器系統所需之機電整合相關知識。 

製造系統與自動化(三學分) 
     本課程旨在學習工程領域中所牽涉到一些基本技術及其實際應用。從自動化   
     與製造系統之介紹、控制系統、感應器與驅動器、資料取得與辨識技術 
    （AIDC）、機器手臂、物料搬運系統，到彈性製造系統與品質控制系統等。 

人因工程與電腦系統(三學分) 
     本課程對人與電腦系統之互動作專題介紹，目的在能運用人因工程之專業知  
     識於自動化系統之資訊介面設計與工作設計。 

資料探勘(三學分) 
     在電子化與網路化之環境下，各服務過程中，都會蒐集其中自動產生或人工  
     輸入的資料。本課程學習以統計與分析方法以處理大量資料，以萃取出有價  
     值的資訊或內隱的知識，做為決策支援與管理之依據。 

三、支援課程 

生物科技與智慧財產(二學分) 
本課程主要內容包括多元廣泛生物技術產業的介紹，提供研究所學生瞭解生

技產業技術之密集，並分析經營發展策略與產業成敗之關係。 

生技產業技術特論(三學分) 
本課程主要內容包括多元廣泛生物技術產業的介紹，提供研究所學生瞭解生

技產業技術之密集，並分析經營發展策略與產業成敗之關係。 
高等分子生物學(三學分) 

本課程將會介紹(1) DNA and Prokaryotic transcription, (2) Proteins, (3) Nucleus, 
and (4) Cells。此課程適合研究所以上，並已有細胞生物學與分子生物學基礎

的學生修習。 
蛋白質工程學(三學分) 

此課程介紹蛋白質的基本特性以及蛋白質修飾對於本身活性的影響。 

生物巨分子檢驗分析(三學分) 
本課程將會介紹分析生物巨分子(DNA, RNA, Protein 等)之方法與儀器，內容

著重在特殊儀器設備包括 FPLC, Luminometer, 2-D Gel Electrophoresis, MASS, 
CD, ITC, X-Ray Diffractor, ELISA, Real-Time PCR, Confocal, DNA Sequencer, 
Microarray, SPR, NMR,及 Flow Cytometer 等之設計原理、操作與數據分析。 

醫學分子檢驗原理(二學分) 



  56

本課程將會介紹數種醫學分子的檢驗原理，及各種檢驗之設備及操作。 

統計方法(三學分) 
本課程將介紹有關實驗設計與分析的基本概念與技術，並應用此技術於各項

生醫新技術之開發、研究與製程。 

生物資訊(二學分) 
本課程將會介紹網路上各種資料之取得、應用及分析，並上線實際操作各種

資料庫包括 Protein Data Bank (PDB)、GenBank(NCBI)、Protein sequence 
database (SwissPort/ExPASy)、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 of Proteins (SCOP)、
Biology WorkBench 

生醫影像處理(三學分) 
本課程將介紹數位影像處理及其於生物醫藥方面的應用。 

生物化學工程(三學分) 
    本課程將會介紹酵素動力學、固定化酵素或細胞、酵素反應器、發酵動力學、 

     工業化生產、反應器工程及生物分離。 

藥物輸送(三學分) 
     本課程將會簡介藥物動力學、藥效學以及藥物之吸收、分佈、代謝、排泄四   
     種機制，並對於藥物輸送載體之相關應用做探討。 

生物力學導論(三學分) 
     本課程將會介紹從巨觀到微觀的生物力學，包含從系統到器官組織甚至細胞   

     及生物巨分子的各種力學現象，例如流體、熱傳、結構力學等。 

分子生物工程(三學分) 
     本課程將會介紹生物分子感測之相關原理及元件之設計與裝置。 

人因工程測試與評估(三學分) 
     由於電腦、網路、自動化、高科技等技術的快速發展，突顯出「人性化」的    
     重要。因此，本課程將介紹與討論強調人性化的系統中，人因工程測試與評   
     估的重要性、系統測試與評估的規劃和考量的重點及可用的方法。 

人類訊息處理(三學分) 
     本課程介紹人因工程之心理學基礎，即在工作中對於訊息之接收與處理過  
     程，包括對訊息之偵測、判斷、決策、知覺、記憶、注意力、分時系統、心 
     理負荷、反應時間、人為失誤等方面之一般原理及人因工程上之應用。 

人因工程專題(一學分) 
     本課程的目的有二，其一在於使同學們膫解如何將人因工程的知識應用在產  
     品設計與環境設計上；其二是如何量測及評估環境的物理因子，例如照明、 
     溫熱、噪音和震動的影響及危害。 

數位控制系統(三學分) 
     本課程探討一般動態系統數位化之後所衍生的問題，包括介面電路的設計、  
     時域與頻域進行數位控制器設計的方法，並討論取樣頻率與量化誤差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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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與精度之影響。 
數位訊號分析(三學分) 

     本課程介紹以下內容：Sinusoids and Spectrum Representation , Sampling and   
     Aliasing, FIR filters, Frequency Response of FIR filters, z-Transformm, IIR  
     Filters, Contiunous-Time Signals and LTI Systems, Frequency Response,  
     Continuous-Time Fourier Transform, Filtering, Modulation, and Samplingm  
     Computing the Spectrum 

DSP 程式設計(三學分) 
     本課程探討一般數位訊號處理器的架構與軟體程式設計環境，主要是環繞著  
     以一數位訊號處理器的電路實習板為主題，除了介紹各種數位濾波器的架構 
     外，並輔以 Matlab 的模擬環境進行電腦輔助設計，最後說明數位訊號處理 
     器的架構如何使數位濾波器的運算更有效率，並輔以己各實驗增加學生的實 
     作經驗。 
機器人學(三學分) 

     本課程介紹以下內容： Review of Mathematical Tools, Kinematics, Statics,    
     Dynamics, Trajectory Controlm Force Control, Task Planning, Flexible Robots,  
     Telerobotics。 
高等機構學(三學分) 

     本課程的講授內容包括運動對與接頭、機構的自由度、倒置機構、等值連桿  
     機構、機構基本理論的相通性、類型合成、創造設計、數目合成、尺寸合成 
     同族機構、曲率理論、軌跡生成、功能生成、運動生成。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課   程   內   容 

授課年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歷 專長 

碩 生醫工程 2 必修 所有教師 專 博士  

碩 生理學 2 必修 

合聘署新資

深教授級醫

師 

合聘 

醫師、博士 臨床醫師(代聘)

碩 解剖學 2 必修 

合聘署新資

深教授級醫

師 

合聘 

醫師、博士 臨床醫師(代聘)

碩 專題討論 3 必修 每年輪替 專 
博士  

碩 論文 4 必修 指導教授 專 
博士  

以下為奈微米生醫科技組共同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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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 
奈微米生醫與流

體系統 
3 選修 曾繁根 專 

美國加州大學
洛杉磯分校博
士 

奈微米生醫系統、奈
微米流體、微型燃料
電池 

碩 奈米生醫技術 3 選修 嚴大任 專 
美國加州大學
洛杉磯分校博
士 

新擬材料、奈微機電
系統、生醫光電、低
維度奈米材料 

碩 微奈米生醫工程 3 選修 劉承賢 專 
美國史丹福大
學博士 

光電系統晶片、生醫
系統晶片、生醫光
電、奈米科技、肝臟
實驗室晶片 

碩 仿生奈米感測器 3 選修 賴梅鳳 專 
國立台灣大學
博士 

奈米生物力學及生
醫感測元件 

碩 微觀能量傳遞學 3 選修 饒達仁 專 
美國加州大學
洛杉磯分校博
士 

生醫微機電系統、微
機電封裝及可靠度
量測、奈微尺度熱流

以下為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組共同選修 

碩 
人工器官與組織

工程 
3 選修 宋信文 專 美國喬治亞理

工學院博士 

生醫材料、組織工程
人工器官、人工血
液、藥物制放、奈米
生醫 

碩 分子生物技術 3 選修 胡育誠 專 美國馬里蘭大
學博士 

基因與蛋白質工
程、細胞工程、組織
工程、基因治療載體
開發 

碩 基礎細胞生物學 3 選修 湯學成 專 美國喬治亞理
工學院博士 

細胞工程、共軛焦顯
微影像技術 

碩 生醫材料 3 選修 宋信文 專 美國喬治亞理
工學院博士 

生醫材料、組織工程
人工器官、人工血
液、藥物制放、奈米
生醫 

碩 分子生物學 3 選修 新教師 專 博士  

以下為智慧型生醫系統組共同選修 

碩 奈米生物感測器 3 選修 黃金花 專 美國羅格斯大
學博士 

奈米碳管製程與元
件、光電元件 

碩 生醫機電整合 3 選修 宋震國 專 美國密西根州
立大學博士 

機器動力學、奈米壓
印製程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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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 
製造系統與自動

化 
3 選修 侯建良 專 國立清華大學

博士 

RFID 技術於居家看
護之應用、文字探勘
技術應用於診斷決
策 

碩 
人因工程與電腦

系統 
3 選修 黃雪玲 專 美國普渡大學

博士 

智慧型居家照護系
統之介面設計、遠距
醫療系統之互動介
面 

碩 資料探勘 3 選修 侯建良 專 國立清華大學
博士 

RFID 技術於居家看
護之應用、文字探勘
技術應用於診斷決
策 

以下為支援課程 

碩 生物科技與智慧 
財產 

2 選修 何建志 兼 臺灣大學博士 法律學 

碩 
生技產業技術特

論 
3 選修 黎耀基 專 

美國北卡羅萊
納州立大學博
士 

細胞生化、基因調控

碩 高等分子生物學 3 選修 張大慈 專 
美國馬里蘭州
約翰霍浦金斯
大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遺傳工
程學、生物有機化學

碩 蛋白質工程學 3 選修 林志侯 專 
美國密西根大
學博士 

分子病毒、物理生
化、原生益菌、電腦
輔助藥物設計 

碩 
生物巨分子檢驗 
分析 

3 選修 張大慈 專 
美國馬里蘭州
約翰霍浦金斯
大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遺傳工
程學、生物有機化學

碩 
醫學分子檢驗原

理 
2 選修 張晃猷 專 

美國紐約大學
博士 

生物技術、基因表現

碩 統計方法 3 選修 蘇哲平 專 
美國喬治亞理
工學院博士 

醫療科技經濟評
比、人體輔具可靠性
評估 

碩 生物資訊 2 選修 呂平江 專 
美國紐約大學
生物物理博士 

蛋白質結構、生物資
訊學 

碩 生醫影像處理 3 選修 許靖涵 專 
美國南加大博
士 

影像處理、醫學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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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 生物化學工程 3 選修 朱一民 專 
美國萊斯大學
博士 

藥物制放、生物產品
分離純化、組織工
程、幹細胞培養及應
用 

碩 藥物輸送 3 選修 徐祖安 兼 
美國約翰霍普
金斯大學博士 

抗病毒藥物發展、抗
癌藥物發展、蛋白質
工程 

碩 生物力學導論 3 選修 劉通敏 專 美國普林斯頓
大學博士 

微噴墨印相技術於
生醫與微製程之應
用研究、微系統電流
研究 

碩 分子生物工程 3 選修 嚴大任 專 
美國加州大學
洛杉磯分校博
士 

新擬材料、奈微機電
系統、生醫光電、低
維度奈米材料 

碩 
人因工程測試與

評估 
3 選修 王明揚 專 瑞典律勒歐大

學博士 

智慧型生醫系統中
之人機介面、人機系
統 需 求 分 析 與 評
估、遠距醫療系統之
人機互動 

碩 人類訊息處理 3 選修 王明揚 專 瑞典律勒歐大
學博士 

智慧型生醫系統中
之人機介面、人機系
統 需 求 分 析 與 評
估、遠距醫療系統之
人機互動 

碩 人因工程專題 1 選修 

黃雪玲 
王明揚 
游志雲 

專 

美國普渡大學
博士 
瑞典律勒歐大
學博士 
美國密西根大
學博士 

智慧型居家照護系
統之介面設計、遠距
醫療系統之互動介
面 

智慧型生醫系統中
之人機介面、人機系
統 需 求 分 析 與 評
估、遠距醫療系統之
人機互動 

醫護行動輔具之生
物力學評估與操控
介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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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 數位控制系統 3 選修 陳建祥 專 
美國俄亥俄州
立大學博士 

伺服控制、晶片設
計、滑動模式控制

碩 數位訊號分析 3 選修 葉廷仁 專 美國麻省理工
學院博士 

自動控制、機電整合

碩 DSP 程式設計 3 選修 陳建祥 專 
美國俄亥俄州
立大學博士 

伺服控制、晶片設
計、滑動模式控制

碩 機器人學 3 選修 葉廷仁 專 美國麻省理工
學院博士 

自動控制、機電整合

碩 高等機構學 3 選修 吳隆庸 專 
國立成功大學
博士 

共軛凸輪設計、平行
分度凸輪設計、連桿
機構分析設計、非圓
形齒輪設計 

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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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 

捌、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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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冊，外文圖書  3000  冊，   

101 學年度擬增購圖書   250  冊；中文期刊  5  種，外文期刊 5 種， 

102 學年度擬增購圖書   250  冊；中文期刊  5  種，外文期刊 5 種。 

二、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 

主 要 設 備 名 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年 度擬 購 經 費

組織與細胞工程實驗室（濕氏掃描

電子顯微鏡等） 
成立第一年內增購 500 萬元，預定編列於 101 年度預算中執行。

生醫材料實驗室（材料測試儀、

DSC、DTA、FTIR、GPC 等） 
成立第一年內增購 300 萬元，預定編列於 101 年度預算中執行。

奈米生醫實驗室（次微米生物影像

顯微鏡 、螢光光譜儀系統等） 
成立第二年內增購 700 萬元，預定編列於 102 年度預算中執行。

行為觀察與分析系統 成立第三年內增購 200 萬元，預定編列於 103 年度預算中執行。

生理、心理監視系統 成立第三年內增購 200 萬元，預定編列於 103 年度預算中執行。

各類型 RFID 讀取器、標籤、軟體 成立第三年內增購 200 萬元，預定編列於 103 年度預算中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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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貴重設備(超過 50 萬元) 

動物細胞培養用生物反應器               共軛焦顯微鏡 

冷凍切片機                             全自動溶離系統 

全自動快速蛋白質液相層析系統           流式細胞儀 

倒立顯微鏡及影像擷取裝置               萬能材料試驗機 

正立顯微鏡及擷取影像設備               碳氮分析儀 

超高速離心機                           超薄切片機 

粒徑及介面電位分析儀                   熱分析儀（DSC、TGA） 

霍氏轉換紅光光譜儀                     X 光繞射儀 

電漿聚合反應設備                       倒立式螢光顯微鏡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及能譜信號偵測器 

玖、本系(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狀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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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方已應允由本校新完工之教學大樓騰出 263 坪借予新所使用。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說明其規劃情形。 
本校目前已著手規劃新建「生醫大樓」，待三年後「生醫大樓」完工，將撥

予「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700 坪。 

拾、其他具設立優勢條件之說明 
一、本所將發展的三個研究方向均為當前非常重要，且本校教授已有相當投入

並獲得良好成果的領域。 
二、本所的師資主要來自工學院與其他相關院系，具有不同的專長與背景，因

此本所的成立將可提供一跨領域合作的平台。未來將建立合作實驗室，鼓

勵所內教授與其他系所教授，共同指導研究生並共同提出跨領域合作計

畫，以培養具備整合生物技術上、中、下游全方位能力之人才為宗旨，並

且藉由跨領域合作，提升研發能量與質量。 
三、本校長期以來一直希望發展生醫領域研究，雖然校內已有生命科學院及相

關系所，但其研究方向較偏重基礎研究。本所之成立則是以工學院教授為

主軸，從工程觀點出發以銜接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著重在醫學與生物

工程學。本所教授過往的研究紀錄及新生代教授的研究潛力，將可望提升

本校在國內外生物醫學工程領域的貢獻及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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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已規劃延聘國內外學術界及臨床醫學之領袖成立本所之諮詢委員會，

指導發展方向及協助人才羅致等，本所因此將迅速成長為傑出之學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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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表 
表 3：現有專任師資名冊表（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

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現有專任師資 27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25 員，助理教授以上者 27 員本醫學工程

研究所成立之後，將於三年逐年聘足 4 位專任師資及合聘 2 位署新資深教授級醫

師。兼任師資 0 員。 

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專 講座教授 宋信文 
美國喬治亞理工

學院博士 

生醫材料、組織工

程人工器官、人工

血液、藥物制放、

奈米生醫 

人工器官與組織工

程、生醫材料 
新所主聘

專 副教授 劉承賢 
美國史丹福大學

博士 

光電系統晶片、生

醫系統晶片、生醫

光電、奈米科技、

肝臟實驗室晶片 

微奈米系統之感測

與致動、微奈米生

醫工程、控制系統 

新所主聘

專 副教授 饒達仁 
美國加州大學洛

杉磯分校博士 

生醫微機電系統、

微機電封裝及可靠

度量測、奈微尺度

熱流 

微觀能量傳遞學、

生醫微熱流 
新所主聘

專 教授 王明揚 
瑞典律勒歐大學

博士 

智慧型生醫系統中

之人機介面、人機

系統需求分析與評

估、遠距醫療系統

之人機互動 

人因工程測試與評

估、人類訊息處理 
新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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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專 副教授 嚴大任 
美國加州大學洛

杉磯分校博士 

新擬材料、奈微機

電系統、生醫光

電、低維度奈米材

料 

分子生物工程、奈

米生醫技術 
新所主聘

專 講座教授 劉通敏 
美國普林斯頓大

學博士 

微噴墨印相技術於

生醫與微製程之應

用研究、微系統電

流研究 

生物力學、流體力

學 

動機系主

聘 

專 講座教授 范龍生 
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博士 

微機電元件技術、

生物微機電系統、

光學微機電系統 

生物微機電系統、

微系統技術與實驗 

奈微所主

聘 

專 講座教授 江安世 
美國羅格斯大學

博士 

分子影像技術、神

經科學 

細胞生物學、學習

與記憶、生物影

像、分子生物學 

生科系主

聘 

專 特聘教授 陳永昌 
德國柏林工業大

學博士 
影像與視訊處理 

影像與視訊處理概

論 

材料系主

聘 

專 教授 朱一民 
美國萊斯大學博

士 

藥物制放、生物產

品分離純化、組織

工程、幹細胞培養

及應用 

生物化學工程 
化工系主

聘 

專 特聘教授 胡育誠 
美國馬里蘭大學

博士 

基因與蛋白質工

程、細胞工程、組

織工程、基因治療

載體開發 

分子生物技術、生

物技術概論 

化工系主

聘 

專 教授 宋震國 
美國密西根州立

大學博士 

機器動力學、奈米

壓印製程與設備 
生醫機電整合 

動機系主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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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專 教授 陳建祥 
美國俄亥俄州立

大學博士 

伺服控制、晶片設

計、滑動模式控制

數位控制系統、

DSP 程式設計 

動機系主

聘 

專 教授 曾繁根 
美國加州大學洛

杉磯分校博士 

奈微米生醫系統、

奈微米流體、微型

燃料電池 

奈微米生醫及流體

系統、微系統設計 

工科系主

聘 

專 教授 黃雪玲 
美國普渡大學博

士 

智慧型居家照護系

統之介面設計、遠

距醫療系統之互動

介面 

人因工程與電腦系

統、人機系統設計 

工工系主

聘 

專 教授 黃金花 
美國羅格斯大學

博士 

奈米碳管製程與元

件、光電元件 
奈米生物感測器 

材料系主

聘 

專 教授 呂平江 
美國紐約大學生

物物理博士 

蛋白質結構、生物

資訊學 

蛋白質結構、生物

資訊學 

生科系主

聘 

專 教授 張兗君 
美國愛荷華州立

大學博士 
神經生化 神經生化 

生科系主

聘 

專 教授 許靖涵 美國南加大博士
影像處理、醫學物

理 

醫學影像處理、醫

學物理特論 

醫環系主

聘 

專 教授 侯建良 
國立清華大學博

士 

RFID 技術於居家

看護之應用、文字

探勘技術應用於診

斷決策 

製造系統與自動

化、資料探勘 

工工系主

聘 

專 教授 葉廷仁 
美國麻省理工學

院博士 

自動控制、機電整

合 

數位訊號分析、機

器人學 

動機系主

聘 

專 副教授 游志雲 
美國密西根大學

博士 

醫護行動輔具之生

物力學評估與操控

介面設計 

生物力學、人因工

程專題 

工工系主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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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專 副教授 湯學成 
美國喬治亞理工

學院博士 

細胞工程、共軛焦

顯微影像技術 
基礎細胞生物學 

化工系主

聘 

專 副教授 衛榮漢 
國 立 台 灣 大 學

博士 

奈米工程、生醫系

統 
奈米生物力學 

動機系主

聘 

專 副教授 賴梅鳳 
國立台灣大學博

士 

奈米生物力學及生

醫感測元件 

奈米生醫工程、仿

生奈米感測器 

奈微所主

聘 

專 助理教授 洪健中 
美國辛辛那提大

學博士 

生醫微系統、奈米

生醫系統 

生醫感測器與生物

電子學 

動機系主

聘 

專 助理教授 蘇哲平 
美國喬治亞理工

學院博士 

醫療科技經濟評

比、人體輔具可靠

性評估 

實驗設計、品質控

制 

工工系主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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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表  
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擬增聘專任師資 4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0員，助理教授或具博士學位者 4員及合聘署新資深教授級醫師 2員；兼任師資 0

員。 

專兼任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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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助理教授

以上(含)
博士且具醫師資格

尤佳 

奈米生醫材料、

仿生材料 
具優異研究紀錄 生醫工程 國內外公開徵聘 有(國外) 

專 
助理教授

以上(含)
博士 智慧型生醫系統 具優異研究紀錄 

人機介面、遠距醫療系

統、生醫機電系統 
國內外公開徵聘 有(國外、國內) 

專 
助理教授

以上(含)
博士 生醫影像 具優異研究紀錄 生醫檢測影像系統 國內外公開徵聘 有(國外) 

專 
助理教授

以上(含)
博士且具醫師資格

尤佳 
組織工程 具優異研究紀錄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 國內外公開徵聘 有(國外) 

合聘 教授 醫師、博士 心血管 具優異研究紀錄 生理學 署新 有 

合聘 教授 醫師、博士 骨科 具優異研究紀錄 解剖學 署新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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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1 

 
 

101 學年度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 
申復後再審申復說明表 

校名 國立清華大學 編號 N02 

學校申請案名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初審意見 學校回覆說明 

1.貴校在「醫學工程」研究上，工程是

強項，醫學是弱項，在醫學工程的

研究方向上，容易忽視臨床應用的

實際需求，建議需與北部醫學院建

立密切合作關係。 

謝謝委員們的建議，申請單位完全認同。本校工學院與北

部幾所主要醫學院與教學醫院（榮總、長庚、馬偕）近年

來皆有相當密切的合作關係，在這兩年度裡即有 41 個計

畫進行中（請參見［附件一］）；另外，我們已於 99 年 9

月 18 日與署立新竹醫院(署新)簽訂了學術合作意願書，

即將有實質的雙方共同研究合作計畫。另外，我們也將合

聘署新資深教授級醫師參與教授必修課程，如生理學及解

剖學等。 

2.此研究所的成立說帖之一，是「配合

新竹生醫園區之設立」。而單純「醫

學工程」研究也逐漸失去主流價

值，因此定位為「生物醫學工程研

究所」會比較符合實際需求。 

委員們的建議相當好，申請單位完全認同。我們已經正式

經過學校行政管道院務會議、校發會與校務會議更改所名

為「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請參見計畫書)。 

 

3.在計畫中，此研究所與六個學院(生
科、電資、科管、工學、理學、原

科)密切合作，打算發展之三大領域

分為「智慧型生醫系統」、「組織工

程與再生醫學」與「奈微米生醫科

技」，排出許多選修課程，但對共同

必修與不同領域之必選修之合分流

並未有宏觀且具體的規劃，恐怕會

讓學生產生學習及選擇的困惑。 

謝謝委員們的建議，申請單位完全認同。由於在申請本所

前，本校工學院內已有生物工程碩士學程（自 95 學年度

起），並已依所收學生的背景，開設適合的必、選修課程，

因此在教學課程安排上已具有多年之經驗。現正式提出成

立碩士班研究所，未來在必修課程上將有生醫工程概論、

生理學、解剖學與專題討論等;在選修課程方面，我們也

已依三大領域屬性各安排五門相關選修課程，如此的安排

應可避免不同背景學生過重負擔及學習上的困惑(請參見

計畫書第 10 頁)。 
4.目前師資列舉 27 位皆為各系所的原

有師資，其中副教授以上 24 位，若

研究所成立後所承諾聘請的 8 位師

資多鎖定博士學位(助理教授)，其實

太過資淺。因此這 24 位副教授以上

師資在成立後，至少必須有 3-5 位以

上將專職移至此研究所，才能無縫

接軌。 

謝謝委員們的建議，申請單位完全認同。我們將已依現有

師資的意願，安排 5 位資深教授移至新所(化工系宋信文

教授;材料系嚴大任教授;動機系劉承賢教授;奈微所饒達

仁教授；工工系王明陽教授)，以帶領新聘的資淺新血；

除此之外，本所也將與其他系所合聘教授，如此將可增加

師資及增廣研究領域；另現已與國內外多位具相當經驗之

學者連繫中，若他們能來到本所，相信必可帶領新聘助理

教授與其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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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年度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 
申復後再審申復說明表 

校名 國立清華大學 編號 N02 

學校申請案名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初審意見 學校回覆說明 

5.有關空間，初期由化工系支援，但未

明白列出化工系可支援的空間配置

圖。打算四年內新建「生醫大樓」，

但時程尚遠。目前已有的貴重儀器

是屬於哪些系所的並未明示，而承

諾增購的圖書設備內容也很簡略。

簡單而言，尚未成熟。 

謝謝委員們的建議，申請單位完全認同。校方已應允由本

校新完工之教學大樓騰出 263 坪借予新所使用，待三年後

「生醫大樓」完工，將撥予「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700

坪（請參見［附件二］）。 

移至新所的五位資深教授，已有自己的儀器設備;另外校

方也應允在「頂尖大學」的經費裡，將給予新聘教授開辦

費的特別補助。清華大學目前從事於生物醫學相關領域的

教授合計約有 150 位，本校現有的圖書設備應足以滿足新

所的需求。另外，計畫書裡所列的貴重儀器，分屬於五位

移至新所的資深教授及本校貴儀中心所有。 
6.目前國內現有醫學工程或生物醫學

工程之相關系所多達 12 餘家，其餘

之相關工程系所從事醫學工程相關

研究也相當多，雖然醫療儀器及相

關器材的研發是未來政府重點輔

導，但相關產業所需人才仍屬有

限。以未來市場人力需求而言，單

純「醫學工程」人力已逐漸飽和，

但是「生醫工程」的發展則有較彈

性的發展空間。 

謝謝委員們的建議，申請單位完全認同。請參見回覆說明

第 2項。 

7.貴校對前開各項建議多表認同，建議

俟將申復說明中所列之各項承諾加

以具體化及實質化之後(包括課程之

規劃、名稱與定位、師資陣容之強

化、空間之擴充以及圖儀設備之增

添等)，再提案申請。 

謝謝委員們的建議，申請單位完全認同。請參見回覆說明

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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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Recent Research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Major Hospitals in the Last Two Years 

（I）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長庚醫院 
（II）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馬偕醫院 

 （III）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榮民總醫院 
（I）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長庚醫院 

序

No. 
系所別

Dept. 
計畫名稱 

Project Title 
1 化工系

CHE 
具核醫分子影像之多功能奈米複合型微胞及其在癌症治療之標的及藥物制放應

用 

Diagnosis and bio-distribution of multi-functional micelles using animal image 
2 材料系 

MSE 
以電漿線製備表面電漿共振感測器實現及時全細胞檢測技術 

A real-time whole cell detection by a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biosensor 

based on plasmonic wires 
3 化工系 

CHE 
基因轉殖技術應用於軟骨組織工程：共同表現生長因子以調控軟骨細胞分化及

工程軟骨性質 

Application of gene transfer in 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Co-expressing growth a 
factors to modulate the chondrocyte differentiation and properties of engineered 
cartilages 

4 奈微所 

NEMS 
數位微流體系統於生殖醫學之應用 

Digital Microfluidic System in Reproductive Medicine 
5 材料系 

MSE 
用於氣喘病患一氧化氮感測之金屬氧化物奈米線氣體感測器製作 

Fabrication of metal oxide nanowire gas sensors for the sensing of NO gas in asthma 
patients 

6 化工系 

CHE 
利用新穎奈米微粒載體口服不同胰島素劑型藥物動力學之研究 

Pharmacokinetics study of different insulin preparations using novel nanoparticles 
via oral administration. 

7 化工系 

CHE 
高顯像、標誌及環境應答多功能型奈米微胞之研發及其在癌症治療之應用 

Investigation high sensitive, targeting and temperature- and pH-sensitive double 
controlled multi-functional micelles and its application of therapeutic 

8 材料系 

MSE 
利用區域表面電漿共振原理所發展之無需標定的即時生物影像技術 

Development of label-free, spectrometer-free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biosensors 
for real-time enteroviruses detection 

9 化工系 

CHE 
利用重組桿狀病毒改質脂肪間葉幹細胞並結合硫酸軟骨素/硫酸皮膚素/幾丁聚

醣支架於軟骨組織工程之應用 

Combining baculovirus-mediated genetic modification of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and CSC/DS/chitosan scaffold and rotating-shaft bioreactor for 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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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長庚醫院 
序

No. 
系所別

Dept. 
計畫名稱 

Project Title 
10 奈微所 

NEMS 
微流體系統於生殖醫學之應用 

Microfluidic System in Reproductive Medicine 
11 化工系 

CHE 
多功能環境應答奈米微胞標靶型藥物之研發及其在中樞神經惡性腫瘤治療之應

用 

Investigation temperature-and-pH-sensitive targeting multi-functional micelles and 
its application of therapeutic on central nerve system tumor 

12 化工系 

CHE 
利用腸衣包覆之膠囊裝載奈米微粒載體於口服胰島素應用之可行性評估 

Enteric Coating Capsules Containing Freeze-Dried Nanoparticals For Oral Insulin 
Delivery 

13 材料系 

MSE 
發展具有高靈敏度、高空間解析度之侷域性性表面電漿共振影像系統作為即時

生物檢測之用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imaging platform 
for real-time biological diagnosis with high spectral sensitivity and spatial resolution 

14 奈微所 

NEMS 
用於測量細胞組織化學反應之氮化物基材微型電子式離子探針(1/3) 

III-Nitride pH microprobes used in Tissues based on Ion Sensitiv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15 化工系 

CHE 
聚酯類溫度敏感型水膠應用於骨組織工程之應用 

The Study of polyeaster temperature-sensitive hydro gal for bone tissue engineering 
16 材料系 

MSE 
奈米鑽石電極應用於電化學檢測神經傳導物質之研究 

Nanodiamond electrodes for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of neurotransmitters 
17 動機系 

PME 
以多功能微流體平台操控與檢測奈米膠囊合成與藥物釋放效率之研究 

Research of Control and Measurements of Nanocapsule Synthesis and Drug Delivery 
Using Multifunctional Microfluidic Platforms 

18 材料系 

MSE 
製作高品質、高解析影像對比與藥物釋放功能之磁共振顯影劑：奈米氧化鐵與

奈米鐵鉑合金 

Fabrication of the high quality, high resolution image contrast f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and drug releasing agent：Iron oxide and FePt alloy nan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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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馬偕醫院 

序

No. 
系所別

Dept. 
計畫名稱 

Project Title 
1 化工系

CHE 
生醫機電系統研發—生醫感測及影像處理在醫療上之應用(總計畫)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Biochip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for BioMedicine 

2 動機系 

PME 
癌細胞組織藥物測試之實驗室晶片之進行(子計畫 1) 

Lab on Chip for the drug screening and tests of cancer cells/tissue 
3 動機系 

PME 
低 X射線放射劑量下之電腦斷層影像重建之進行(子計畫 2) 

Computed tomography with limited image frames 
4 動機系 

PME 
由妊娠中期孕婦血漿檢體之多功能奈米生醫介面感測平台進行早產預測之研究

進行(子計畫 4) 

Developing a Multifunctional platform with NanoBio Interfaces for Preterm Birth 
Prediction from Mid-Trimester Maternal Plasma 

5 化工系 

CHE 
奈米生醫在癌症治療與再生醫學上之應用(總計畫) 

Application of Nano-Biomedical on Cancer Therapy Regenerative Medicine 
6 化工系 

CHE 
羊水幹細胞於膠原蛋白支架誘導半月版軟骨組織(子計畫 1) 

The study of Amniotic fluid-derived stem(AFS) cells in soft tissue engineering 
7 材料系 

MSE 
具自我聚合能力的奈米胜肽/纖維蛋白組織複合凝膠，以應用於外傷止血與燒燙

傷上的應用(子計畫 4) 

Rapidly curable gelatin/fibrin glue incorporated with self-assembling nanopeptides in 
traumatic hemostasis and bur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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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榮民總醫院 

序

No. 
系所別

Dept. 
計畫名稱 

Project Title 
1 奈微所

NEMS 
利用創新之微機電製程技術製作聚乳酸微針陣列結構應用於皮膚滲透貼片與其

藥物釋放之研究 

PLA/PGA/PLGA Microneedles Structures Fabricated by Innovative MEMS 
Technology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dermal Drug Delivery 

2 動機系 

PME 
梭狀動脈瘤之三維影像實體重建、血液動力特性數值模擬及瘤壁壓力量測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Wall Pressure Measurement on the Fusiform Aneurysm in 
Combination with 3-D Image Reconstruction 

3 化工系 

CHE 
桿狀病毒作為抗血管新生因子載體運用在癌症治療上的效果評估 

Application of Baculovirus as an Anti-angiogenic Gene Delivery Vector for Cancer 
Therapy 

4 化工系 

CHE 
含有胚胎幹細胞分化之心肌細胞片生物組織工程支架：體外性質評估 

Bioengineered Tissue Scaffold Containing Cardiomyocyte Cell Sheets Derived from 
Enbryonic Stem Cells：In vitro Evaluation 

5 化工系 

CHE 
幹細胞快速篩檢及觀測技術平台之研發 

Platfor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 Rapid Screening and Observation of Stem 
Cells 

6 化工系 

CHE 
幹細胞培養、生長及分化探討與軟硬骨組織應用 

A study on the culturing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tem cells and application of 
bone/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 

7 化工系 

CHE 
幹細胞培養、分化與快速篩檢之三維微流體晶片系統之研究 

Culture, Differentiation of Stem Cells and Rapid Screening of 3D-Microfluidics Chip 
System Research 

8 化工系 

CHE 
培養細胞層片感溫性界面及固定化抗體奈米球之製備 

Studies on the Temperature-Sensitive Interfacial Materials for Cell Sheet Culturing 
and Observation Platform 

9 化工系 

CHE 
幹細胞分化之軟硬骨組織動物實體探討 

Investigation on osteogenic and chondr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stem cells in an 
animal model 

10 化工系 

CHE 
微矩陣晶片系統幹細胞分裂之研究 

Investigation of stem cell differentiation by using MicroRNA array 
11 化工系 

CHE 
建立預血管化組織工程支架：體外性質評估 

Engineering a Prevascularized Tissue Construct：In Vitro Evaluation 
12 化工系 

CHE 
以桿狀病毒轉導之間葉幹細胞與硬骨前驅細胞在硬骨組織工程之應用 

Baculovirus as a gene delivery vector for the genetic modific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 and osteogenic progenitor cell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bone tissue 



  75

（II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榮民總醫院 
序

No. 
系所別

Dept. 
計畫名稱 

Project Title 
engineering 

13 化工系 

CHE 
標靶及環境應答多功能型奈米微胞之研發及其在肺癌治療之應用 

Investigation targeting-,temperature- and Ph-sensitive multi-functional micelles and 
its application of therapeutic lung cancer 

14 動機系 

PME 
應用數位影像相關法探討人工網膜植入活體前後機械性質與方向性強度之溫濕

效應 

The Hygrothermal Effects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Directional Strength of the 
Artificial Mesh before and after Implanting Live Animals by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Method 

15 材料系 

MSE 
奈米鑽石電極應用於電化學檢測神經傳導物質之研究 

Nanodiamond electrodes for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of neurotransmitters 
16 化工系 

CHE 
複合性醫療支架於軟硬骨組織工程之研究與應用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triphasic medical sponge in osteochondral tissu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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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摘要表                               

國立清華大學 101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
書

申請類別 
█增設      

□調整（更名、整併、分組）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 
中文名稱：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英文名稱：Ph. D. Program,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曾經申請年度：□100 學年度    █99 學年度   □98 學年度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文學博士學位 

現有學生數 
 名稱 

設立

學年度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中國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69 

71 

99 

207 
241 
220 

56 
40 
 

64 
 
 

828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研究所 

歷史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人類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博士班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哲學研究所 
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74（85）

76（85）

77（79）

78（84）

78 

83 

87（93）

95 

 83 
39 
49 
56 
40 
19 
69 
58 

20 
20 
30 
64 
 
 

16 

 
 
 

563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 國立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 國立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3 國立台北

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4 國立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5 靜宜

大學臺灣文學系、6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7 國立中正大學臺灣文

學研究所、8 國立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9 國立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

10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1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

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12 國立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13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

所、14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15 國立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16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1.中文圖書:22 萬冊，外文圖書:12 萬冊；2.中文期刊: 2527 種，外文期刊: 926 種
專業圖書 

3.擬增購圖書 10000 冊，期刊  30   種          4.其他： 

招生管道 公開招生 

擬招生名額 每年 3 名（其中一名得為本所直攻博士研究生） 

服務單位及職稱 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姓名 陳萬益 

電話 03-5714153 傳真 03-5714113 
填表人資料 

(請務必填列) 
Email wychen@mx.nthu.edu.tw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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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2-3  研究所申請設立博士班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立清華大學 
申請案名：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

為通過。 

■台灣文學所 95 年評鑑結果為優良 
□尚未受評，將於     年受評。 

□新設單獨之研究所，無評鑑結果。 

設立年限 申請時已設立日間學制碩士班達 3 年以

上。 

單獨新設研究所博士班無設立年限規定。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於

91 學年度設立，至 99 年 9

月止已成立 8 年。 

核定公文：90 年 2 月 22 日 

台(九０）高(一)字 

第九００二二七八六八號函 

█ 符合 

□ 不符 

師資結構

( 詳 如 表

3、4) 

□單獨新設研究所博士班：實聘及擬聘專

任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理教授以上資

格，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既有研究所申請設立博士班：實聘專任

師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理教授以上資

格，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實聘專任教師 8 位，其

中： 

1.助理教授以上 8 位。 

2.副教授以上 4 位。 

二、擬聘專任教師 2 位。 

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計 10

位。 

█ 符合 

□ 不符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 選 檢

核，並填寫

表 5） 

 

█人文領域：近五年（94.12.1-99.11.30）

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

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論文

或專書論文五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篇以

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

或國內外具公信力之資料庫之學術期刊

（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不予計入）或出版經專業

審查之專書論著一本以上。 

1. 近 5 年專任教師平均每人

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

刊論文或專書論文合計

8.6 篇/人。 

2. 發表於於國科會學門排序

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

公信力之資料庫之學術期刊

等國際學術期刊論文 6.1 篇

/人；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

業審查之專書論著 0.9 本/

人。 

█ 符合 

□ 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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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計畫內容 

壹、申請理由 

一、國立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於民國 91 年設立，為 1990 年代

「台灣研究室」及中文系博士班招收「台灣文學／現代文學」研究生取得成績之後的

發展。因應近十年間，全球化及東亞社會政治經貿交流日趨熱絡，為追求歷史文化的

相互理解，加入區域性與全球性的交流與整合，「全球跨文化研究」及「東亞研究」，

已成為與「深耕本土研究」兼重的台灣研究重要面向。 

 
本所創立以來，與整體台灣研究趨勢齊頭並進，根據教育部「95 年度台灣文史語

言系所評鑑」，在各項評比中均為優良，與台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班同列第一。(詳
見附件十六)九年來，努力朝培養台灣文學教研專業人員及台灣人文公共領域多元人才

方向穩定成長，秉持「教育人才培力」、「文學教育向下札根」的概念，在教師進修與

大學部文學教育方面開拓、耕耘，現今已成為國內獨樹一幟，兼重研究、創作與教師

進修三大面向的台灣文學所。除了每年固定招收 12 名碩士研究生之外，2006 年起與

語言所、人類所等單位共同創設「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每年招收 5 名

進修教師；2010 年起進而設置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針對大學生提供 18 學分之「文

學與創作副修學程」。(詳見附件一～三) 

 
本所教師在學術研究、學術合作、學術專書編著出版、數位文學館、作家網站、

文史資源中心營運、文獻史料出版、學術翻譯、以及散文、新詩、影視劇本等文藝創

作出版方面，皆有豐富成果，展現台灣文學學科發展中多向性的學術成績與文化產值。

(詳見附件十) 

 
綜合上述，本所無論在教學、研究、學生訓練、校際合作、國際合作等軟體環境

方面，或者在空間、設備、學制組織、修業法規等硬體建置方面，皆在務實中求發展，

此次經審慎評估後，提出申設博士班之計劃。 

 

二、本所成立以來，一方面積極從事國際交流、推動跨文化交流研究；另一方面，深化台

灣文學研究，推廣校園文學教育與文藝創作風氣。 

 
在從事國際交流、推動跨文化交流研究方面，總共已邀請國外學者發表二十多場

「跨文化流動與台灣文學系列講座」，召開過六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大河之歌

─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論文集》、《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暨說唱傳承表演論

文集》、《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三部學術專書。在推廣校園文

學教育與文藝創作風氣方面，舉辦過三十餘場以「文學與社會」、「文學與創作」為

主題的系列演講，並邀請諾貝爾大師高行健蒞校進行全校性演講，發行《創作美學：

高行健演講》影像暨文字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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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國際研究團隊方面，本所參與韓國、日本、中國、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和

地區共同發起的「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會」，主辦「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第

五屆年會，編輯《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3 期台灣專號，每年固定派遣教師

出席年會，發表論文並參與組織運作，獲合作團隊及東亞學者好評。在海外客座教授

方面，本所先後邀請三位教授，十餘位訪問學人，二十餘位海外學者蒞校演講；所內

教師除每年多次個別出國發表論文，或組織學術研究調查隊進行移地研究之外，亦曾

三度集體出訪，前往華南、北京、新加坡各地大學及研究單位，進行論文發表與學術

訪問。 

 
綜合上述，為持續與東亞以至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學與文化進行對話，國內優秀大

學亟須培養既有本土關懷又有國際視野的博士生，以期年輕世代接續長期累積的各界

努力，於全球化時代裡在國際學界為台灣的文學和文化發言。(詳見附件八～九) 

 

三、在學生訓練與表現方面，本所相當重視學生關懷、研究訓練及學習環境營造。在學生

關懷方面，落實本校個別導師、系關懷老師雙導師制度，設置系所「急難關懷金」，接

受學生代表出席所務會議，推動「校園家庭」概念。 

 
在研究訓練與共學環境方面，自 2003 年起本所對國內相關系所發起創設具公開徵

求與匿名審查制度之「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召開第一屆會議並出

版論文集，之後由各校輪流主辦，至今已運行八屆，成為本領域研究生的指標性會議。

2007 年起，建立校際共學模式，每學期以「合宿制」密集共學與友誼交流兼重的形式，

與合作學校輪替舉辦「台大清大台文所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成大清大台文所

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2009 年組織「台文所師生海外學術訪問團」，師生 12 人

出訪北京，拜會當地重點大學及研究機構多處，發表論文，並與北京清華大學及中國

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生進行交流與座談。2009 年起，本所發行國內台灣文學系所首

創的《台灣文學論叢》，以有審查、修改制度之公開徵文方式，每年提供所內研究生

優秀學位論文出版的平台，至今已推出二輯。在國際研究生交流方面，本所先後有六

位學生獲得全國性獎學金，前往美國、中國大陸、香港等地進行短期研究；亦有法國

里昂大學、中國大陸北京大學、蘇州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生，前來進行

為期數月至一年不等的訪問研究。 

 
在學生表現方面，本所學生在海外論文發表及出版、期刊／專書論文出版、以及

國內文藝出版及文藝創作獎項方面，都有突出成績，迭獲各種學術類與創作類大獎。

各屆畢業生，除進入博士班深造者之外，亦有不少任職中、小學，於政府部門擔任公

務員，於出版界或資訊業從事文字與文獻專業工作，或於大學及研究機構擔任計畫助

理者，此外亦有暢銷作家、新進劇作家等各種人才。(詳見附件十一～十四) 

 
四、完整學制是世界各國優良大學系所的重要指標，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進修教師

等各種不同層級與屬性的學生彼此激盪、切磋與交流，將帶給師生及學生之間良性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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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在教育現場上也是活化教學單位、提升學習風氣的重要關鍵。在本所未來的規劃

中，碩士生的進階學習，以及「文學與創作副修學程」開設後，大學部方面需求的教

學助理，都將由博士生來擔任。為因應碩士生深造需求，並提昇本所更高的學術研究

品質與國際競爭力，提供大學生、碩士生、進修教師更具有深廣度、思辨性與不同學

部切磋共學的環境，建立理論、應用與創作並重，兼有一般生與在職進修生的「大學

學程─碩士班─博士班」完整體系，實為當前迫切需求。 

 
五、「台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是 1990 年代應學術發展的需要逐漸成型的：自 2000 年成

功大學成立第一個台文所之後，目前已有成大、台大、台師大、政大、中興、靜宜、

中正、台北教大、彰化師大等校設立台灣文學系所；另外多所公、私立大學設有語言、

歷史、文化等之台灣研究系所，可見此一學科蓬勃發展情形。但是，目前台大、成大、

政大和台師大均設有博士班，清華名列台灣一流大學，且於台灣文學領域曾於 90 年代

開風氣之先，今日又發展出獨特走向，以二十年長久累積之優勢，若不盡速成立博士

班，於台灣文學研究、台灣研究及東亞研究領域，將不免呈現落後趨勢。 

 
前述現有的台灣文學博士班每年總計僅招收約十餘名研究生，所以競爭激烈，錄

取率低。博士班的有無，直接影響本所及本領域國際交流合作與能見度。本所畢業生

中已有十二位學生考取國內其它優秀大學博士班升學，或前往美國及中國大陸博士班

深造(詳見附件十五)；另外，亦曾多次有國外博士生及博士後人才欲前來短期研究，

後皆因未設博士班轉而申請他校。 

 
本所教授學養背景多樣，包含國、內外取得博士學位的不同領域專業人士，就文

類而言照應小說、散文、現代詩、戲劇、電影各方面，就時段而言包含古典文學、日

治時期、戰後及當代，就地域而言研究議題觸及中、港、日、韓、歐美。教師們於國

科會、教育部等單位之研究計畫案執行率甚高，且皆積極投入：副教授柳書琴於 97 年

度獲得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念獎」、清華大學「新進人員研究獎」、巫永福文化基

金會「巫永福文學評論獎」、清華大學「2009 年學術研究出版獎勵」、入圍「第 34
屆金鼎獎」；陳建忠副教授獲得「巫永福文學評論獎」、本校「2008 年傑出專書獎」；

其他教師亦表現優秀、屢有獲獎。(詳見附件六～七)因此，各界對本所表現於肯定之

餘，多期望盡速成立博士班，提供國內碩士生進修機會，進而吸引外國研究生，共同

促進臺灣研究相關學科的發展。 

 

貳、本所博士班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台灣文學的本體研究 

 
1990 年代以來台灣文學教研的範疇，一般都分為：原住民文學、古典文學（明鄭

至清治時期）、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及戰後文學。作為本體研究，從史料的搜輯、整理，

作家、作品的研究，到文學思潮和歷史發展等，十幾年來已經有相當豐碩的成果，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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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幾個台灣文學系所之課程規劃，均已明顯呈現此一學科之具體內容。但是作為本

學科的基礎和研究對象，本體仍有待更紮實和全面性的探索。蓋台灣文學研究的相關

訓練，除了具備台灣文史知識外，實與台灣研究不可或分。本所之師資完備，能夠開

設出完備的與台灣文學相關之各種課程。除招收碩士研究生外，本所亦開辦「台灣研

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並設置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之「文學與創作副修學程」。

凡此，都可看出本所長年致力於深化以文學為核心的本體研究。本所博士班，亦將持

續深耕台灣文學的本體研究，除能提升學生的文學研究能力，加強文學研究所的專業

印象；亦有助於本所畢業生廣泛應用，有利於未來之研究或其他生涯發展。 

 
二、台灣文學的跨文化對話與比較研究 

 
台灣文學因歷史發展的特殊性，各個時期與隣近地區／國家的文學具有相當的互

動和可比較性。譬如：台灣的原住民族作為南島民族之一環，其神話、傳說、歌謠等

與東南亞地區有相當關連；台灣的古典文學基本上就是明清文學文化的傳承，相較於

漢字文化圈的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也有參照和比較的可能；日治時期台灣作為殖民

地，其文學與朝鮮文學、偽滿州國文學，甚至中國淪陷區文學，具有可比較性；五Ｏ

年代的台灣文學則與香港文學同為冷戰時期的反共文學，具有相當緊密的關係；解嚴

以後台灣與中國當代文學的交互影響等等。類似上述台灣文學在東亞區域文學間的平

行或影響的比較研究，既為本體研究的參照系譜，又為台灣文學開展相當寬濶的研究

領域。本所向來積極從事國際交流、推動跨文化交流研究，並設有「跨文化流動與台

灣文學系列講座」。博士班將秉此原則，更加強「對話」與「比較」的面向，積極以

台灣為關懷核心，拓展、提升學生與國際學人溝通之網絡與能力，使之能與其他世界

文學、文化進行廣泛而深入的對話，並進而從事比較研究。其目的在於凸顯台灣文學

在國際座標上的定位，並拓展台灣及台灣文學之國際能見度。 

 
三、東亞比較文學與文化 

 
在國際化與跨文化對話的方向外，本所亦致力於開展東亞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

以期能更積極處理與台灣相關之地域性文學與文化脈絡，提升研究者關切與處理台灣

與亞洲議題的能力，而不僅追隨於西方的學術潮流。近二十年來，台、日、韓、中的

人文學領域，高度關注日本及西方帝國主義對亞洲現代化及各國文化產生的影響，東

亞研究成為目前各國學界共同矚目的學科。本所參與韓國、日本、中國、新加坡、香

港等國家和地區共同發起的「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會」，主辦年會，編輯《東亞

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每年固定派遣教師發表論文，已是東亞學者團隊固定成員。

博士班將繼續利用此優勢，開展出更為具體而緊密的東亞研究學術網絡，一如此間方

興未艾之經濟體結盟般，東亞學術連結將提供學生獲得更為優渥之學習資源，其研究

也更能反映亞洲研究者之獨特視野，而與國際化、跨文化對話的方向實有相輔相成之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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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理論與方法的訓練 

 
文學研究受到理論和文化研究的衝擊，已經產生相當的變化，不再侷限於作品內

緣的美學觀照，也不再只是作家和作品的討論，然而外來理論如何在本土語境產生意

義，舊有研究方法也有其不可抹殺的成就，這些都是台灣文學的本體研究和跨文化比

較研究的演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博士班課程設計將予兼容並蓄，並作實質的討

論和訓練。此外，本所因強調文學本體研究、東亞與世界複雜脈絡之研究，故在理論

與方法的訓練上，更強調因應不同文學類型強化相關理論知識，而各類型研究之成果

亦能調整、修正理論之框架。如此，則本體研究和理論方法得以同時得到深化，應能

增強學生面對實際課題時的靈活性，不受限於既有的理論框架，更能開展出具有獨特

面貌的台灣文學理論及研究成果。 

 

參、本所博士班與世界學術潮流之趨勢： 
 

一、就台灣文學的本體研究而言： 

 
台灣文學研究，作為廣泛台灣研究的一環，從 1930 年代萌芽。由於時代變動，戰

後一度消沈。1970 年台灣國內外政經情勢轉變，1975 年左右以台灣光復三十週年為契

機，日治時期作家作品系列出土，鄉土文學論述亦被提出。繼而 1980 年代後期、1990
年代初期，學院人才陸續投入，跨學院的「台灣文學研討會」形成，台灣文學研究逐

漸在台灣各大學蔚然成風。2000 年，包括大學部到博士班體系性的台灣文學系所首創

於成大，各校也紛紛設立台灣文學研究所。台灣文學學科化的過程，乃是以漫長的文

化創造與知識累積為基礎，由於全球在地意識及國內台灣研究興起，台灣現代經驗的

特殊性與價值受到重視而產生。 

 
近年國內優秀大學皆相當重視台灣研究，譬如政大及其它一些學校設有台灣研究

中心、台灣研究室。台灣大學更推出全校性「台灣研究學程」，包含文、史、哲、政

經、法律、人類學、農醫、管理、藝術各領域，該學程不僅成為今日台大人的重要素

養，更受到國際學生歡迎，成為國際生及訪問學人認識台灣、分析台灣經驗的路徑與

窗口。 

 
綜觀二十年來台灣文學學科化的表現及其在文化公共領域的推展，成果相當顯

著。不論是各校系所、學制的建立，研究人才的培育、學術論文的增加、學位論文質

量的提昇、國際交流的拓展；抑或文獻史料的出版、作家作品集的編纂、創作與研究

論文的介紹／翻譯、研討會／研究計畫案的成長、創作生產與藝文展演、文獻數位化、

文學網站架設、百科詞條及基礎工具書編纂、中小學課程調整、數位／實體文學館設

置，台灣文學在「台灣經驗的學術化」以及「學術知識的公共資產化」過程中，皆成

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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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台灣文學研究，堪稱龐大台灣研究隊伍中，最富活力的一個領域。本

校在台灣文學學科萌芽發展的過程中，始終參與其間，未來「台灣文學的本體研究」

象限的課程，將承續上述成果，繼續朝向與台灣社會脈動密接、反映台灣社會的精神、

價值與人心的面向開展。 

 

二、就東亞比較文學與文化而言： 

 
台灣文學的軌跡中銘刻著東亞現代史的縮影，台灣文學研究隸屬於東亞研究一

環。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的一百年間，帝國主義侵略在東亞邁向高峰。除了遭受帝國

主義威脅同時其本身亦成為帝國主義列強之一的日本之外，東亞其它國家或民族多半

淪為帝國主義統治對象。這些國家或地域，由於地理位置、地緣政治及多元文化等差

異，其所遭遇的殖民型態、結果與影響，也有所不同。 

 
近二十年間，台、日、韓、中的人文學領域，高度關注日本及西方擴張性帝國主

義對亞洲現代化及各國文化產生的影響，東亞研究成為目前各國學界共同受矚目的學

科與最活躍的交流平台。亞洲各國學者頻頻交流互訪、推動多邊合作計畫與跨國研究

網絡，同時培育兼具自國文化研究與東亞比較研究雙重能力的研究生，獎助學生出國

短期研究或交換。不僅如此，近年歐美大學也資助研究生前來台灣學習，知名學會也

主動移師亞洲召開年會，以爭取東亞議題與亞洲學者的加入。在台灣方面，東亞議題

的大型國際研討會如雨後春筍，2009 年文史領域就高達十餘場次。在扮演台灣學術火

車頭角色的國科會方面，台灣文學研究相關的專題計畫、整合型計畫及數位典藏計畫

的數量，每年都在攀昇，台灣越來越被亞洲社會及國際社會看見；數年前國科會亦已

將「台灣文學」列為人文處「中文學門」下的次領域。上述現象，都反映了學界對台

灣文學學科專業性與國際交流潛力的肯定。 

 
本所規劃的「東亞比較文學與文化」象限的課程，秉持「越本土的，越國際」、

「台灣研究，來台灣」等理念，認為堅實而成熟的本土研究是我國從事國際學術競爭

與合作的獨特優勢；而文學的創作、翻譯、閱讀與研究，則是溝通異文化與國際交流

的最佳窗口。本所與日本、韓國、新加坡學界，已有共同組織跨國學會、輪流召開國

際會議、組織研究計畫團隊、進行雙邊學術出版的一些合作；與中國大陸港澳、廈門、

汕頭、福州、上海、北京、東北等地重點大學，除了會議交流之外，雙方教授與研究

生的短期訪學與共同合作也日趨頻繁。 

 
綜合上述，在東亞各國大學、文化界或產業界積極爭取優秀人才，跨國人才的輸

出或晉用已成風氣的今日，在東亞現代化歷程與當代學術體系中擁有獨特參照價值的

台灣文學研究，也應儘速建置質量優良的博士班高等人才培育單位，把握本國人才輸

出與外籍學生網羅此一動向與時機。 

 

三、就台灣文學與全球跨文化現象研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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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東亞地區在東、西方帝國主義入侵後淪為殖民地、半殖民地、淪陷區

的經驗；二戰結束後的脫殖民過程以及新帝國主義的再次滲透；以及第三世界地區住

民向歐美社會的留學、移民與離散，皆為幾世紀以來該地區人民共通的歷史經驗。這

些歷史經驗本身，也就是全球化現象的一環。 

 
從荷西殖民、明鄭統治、清朝領有、日本殖民、國府接收以迄今日，台灣不斷被

捲入複數帝國主義或民族國家的擴張史中；然而，台灣在東亞社區乃至國際社會中的

主體特性、社會風習、文化意識與日常生活也隨之遷移與轉化，展現出不可低估的在

地實力。面臨方興未艾的去疆域的、共同市場的新時代之來臨，各國都理解到全球化

與在地化平衡發展的重要，同時也認識到地方經驗、在地知識與本土政經社會發展之

間的密切關聯。不論是以本土文化及民族傳統對內涵養公民教育、對外行銷國家；抑

或以文化產業刺激工商科技產業的研發與創意，台灣文化、在地知識體系與國家或地

域政治體系、經濟體系之間的關係早已日趨緊密複雜。洞悉這種變化的東亞鄰邦，早

已積極於此。 

 
在全球社會下，深化台灣研究本土面向，提供公民教育養分；同時參與東亞社會

公共論壇，增加國家性或非政府組織模式的國際發聲與競爭力，已是台灣高等教育與

學術工作的使命之一。本所行之有年的「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系列講座」，以及 2006
年召開的「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國際學術研討會」，都是在這個方向上的努力；未

來博士班「全球跨文化現象研究」象限的課程，則將進一步開展這些訓練。今年本所

接獲教育部轉知台灣駐美國台北經濟文化代表處函，要求協助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推動

台灣研究。George Mason University 為開展台灣研究、建立東亞合作網絡，邀請本所作

為其台灣研究的合作窗口及學者來台研究的基地，足見對本所的肯定。 

 
綜合上述，本所博士班的目標，正是希望對內深化台灣文學本體研究，兼及與台

灣研究各學門的跨領域對話；對外以有特色的台灣文學博士班，爭取東亞及歐美地區

華人、外籍生或訪問學者來台就學或進行短期研究。 

 
肆、本所博士班與國家社會人力需求評估：（含學生來源、學生畢業後就

業市場狀況） 

 

一、學生來源： 

 
本所主要學生來源向來以中文系所與台文系所為主，亦兼有外文系所、語教系所、

歷史系所等，但是由於本所多年來重視跨領域的發展，所以未來學生來源可望繼續擴

及日文系所、戲劇系所、傳播系所、社會系所等。 

 
二、畢業生的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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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台灣就業市場裡高學歷、單一專長的就業局限，為新設博士班必須慎重評估

和因應的問題。台灣非政府組織跨國人文工作的卓越表現，以及享譽國際之台灣高科

技產業與文化創意結合的潛力，還有台灣在地特色與國際華文文化產業連結的氣運，

提供了台灣文學專業博士生除了學術研究之外，更寬廣的可能性。 

 
本所將以繼續在清華園，培育具有學術傳承與開拓的下一代研究菁英為首要目

標。主要人才將繼續在國、內外學術領域，從事大學教育之教學研究；或進入政府文

化部門及各類型學術機構，擔任文化行政工作及研究員等。其次，本所憑藉人社院學

科多樣化及「台聯大系統」學分承認制度完善之優勢，加上本所「文學與創作學程」

引入之文創資源，將培養博士生活用專業高深知識，成為文化事業之創業者或領導者。

本所期許於養成以台灣文學專業知識為根基，從公共文化財的數位化、文化創意、文

化教育、大眾傳播、編輯出版、電影暨紀錄片、社區營造、文化娛樂產業等方面，介

入「文化公共領域」的一批批人才。國內這些領域極度欠缺博士級人才，多賴學院教

授從旁提供有限援助，因此未能獲得充分發展，故明顯落後於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的東

亞各國。文化公共領域的博士級菁英，將為「新資訊文化時代」的主要推手；他們將

與學院人才相輔相成，促使台灣文化特色和資產，深入大眾生活，並傳播於世界。第

三，近年日、韓各國政府為提昇國民潛力，紛紛鼓勵博士級人才投入高中教學。本校

師資班培育之教師受到各界好評，就職率高達 95%以上，本所學生配合師資班訓練所

養成之人力，也將具備充足能力投入高中教學，提昇高中校園人文氣息與學生素養。 

 
以上三種以台灣文學與文化知識為基礎及特色的人文領域領導性人才，將為未來

國內文化領域不可或缺的人力。綜合上述，本所博士畢業生就業市場規劃如下： 

 
（一）以紮實的研究能力投入教學和研究工作，如擔任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學人員、學

術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政府部門或文化事業裡的研究相關人員。 
（二）以國際化的研究取向，進入東亞、歐美等地學術界的就業市場，如進入中國、

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大學或研究機構，參與台灣文學與文化的相關研究

工作。 
（三）以跨領域的研究特色，參與人文藝術的人文公共領域，如出版策劃、社區總體

營造、地方文史工作、視覺傳播研發、藝文活動策展等。 
（四）以著重創造力的研究視野，投身藝文產業，如生產各類文字創作、影像傳播作

品等。 
（五）以對國民教育具有熱情之博士生，投入高中教育，提昇高中校園人文氣息與學

生素養。 

 
伍、本所博士班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一、本校為台灣重要研究型大學，各學科研究所均以培植博士生以從事專門的學術研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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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本所同仁從事台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在 1990 年代已開國內風氣之先，本所陳

萬益教授是學院研究台灣文學的先驅人物，也是台灣文學在學院建制化的重要推手，

在 1990 年代初期即大力鼓吹台灣文學系所的設立；加上人文社會學院有中文系、外文

系、語言所、歷史所、社會所、人類所等相關系所的奧援，使本所成立八年來，學術

發展相當穩健而獲得高度的肯定。因此，本所博士班的設立，既可參與人社院各學科

研究資源的提昇，並為台灣文學文化的國際對話作出具體成績。 

 
二、本所博士班的設立，可與人社院各單位進行積極地接軌；與各單位所開展的各項學術

交流，包括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台灣研究室、亞太／文化研究室、性別與社會研究室

等單位，一方面能借重人社院各單位在台灣社會、經濟、歷史、語言、文學等領域之

專長，為台灣研究領域進行更整體的思考，一方面也能開創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對話

的機制，結合本校人社院在人文社會領域中特有的「跨領域對話」之特色。在校內，

將持續與師資培育中心、通識教育中心、寫作中心、圖書館進行合作與交流。在師資

培育中心、通識教育中心方面，將以課程發展為主，參與規劃有關台灣研究的課程，

推動優質之台灣文學與文化教育。在與圖書館的合作方面，本所柳書琴副教授曾參與

執行圖書館首次數位典藏計畫「『葉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數位資料館』之建置」，目

前柳書琴副教授持續參與圖書館與國科會人文處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日治時期

日人與台人書畫數位典藏計畫」；此外本所也參與協助圖書館收藏台灣文學作家手稿，

柳書琴副教授與陳建忠副教授分別協助整理紀剛與唐文標之捐贈手稿，本所並為「紀

剛先生手稿暨滿洲國主題文獻展」與「唐文標先生捐贈文物展與座談會」的主辦單位

之ㄧ。本所博士班成立後，將以人社院各單位之合作為發展基礎，積極與學校各行政

中心展開互動與交流，開啟更寬廣的合作面向。 

 
三、本校人文社會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以學程授予學位之規劃，未來幾個獨立所均

將有學程規劃，提供學生多元發展的可能，本所於 2010 年加入人社院學士班的「文學

與創作副修學程」之規劃，本學程除了小說、詩歌、散文與戲劇作品的鑒賞與習作課

程外，亦包含田野調查、報導文學、鄉土誌、生命史與影像記錄之實作課程。本所博

士班設立，將積極延攬博士生投入「文學與創作副修學程」大學部之教學助理工作，

同時有助於博士生學習師生互動與教學技巧，增進教學能力，以培訓具備台灣文學教

學能力的未來師資。 
 
四、本校在台灣雖以理工專業馳名國際，在 1980 年以後發展文科，陸續成立人文社會學院、

科技管理學院，形成綜合大學的規模，並創設國內大學第一個藝術中心，經常有各類

型的文學、藝術活動，為「水木清華」增添更多人文氣息。本校的人文社會學院具有

優良的傳統，也擁有一批在人文和社會科學專業領域之頂尖學者，在國內外享有盛名，

深獲認同。本所博士班冀望在本校既有的架構與基礎上，發揚清華大學之人文精神，

對社會產生積極之影響，並迎向全球化之發展優勢與競爭，提供學生多元發展之可能。 

 
陸、本所博士班之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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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作為本土性特別強的高等學術人才養成機構，其課程規劃

奠基於學科本身對本土文學、文化的關懷與認同，而基於過去幾年深度本土研究與國

際學術交流經驗，本所認為只有在較寬廣的國際視野之下，才能更清晰地返觀本土的

特色，也只有跨文化課程的設計，才可以培養與國際對話、具有競爭力的青年學者。

因此，本所博士班之課程規劃，主要有以下四個思考面向： 

 
一、外語能力訓練：英文為必備的第一外語，本所要求博士生至少需達到外文系碩士班學

生聽、說、讀、寫的能力；此外，並須加修第二外語兩年。 

 
二、跨領域學習：學生在三十個畢業學分（含學位論文）中，應有三分之一學分，就其研

究範疇或在理論及方法的訓練方面，至中國文學、外國文學、歷史學、語言學、社會

學、哲學及人類學等相關系所，或至與本所合作、相互採認學分之外校系所，進行跨

領域的學習，以期達到科際整合的目的。 

 
三、就時間軸規劃具有本土縱深的各時期台灣文學的本體研究課程：本所教師依個人專長，

針對文學演進各時期開設不同的研究專題，博士班課程將對台灣文學本體內部的各種

文學、美學、思想及文化現象，以及與各時期台灣言論知識界或民間文化傳統之間的

關係，有更集中與深入的專題安排。 

  
四、就空間軸規劃具有國際視野的台灣文學的跨文化研究課程：此一研究領域在本學科中

尚屬起步階段，但是具有增廣台灣文學比較研究視野及參與建構國際學術議題之價

值，過去數年本所已作了相當努力（尤其在東亞中文現代文學與東亞區域研究方面），

未來也將成為博士班課程的重要特色，並且擴及比較文學、世界華文文學以及離散華

裔文學等專題方向。 

 
※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課   程   內   容 

授課年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歷 專長 

一 
台灣文學史專

題 
3 必修 陳萬益 專任 

國立台灣大學

文學博士 
台灣文學史、現代散

文、現當代文學 

一 文獻與研究方
法 3 必修 柳書琴 專任 國立清華大學

文學博士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

殖民主義與文學生

產、比較殖民主義、

文藝現代性 

一 學術英文 0 必修 謝世宗 專任 
耶魯大學東亞

語文研究所博

士 

戰後台灣文學、台灣

電影、文化研究理論

一 日語 0 必修 邱若山 兼任 
日本筑波大學

博士課程文藝

言語研究科 文

日本文學（近代）、日

本語學（文法）、日本

文化、台灣文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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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授課年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歷 專長 

學碩士 治） 

二、三 台灣文學研究
日文資料選讀 3 選修 王惠珍 專任 日本關西大學

中國文學博士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

東亞殖民地文學、中

國現當代文學 

二、三 當代文學理論
專題 3 選修 陳建忠 專任 國立清華大學

文學博士 
台灣文學、中國現當

代文學、文學理論 

二、三 敘事社會學 3 選修 蕭阿勤 合聘 
美國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校區

社會學博士 

文化社會學、政治社

會學、族群與民族主

義 

二、三 
台灣後殖民主
義與現代性專
題 

3 選修 柳書琴 專任 國立清華大學

文學博士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

殖民主義與文學生

產、比較殖民主義、

文藝現代性 

二、三 文學社會學與
台灣文學場域 3 選修 陳建忠 專任 國立清華大學

文學博士 
台灣文學、中國現當

代文學、文學理論 

二、三 
跨時代文學：
文化翻譯與讀
書市場 

3 選修 王惠珍 專任 日本關西大學

中國文學博士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

東亞殖民地文學、中

國現當代文學 

二、三 
台灣現代主義
與後現代主義
文學 

3 選修 陳建忠 專任 國立清華大學

文學博士 
台灣文學、中國現當

代文學、文學理論 

二、三 台灣古典文學
專題 3 選修 黃美娥 兼任 

輔仁大學中文

系博士 

現代文學、 

台灣古典文學 

二、三 
台灣原住民的
圖像與文學專
題 

3 選修 孫大川 兼任 
K.U.Leuven,Be
lgium漢學碩士 

哲學人類學、原住民

文學 

二、三 日據時代台灣
語言研究專題 3 選修 連金發 合聘 

美國加州大學

柏克萊校區語

言學博士 

一般語言學、構詞

學、語意學、歷史語

言學 

二、三 台灣戲劇與劇
場史專題 3 選修 石婉舜 專任 

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戲劇學博

士 

台灣劇場史、現代戲

劇、影視編劇 

二、三 
戰後台灣女
性與女性主
義專題 

3 選修 王鈺婷 專任 
國立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博

士 

女性主義/性別文化、

散文研究、戰後女性

文學 

二、三 
台灣電影：跨
界與比較研
究 

3 選修 謝世宗 專任 
耶魯大學東亞

語文研究所博

士 

戰後台灣文學、台灣

電影、文化研究理論

二、三 詩歌與精神
分析專題 3 選修 李癸雲 專任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博

士 

台灣現代詩，女性書

寫，現當代文學 

二、三 當代華語詩
專題 3 選修 李癸雲 專任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博

士 

台灣現代詩，女性書

寫，現當代文學 

二、三 
現當代華文
戲劇專題 3 選修 石婉舜 專任 

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戲劇學博

士 

台灣劇場史、現代戲

劇、影視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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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授課年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任課教師 專/兼任 最高學歷 專長 

二、三 離散華裔文學 3 選修 謝世宗 專任 
耶魯大學東亞

語文研究所博

士 

戰後台灣文學、台灣

電影、文化研究理論

二、三 
劇場與文化專
題：亞洲的視
角 

3 選修 石婉舜 專任 
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戲劇學博

士 

台灣劇場史、現代戲

劇、影視編劇 

二、三 
殖民主義、風
土與文本：台
灣與滿州專題

3 選修 柳書琴 專任 國立清華大學

文學博士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

殖民主義與文學生

產、比較殖民主義、

文藝現代性 

二、三 東亞漢文與通
俗現代性專題 3 選修 柳書琴 專任 國立清華大學

文學博士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

殖民主義與文學生

產、比較殖民主義、

文藝現代性 

二、三 
台灣文學與中
國文學比較專
題 

3 選修 陳建忠 專任 國立清華大學

文學博士 
台灣文學、中國現當

代文學、文學理論 

二、三 台灣文學與東
南亞文化脈絡 3 選修 李癸雲 專任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博

士 

台灣現代詩，女性書

寫，現當代文學 

二、三 台灣文學與日
本近代文學 3 選修 王惠珍 專任 日本關西大學

中國文學博士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

東亞殖民地文學、中

國現當代文學 

柒、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年指導研究生論文情形：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論文題目 

林運鴻 台灣文學史論述中的三個故事：本土論、國家敘事與現代性 

蔡美俐 未竟的志業：日治世代的台灣文學史書寫 

謝旺霖 論楊牧的「浪漫」與「台灣性」 

楊采陵 家鄉的三重變奏──從空間語境和身體意識探究施叔青的台灣書寫 

賴宛瑜 台美人與世界人的文學實踐──黃娟《楊梅三部曲》初探 

陳冠文 「農」作為一種現實困境與書寫視角：論鄉土文學及自然書寫中關於

農民/業/村之思維演變與位置 
温惠玉 從《台灣文藝叢誌》論「台灣文社」所處的文學場域及政治網絡 

陳正維 戒嚴時期（1971～1987）文學與女性主義運動及法律動員 

陳萬益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 名 
蘇硯儂 帝都留學生的都會新體驗 

涂慧軒 台灣知識份子的媒體公共發聲經驗：1910－1930 年代報刊中的社會風

尚批判 

許雅筑 水上往還：論戰後達悟遷移世代作家夏曼．藍波安、夏曼．夫阿原、

仙．迦又里的書寫 

柳書琴 

王姿雅 現代性‧城市記憶與文化權力：日據台灣文人的影像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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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論文題目 

石廷宇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與帝國社會事業之關連性研究 

吳昱慧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的「南方」書寫與想像 

林柳君 從知識轉譯到文化轉譯──吳明益自然書寫中的跨界現象 

郭靜如 日治時期台灣‧「滿洲國」作家筆下的「故鄉」書寫論析 

陳運陞 扭曲的鏡像：古丁創作中的「現代」形象再現 

張育薰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時間敘事分析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0 名 

潘柔邑 反共交響裡的和鳴與變奏：徐鍾珮創作歷程與書寫位置的位移 

謝欣芩 異鄉人的紐約：華文小說的離散華人書寫與地方再現 

黃懿慧 學運世代知識分子的知識實踐：賴香吟小說研究 

蕭愉配 慾望與認同的新文化想像：陳雪小說中的家庭書寫 

李時雍 局內局外：王文興小說論 

邱月亭 解嚴後「白色恐怖」紀錄片的創傷敘事與記憶政治 

王美玉 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青少年成長/幫派經驗及其文化分析 

陳冠薇 
當代中國歷史變動與知識份子的信仰危機：王安憶心靈史的考察 
（清大中文系唐捐教授共同指導） 

陳筱筠 
戰後台灣女作家的異常書寫：以歐陽子、施叔青、成英姝為例 
（中興台文所邱貴芬教授共同指導） 

詹閔旭 
跨界地方認同政治：李永平小說（1968-1998）與台灣鄉土文學脈絡 
（中興台文所邱貴芬教授共同指導） 

林妏霜 
異質文化與記憶：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歌曲 
（中興大學台文所邱貴芬教授共同指導） 

蔡佳玲 歷史、傷痕、二二八：李喬後殖民歷史小說《埋冤 1947 埋冤》研究

呂毓軒 
苦悶的象徵：陳映真早期小說（1959-1966）中的西洋文學/文化典故研

究 

陳婉嫈 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中的民俗議題與文化論述 

邱郁倫 王尚義與台灣五、六○年代存在主義思想譯介及其文學創作 

王欣瑜 跟我們的土地糴歌：林生祥的音樂文本與社會實踐 

白依璇 王文興《家變》典律化過程研究 

張怡寧 李喬《寒夜三部曲》及其日治台灣史系列書寫研究 

陳俊益 跨海的古典、越界的人文：梁實秋文學與精神在台傳播與影響 

陳建忠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0 名 
捌、本所博士班所需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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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冊，外文圖書 4000 冊， 99 學年度擬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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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類圖書  10000  冊；中文期刊 10 種，外文期刊 10 種， 100 學年度擬增購 外

文 類期刊 10 種。 

二、 博士生自習室電腦：4 台、教室投影機 1 台。 

玖、本所博士班之空間規劃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狀況： 

(一)該系所能自行支配之空間 383.64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7.11＿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63.6 平方公尺。 

(三)座落＿人社院＿大樓，第＿三、四、五、六＿樓層。 

 

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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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增置博士生研究室 2 間，綜合研討室 1 間，新聘教師研究室 2 間。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說明其規劃情形。 

本校人社院長程發展規劃人社二館，配合院整體發展設計，本所博士班所需空間若於

現有人社院空間出現不足時，將於人社二館申請合適空間，以滿足實際需求，並使教

研工作更加發展。 

拾、其他具設立優勢條件之說明 

一、台灣文學在大學院校之教學與研究最早由清華大學中文系自 1990 年 11 月開始舉辦跨

校際的「台灣文學研討會」，並於博士班設立「現代文學／台灣文學」的組別，每年招

收二名研究生，迄至 1994 年 11 月文建會委辦「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日據時代台灣

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奠定其作為學科的基礎。本所教授胡萬川、陳萬益參與其間，

對台灣文學學科的建立均有相當認識。 

 
二、2000 年成功大學設立第一個台灣文學所碩士班，本所第二任所長陳萬益教授借調該所

籌劃，並延聘優秀師資，設計課程，充實教學與研究，而於 2002 年成立完整的台文系

所建置。之後，各大學紛紛設立台文系、所，截至目前，已達十幾校，其間師資、課

程因種種緣故而呈現良莠不齊。清華台文所則穩健發展，於 2006 年台灣文史系所的評

鑑中，深受評鑑委員肯定。（附件十五） 

 
三、本所教師於 2005 年參與日本東京大學藤井省三、韓國外國語大學朴宰雨、新加坡大學

王潤華、香港嶺南大學梁秉鈞等教授所發起組織的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會，該學

會每年輪流由東亞各地區和國家主辦國際術會議，並發行學報，2006 年本所主辦第五

屆會議，並於 2007 年 4 月出版第三期臺灣號《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為台灣文學

在國際上發聲和對話，未來持續開展，極具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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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所歷經八年的成長發展，以台灣文學研究為主體，延攬各領域專業人才，使其各個

領域、文類、媒介齊備。所內教師學術表現頗受肯定，如柳書琴、陳建忠曾獲多項學

術研究獎之肯定。在詩歌、散文、戲劇創作方面李癸雲、王鈺婷、石婉舜亦有傑出表

現。教學發展方面，對外承擔人社院教師在職專班台灣文學組的教學工作，對內向下

於清華人社院學士專班課程中，開設文學與創作學程，為一研究、教學、創作均衡並

重的研究所。 

 
五、學術研究環境圖書資源完備。清大圖書館連續五年獲教育部補助，建置區域文史資料

中心， 使其圖書期刊館藏豐富完善，將提供有利的學術研究條件。 

 
六、積極籌辦國際型會議，與國際學術界建立交流對話的平台，建立開闊的國際學術視野。 

 
七、本所畢業生表現優秀，多人進入他校博士班研讀，頗受肯定。 

第四部份：基本資料表（表 1-4）  

基本資料表 3：現有專任師資名冊表 

現有專任師資 8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4 員，助理教授以上者 8 員；兼任師資 4 員；合聘教

授 2員。 

專/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專任 
所長兼教

授 
陳萬益

國立台灣大學

文學博士 

台灣文學史、現代

散文、現當代文學
台灣文學史專題 

本所專任教

授 

專任 副教授 柳書琴
國立清華大學

文學博士 

日據時期台灣文

學、殖民主義與文

學生產、比較殖民

主義、文藝現代性

東亞漢文與通俗現代性

專題、語言文體殖民地

現代論述、日據時期滿

洲文學專題、台灣後殖

民主義與現代性專題、

戰爭期台灣文學專題

(1937-1945) 

本所專任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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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專任 副教授 陳建忠
國立清華大學

文學博士 

台灣文學、中國現

當代文學、文學理

論 

陳映真文學專題、台灣

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文學專題、文學社會學

與台灣文學場域、台灣

鄉土文學專題、台灣文

學與中國文學比較研究

專題 

本所專任副

教授 

專任 副教授 李癸雲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博

士 

台灣現代詩，女性

書寫，現當代文學

台灣現代詩研究專題、

詩歌鑑賞與習作 

本所專任副

教授 

專任 助理教授 王惠珍
日本關西大學

中國文學博士

日治時期台灣文

學、東亞殖民地文

學、中國現當代文

學 

龍瑛宗文學專題、台灣

文學地圖與顯影、日治

時期外地文學專題、西

川滿文學專題 

本所專任助

理教授 

專任 助理教授 謝世宗

耶魯大學東亞

語文研究所博

士 

戰後台灣文學、台

灣電影、文化研究

理論 

戰後台灣電影、台灣都

市小說專題討論、台灣

電影及其批評、敘事學

與小說理論 

本所專任助

理教授 

專任 助理教授 王鈺婷

國立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博

士 

女性主義/性別文

化、散文研究、戰

後女性文學 

戰後台灣女性文學與女

性主義理論專題、台灣

現代散文研究專題、解

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

生產專題 

本所專任助

理教授 

專任 助理教授 石婉舜

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戲劇學博

士 

台灣劇場史、現代

戲劇、影視編劇

台灣劇場史專題：通俗

劇場」、戲劇與紀實 

與院學士班

合聘，台文

所主聘。 

兼任 教授 黃美娥
輔仁大學文學

博士 

現代文學、台灣古

典文學 
台灣古典文學專題 

本所兼任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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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兼任 副教授 孫大川

K.U.Leuven，

Belgium 漢學

碩士 

原住民文學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

專題、台灣原住民的圖

像與文學專題 

本所兼任副

教授 

兼任 副教授 邱若山

日本筑波大學

博士課程文藝

言語研究科文

學碩士 

日 本 文 學 （ 近

代）、日本語學（文

法）、日本文化、

台灣文學（日治）

日文台灣文學文獻選讀 
本所兼任副

教授 

兼任 助理教授 賀淑瑋
輔仁大學比較

文學博士 

中國文學、台灣文

學、比較文學理論
高級英文 

本所兼任助

理教授 

合聘 教授 連金發

加州大學柏克

萊校區語言學

博士 

語意學、形態學、

歷史語言學、類型

學研究 

日據時期台灣語言研究

專題 

本校語言所

主聘 

合聘 副教授 蕭阿勤

加州大學聖地

牙哥校區社會

學博士 

文化社會學、政治

社會學、族群與民

族主義 

敘事社會學 
中研院社會

所主聘 

 

基本資料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擬增聘專任師資 2員，助理教授或具博士學位者 2員。 

專/兼任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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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 
助 理 教 授

以上 
博士 古典文學 

1.具博士學

位。       

2.學術專業

表現傑出。

3.切合本所

發展需求。

台灣古典文

學專題 
公開招聘 否 

專任 
助 理 教 授

以上 
博士 原住民文學 

1.具博士學

位。       

2.學術專業

表現傑出。

3.切合本所

發展需求。

台灣原住民

的圖像與文

學專題 

公開招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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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 5）  
申請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表 5-2：人文領域 

得列計之著作期間：94.12.1-99.11.30 

校名：國立清華大學 

申請案名：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一、專任教師：  8   名 

1.論文篇數：合計   69       篇，每人平均(總篇數/專任教師數)：  8.6      篇 

2.其中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論文計   21   篇，每人平均(總篇數/專任教師數)：  2.6   篇 

3.或其中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力之資料庫論文計    27  篇，每人平均(總篇數/專任教師數)：  3.4  篇 

※期刊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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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書 

是否發表於

具公信力之

資料庫 

1 2006.02 陳萬益 教  授 〈依違於傳統和現代之間－細讀賴

和小說〈蛇先生〉〉 

《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2
期，香港號 

《東亞現代中文

文學國際學報》

  
█是□否 

2 2010.09 柳書琴 副教授 〈「總力戰」與地方文化：地域文

化論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北帝大

文政學部教授們〉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9 期 台灣社會研究國

際中心 

  
█是□否 

3 2010.08 柳書琴 副教授 〈我們的文學為什麼要打獵：當代

原住民文學中的狩獵書寫〉 

《身份與書寫：戰後台灣文學研究

集》 

北京：中國社科

文獻出版社 

專書 

█是□否 

4 2010.07 柳書琴 副教授 〈殖民都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

應：「總力戰」前臺北與哈爾濱的

比較〉 

《作爲「門檻」的戰爭：殖民地總

力戰與韓國‧臺灣的文化構造》 

韓國：Greenbee
出版社 

專書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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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0.07 柳書琴 副教授 〈文化徴用と戦時の良心：地方文

化論、台湾文化復興と台北帝大文

政学部の教授たち〉(中文標題：文

化徵用與戰時良心：地域文化論

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北帝大文政

學部教授們〉 

《帝囯主義と文学》 東京：研文出版

社 

專書 

█是□否 

6 2010.05 柳書琴 副教授 〈糞現實主義與皇民文學：1940 年

代台灣文壇的認同之戰〉 

《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4

期，汕頭大學號 

中國：首都師範

大學出版社 

  
█是□否 

7 2010.03 柳書琴 副教授 〈문화위치로서의 '통속' ─ ─

《삼육구소보(三六九小報)》와

1930 년대 타이완 독서시장〉(中
文標題：〈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

六九小報》與 1930 年代台灣漢文讀

書市場〉) 

“The lines : Asia erspectives”創刊號 韓國：聖公會大

學東亞研究中心

  

█是□否 

8 2009.1 柳書琴 副教授 〈「滿洲他者」寓言網絡中的新朝

鮮人形象：以舒群〈沒有祖國的孩

子〉為中心〉 

《韓中言語文化研究》21 輯 韓國：韓國現代

中國研究會，「韓

國學術振興財

團」評定為「核

心期刊」 

  

█是□否 

9 2009.09 柳書琴 副教授 〈生物學統治與流域生態：「南社」

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累積〉 

《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5

期，新加坡號 

新加坡：八方文

化創作室出版 

  
█是□否 

10 2009.09 柳書琴 副教授 〈  억압과  차연( 差 延 ) —
식민주의  언어통제와  타이완
전통한문의 현대화 궤적〉(中文標

題：〈壓抑與衍異：殖民主義語言

控制與台灣傳統漢文現代化軌跡〉)

民族文學研究所編《제국주의와

민족주의를 넘어서》(《跨越帝國

主義與民族主義》) 

韓國：亦樂出版

社 

專書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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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9.06 柳書琴 副教授 〈生物學統治與流域生態：「南社」

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累積〉 

《臺灣古典文學集刊》第 1期 《臺灣古典文學

集刊》 

THCI 
█是□否 

12 2008.12 柳書琴 副教授 〈帝國空間重塑、近衛新體制與台

灣地方文化〉 

吳密察策劃。柳書琴、許佩賢、石

婉舜編。《帝國裡的「地方文化」：

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狀況》 

台北：播種者出

版社 

專書 

█是□否 

13 2008.12 柳書琴 副教授 〈誰的文學？誰的歷史？：日據末

期台灣文壇主體與歷史詮釋之爭〉

吳密察策劃。柳書琴、許佩賢、石

婉舜編。《帝國裡的「地方文化」：

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狀況》 

台北：播種者出

版社 

專書 

█是□否 

14 2008.07 柳書琴 副教授 〈官製から民製へ 自我同文主義

と興亜文学〉 

《植民地文化研究》第 7 號 日本：植民地文

化研究會發行 

  
█是□否 

15 2008.07 柳書琴 副教授 〈殖民都會平民公共領域與通俗文

藝島內消費：以《風月報》為中心〉

樊善標、危令敦、黃念欣主編《墨

痕深處：文學、歷史、記憶論集》

香港：牛津大學

出版社 

專書 
█是□否 

16 2007.1 柳書琴 副教授 〈文化遺產與知識鬥爭：戰爭期漢

文現代文學雜誌《南國文藝》的創

刊〉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5期 國家台灣文學館

出版 

THCI Core 
█是□否 

17 2007.06 柳書琴 副教授 〈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

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異〉 

《台灣史研究》14 卷 2 期 中央研究院台灣

史研究所 

THCI Core 
█是□否 

18 2007.05 柳書琴 副教授 〈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

文學運動中的旅日作家〉 

《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3期 臺灣大學臺灣文

學研究所 

THCI 
█是□否 

19 2007.04 柳書琴 副教授 〈《風月報》到底是誰的所有？：

書房、漢文讀者階層與女性識字者〉

《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3

期，台灣號，《台灣文學與跨文化

流動》 

台北：行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出

版 

  
█是□否 

20 2006.07 柳書琴 副教授 〈書房夫子與斷頭雞：日據時期台

灣傳統文化體系與漢文教育的崩

解〉 

《世界華文文學的新世紀》 長春：吉林大學

出版社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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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09.12 陳建忠 副教授 〈台灣歷史小說研究芻議：關於研

究史、認識論與方法論的反思〉 

《第六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台灣文學的大河：歷史、

土地與新文化》 

台灣師範大學台

灣文化與語言文

學研究所 
  █是□否 

22 2009 陳建忠 副教授 〈愛慾與文明：陳映真「筆匯」時

期小說中的性、政治與美學〉 

《陳映真創作50週年國際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 

文訊雜誌社 

  █是□否 

23 2009 陳建忠 副教授 〈都市現代性與文學新感覺：一九

三○年代台灣、中國都市文學中的

殖民/半殖民現代性〉 

《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5

期，新加坡號 

新加坡：南洋理

工大學孔子學院   █是□否 

24 2009.04 陳建忠 副教授 〈詮釋權爭奪下的文學傳統：台灣

「大河小說」的命名、詮釋與葉石

濤的文學評論〉 

《文學台灣》第 70 期 文學台灣雜誌社

  █是□否 

25 2008.1 陳建忠 副教授 〈神秘經驗的啟示與鄉土倫理的復

歸：論黃春明小說中的人間、神鬼

與自然〉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7期 國立台灣文學館

  █是□否 

26 2008 陳建忠 副教授 〈詮釋權爭奪下的文學傳統：台灣

「大河小說」的命名、詮釋與葉石

濤的文學評論〉 

《2008 高雄市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 

中正大學台文所 專書 

█是□否 

27 2007.12 陳建忠 副教授 〈歷史敘事與美學意識形態：李喬

《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與林燿德《一

九四七高砂百合》的「二二八」歷

史小說比較〉 

《李喬的文學與文化論述：第五屆

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台灣師範大學 專書 

█是□否 

28 2007.11 陳建忠 副教授 〈靈視者的預言：宋澤萊《血色蝙

蝠降臨的城市》與《熱帶魔界》中

的美學實驗與文化論述〉 

《彰化文學大論述》 彰師大台灣文學

研究所 
  █是□否 

29 2007.04 陳建忠 副教授 〈歷史敘事與想像（不）共同體：

論兩岸新歷史小說的敘事策略與批

判話語〉 

《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3

期，台灣號，《台灣文學與跨文化

流動》 

行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 

專書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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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07.03 陳建忠 副教授 〈差異的文學現代性經驗：日治時

期台灣小說史論（1985-1945）〉

《台灣小說史論》 麥田出版社 專書 
█是□否 

31 2007.01 陳建忠 副教授 〈以台灣之名：賴和與日據時期台

灣文學史（In the Name of Taiwan: 

Lai Ho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

（Ⅱ）」第 20 期 

美國加州：加州

大學聖塔芭芭拉

分校世華文學研

究中心 

  █是□否 

32 2007 陳建忠 副教授 〈從皇國少年到左傾青年：台灣戰

後初期（1945～1949）葉石濤的小

說創作與思想轉折〉 

《The Proceeding of the 2006 UCSB 

Conference in Taiwan Studies: 

Taiw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美國加州：加州

大學聖塔芭芭拉

分校世華文學研

究中心 

  █是□否 

33 2006.07 陳建忠 副教授 〈追求現代或擁抱本土：殖民地下

知 識 份 子 的 兩 難 （ Pursuing 

Modernity or Embracing: The 

Dilemma of Taiwan Intellectuals 

in Colonial Taiwan）〉 

《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

（Ⅰ）」第 19 期 

美國加州大學聖

塔芭芭拉分校世

華文學研究中心
  █是□否 

34 2006.02 陳建忠 副教授 〈鄉野傳奇與道德理想主義：黃春

明與張煒的鄉土小說比較研究〉 

《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1期 台灣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 

  
█是□否 

35 2009.1 李癸雲 副教授 〈尋找林亨泰詩中的女性身影〉 《看似尋常，最奇崛：林亨泰詩與

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五南圖書

頁 205-226 

專書 

█是□否 

36 2008.06 李癸雲 副教授 〈論羅智成詩中的「寶寶」與蓉子

詩中的「維納麗沙」〉 

《台灣文學 30 年菁英選：評論 30

家》 

台北市：九歌出

版社頁 680-715

專書 
█是□否 

37 2007.02 李癸雲 副教授 〈窗內，花香襲人─論席慕蓉詩中

花的意象使用〉 

《台灣新詩研究─中生代詩家論》 台北市：五南圖

書頁 1-30 

專書 
█是□否 

38 2005.12 李癸雲 副教授 〈詩和現實的理想距離─一九七二

至一九七三年台灣現代詩論戰的再

檢討〉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號 台北：政大台文

所 

THCI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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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10.06 王惠珍 助理教授 〈戰前台灣知識份子閱讀私史：以

台灣日語作家爲中心〉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六號 台北：政大台文

所 

THCI 
█是□否 

40 2010.05 王惠珍 助理教授 〈溯流而上?順流而下?─試論鍾文

音文學中的「漂流」意象〉 

《遠走到她方:台灣當代女性文學

論集》 

台北市：女書文

化 

專書 

█是□否 

41 2010.03 王惠珍 助理教授 〈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

實：以龍瑛宗的文藝活動為例〉 

《台灣學誌》創刊號 台北：台師大台

灣文化及語言文

學研究所 

  
█是□否 

42 2008.12 王惠珍 助理教授 〈殖民地文本的光與影─以〈植有

木瓜樹的小鎮〉為例〉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三號 台北：政大台文

所 

THCI 
█是□否 

43 2007.12 王惠珍 助理教授 〈地誌書寫港市想像：龍瑛宗的花

蓮文學〉 

《東華漢學》第六號 花蓮：東華中文

系 

THCI 
█是□否 

44 2006.11 王惠珍 助理教授 〈太平洋戦爭期の台湾における

「內台融和」の文学〉 

《現代台湾研究》第三十、三十一

期 

日本：台灣史研

究會 

  
█是□否 

45 2006.04 王惠珍 助理教授 〈揚帆啟航─殖民地作家龍瑛宗的

帝都之旅〉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期 台南：國家台灣

文學館 

THCI 
█是□否 

46 2006.04 王惠珍 助理教授 〈殖民地作家的文化素養問題─以

龍瑛宗為例〉 

《後殖民地的東亞在地思考：台灣

文學場域》 

台南：國家台灣

文學館 

專書 
█是□否 

47 2006.03 王惠珍 助理教授 〈龍瑛宗の読んだ中国文学─日本

語の翻訳による受容〉 

《中国文学会紀要》第二十七集 日本：關西大學

中國文學會 

  
█是□否 

48 2010.09 謝世宗 助理教授 〈悲慘世界中的喜劇視境：試論王

童的臺灣三部曲〉 

《清華學報》2010 年 9 月 清華大學《清華

學報》 

THCI Core 
█是□否 

49 2010.02 謝世宗 助理教授 〈洪醒夫小說中的戲劇模式與象徵

子題─一個敘事學的分析〉 

《台灣文學研究集刊》7 期 台灣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 

THCI 
█是□否 

50 2009.12 謝世宗 助理教授 〈後現代、歷史電影與真實性：重

探侯孝賢的《好男好女》〉 

《中外文學》38 卷 4 期 中外文學月刊社 THCI Core 
█是□否 

51 2009.1 謝世宗 助理教授 〈男性氣質與台灣後殖民小說中的

慾望經濟學〉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9 期 國立臺灣文學館 THCI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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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08.12 謝世宗 助理教授 〈慾望城市：李永平、漫遊與看（不）

見的鬼魂〉 

《文化研究學報》7 期 中華民國文化研

究學會 

THCI 
█是□否 

53 2008.06 謝世宗 助理教授 〈現實與悖論：一個臺灣現代主義

的空間詩學〉 

《臺灣詩學學刊》11 期 台灣詩學季刊雜

誌社 

THCI 
█是□否 

54 2010.05 王鈺婷 助理教授 〈歷史的細語─論《自傳の小說》

與《看得見的鬼》中庶民文化與鄉

野傳奇的運用〉 

《遠走到她方—台灣當代女性文學

論集》 女書店 

專書 

█是□否 

55 2009.12 王鈺婷 助理教授 〈「政治駕馭」與「市場主導」下

女性抒情散文之生產機制－以《中

央日報．婦女與家庭週刊》的書信

體專欄與徵文活動為例〉 

《現代中文學學報》第九卷二期 香港嶺南大學人

文學科研究中心

  

█是□否 

56 2008.1 王鈺婷 助理教授 〈語言政策與女性主體之想像─解

讀《中央日報‧婦女與家庭週刊》

中女性散文家之美學策略〉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七期 國立台灣文學館 THCI 

█是□否 

57 2008.03 王鈺婷 助理教授 〈國族論述、主婦文學及其性別政

治─以《中央日報‧婦女與家庭週

刊》（1949.3~1955.4）為考察對象〉

《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 財團法人台灣文

學發展基金會、

文訊雜誌社 

  

█是□否 

58 2008.03 王鈺婷 助理教授 〈邊緣敘事下的認同政治與性別空

間─以《石頭夢》中花蓮光華農場

之劉必稼與新移民聚落為例〉 

《第四屆花蓮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花蓮縣文化局 專書 

█是□否 

59 2007.04 王鈺婷 助理教授 〈多元敘述、意識型態與異質台

灣：以五○年代女性散文集《漁港

書簡》、《我在台北及其他》、《風

城畫》、《冷泉心影》為觀察對象〉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四期 國家台灣文學館

籌備處 

THCI 

█是□否 

60 2007.04 王鈺婷 助理教授 〈原鄉的菜蔬體驗─論方梓《采采

卷耳》的花蓮地誌書寫與女性主體〉

《第一屆花蓮學研討會論文集》 花蓮縣文化局 專書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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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07.03 王鈺婷 助理教授 〈流亡主體、臺灣語境與女性書寫

─以徐鍾珮和鍾梅音五○年代的散

文創作為例〉 

《台灣作家的地理書寫與文學體

驗》 

國家台灣文學

館、財團法人台

灣文學發展基金

會 

專書 

█是□否 

62 2006.11 王鈺婷 助理教授 〈生態踏查與歷史記憶─從《迷蝶

誌》到《蝶道》〉 

《台灣的自然書寫》 靜宜大學台灣文

學系 

專書 
█是□否 

63 2006.02 王鈺婷 助理教授 〈性別越界與民俗禁忌─以《豔光

四射歌舞團》為例〉 

《異同、影響與轉換：文學越界研

討會》 

國家台灣文學

館、財團法人台

灣文學發展基金

會 

專書 

█是□否 

64 2010.08 石婉舜 助理教授 〈被動員的「鄉土藝術」─黃得時

與太平洋戰爭期的布袋戲改造〉 

《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8期 國立臺灣大學臺

灣文學研究所 

THCI  
█是□否 

65 2010.07 石婉舜 助理教授 〈殖民地版新派劇的創成─「台灣

正劇」的美學與政治〉 

《戲劇學刊》第 12 期 國立臺北藝術大

學戲劇學院 

THCI  
█是□否 

66 2010.06 石婉舜 助理教授 〈被動員的「鄉土藝術」─黃得時

與太平洋戰爭期的布袋戲改造〉 

收於金艾琳主編，《作爲「門檻」

的戰爭：殖民地總力戰與韓國‧臺

灣的文化構造》 

首爾：Greenbee

出版社 

專書 

█是□否 

67 2008.12 石婉舜 助理教授 〈「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

動」下的台灣戲劇

（1936.9-1940.11）〉（修訂版）

收於吳密察策劃、石婉舜、柳書琴、

許佩賢編，《帝國裡的「地方文化」：

皇民化時期的台灣文化狀況》 

台北：播種者出

版社 

專書 

█是□否 

68 2008.07 石婉舜 助理教授 〈川上音二郎的《奧瑟羅》與台灣

─「正劇」主張、實地調查與舞台

再現〉 

《戲劇學刊》第 8期 國立臺北藝術大

學戲劇學院 

THCI  
█是□否 

69 2008.03 石婉舜 助理教授 〈「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

動」下的台灣戲劇

（1936.9-1940.11）〉 

《民俗曲藝》 財團法人施合鄭

民俗文化基金會

TSSCI、THCI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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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任教師：   8   名 

1.專書數：合計   15   本，每人平均(專書總數/專任教師數)： 1.9    本      

2.其中出版經專業審查之專書論著計   7  本，每人平均(總書本數/專任教師數)：0.9     本 

※專書 

編號 日期 教師姓名 職稱 專書論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09.05 柳書琴 副教授 
《荊棘之道：臺灣旅日青年的文學活動與文化

抗爭》 

台北：聯經出版社 ISBN：978-957-08-3389-8【本書榮獲「國科

會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出版補助」(2009 年)、巫永福文化基

金會「巫永福文學評論獎(2010 年)」、「國立清華大學 2009 年

學術研究出版獎勵」(2010 年)、入圍第 34 屆金鼎獎(2010 年)】 

2 2009.07 陳建忠 副教授 《台灣詩人選集：吳晟集（編）》 台南：國家台灣文學館，ISBN：9789860184686 

3 2007.12 陳建忠 副教授 《台灣文學大綱》（與施懿琳教授合撰） 韓國：學古房 

4 2007.11 陳建忠 副教授 《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說研究》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ISBN：9789861771717 

5 2007.01 陳建忠 副教授 
《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

灣文學論集》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ISBN：9571145831【本書榮獲「國立

清華大學專書出版補助」(2008 年)、巫永福文化基金會「巫永

福文學評論獎(2008 年)」】 

6 2008.03 李癸雲 副教授 
《結構與符號之間：台灣現代女性詩作之意象

研究》 
里仁書局，ISBN978-986-6923-22-7 

7 2008.12 王鈺婷 助理教授 《身體、性別、政治與歷史》 臺南：臺南市立圖書館 ISBN：978-986-01-6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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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編著： 

 
   

編號 日期 教師姓名 職稱 專書論著名稱 審查及出版單位名稱、專書國際書碼（或出版商登記字號） 

1 2010.03 陳萬益 教授 《台灣文學論叢（二）》 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ISBN：978-986-02-2154-1 

2 2009.12 陳萬益 教授 《台灣文學論叢（一）》 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ISBN：978-986-02-2151-0 

3 2008.11 陳萬益 教授 《龍瑛宗全集》（日本語版八冊） 台北：南天書局 ISBN：9789860141085 

4 2006.11 陳萬益 教授 《龍瑛宗全集》（中文卷八冊） 臺南：國家台灣文學館 ISBN：9860068534 

5 2010.07 柳書琴 副教授 

《전쟁이라는 '문턱' ：식민지 총력전과
한국 타이완의 문화구조》 (中文標題：《作

爲「門檻」的戰爭：殖民地總力戰與韓國‧

臺灣的文化構造》)  

韓國：Greenbee 出版社，ISBN：978-89-7682-739-5 本書為與韓

國學者共同主持的「韓國臺灣比較文化硏究會」研究成果之韓文

版，中文版《戰爭與分界：「總力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

與文化政治》將由台灣聯經出版社出版【已通過編委會審查，進

行編輯作業，預計 2011 年出版】。 

6 2008.12 柳書琴 副教授 
《帝國裡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

文化狀況》 

吳密察策劃，柳書琴、許佩賢、石婉舜編，台北：播種者出版社。

ISBN：9789576966446【本書榮獲 2008 年「財團法人國家文化

藝術基金會」獎助】 

7 2006.04 柳書琴 副教授 
《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

域》 
柳書琴、邱貴芬編，台南：國家台灣文學館出版。 ISBN：

986-00-4552-6 

8 2009.07 陳建忠 副教授 《台灣詩人選集：吳晟集》 台南：國家台灣文學館。ISBN：978986018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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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英文簡介 
 
【簡    史】 

本所創立於 2002 年 8 月，每年招收 12 名碩士研究生。2006 年起與本院語言所、人類

所共同創設「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每年招收 5 名進修教師；2010 年起

設置人社院學士班「文學與創作」副修學程。本所兼重研究、創作與教師進修三大面向，

迄今舉辦多場國際會議，出版會議論文集及《台灣文學論叢》多種，並為「教育部台灣

文史區域資源中心計畫」一員。每年定期與台大、成大進行研究生學術交流會議，接受

大陸及歐美海外研究生就讀，亦組織師生海外學術訪問團出訪。專任教師主持多項國科

會、教育部及政府文化部門計畫，學生亦屢獲各類獎學金、論文研究獎助、出國進修獎

勵及創作獎項。 

      
【課程概況】 

本所開設課程涵蓋：台灣文學史、台灣古典文學、原住民文學、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殖

民主義與文學生產、比較殖民文學、戰後台灣文學、現當代文學、戰後女性文學、散文

研究、現代詩研究、台灣電影、台灣戲劇、文化研究理論、女性主義/性別文化、比較

文學理論與研究、敘事社會學……多種。 

      

【師資設備】 
專任教師共 8 名，含教授 1 名、副教授 3 名、助理教授 4 名。合聘教授 2 名。兼任教授

4 名。教研空間：所長室、辦公室、教室、會議室、電腦室各 1 間，研究生自習室 2 間，

教師研究室 8 間，彈性運用空間 1 間。教學設備：研究生電腦室、多媒體教學設備及豐

富藏書。 

      
【發展方向】 

1.文學理論與研究方法 

2.原住民文學研究 

3.古典文學 

4.日據時期文學 

5.現當代作家作品研究 

6.跨文化流動及東亞研究 

7.電影與影像研究 

8.台灣戲劇 

9.性別研究 

10.文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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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出路】 
1.進修深造，投入高等教育教學及研究領域，以及各種政府部門、文化事業、研究機構

之研究人員。 

2.中小學教師、公職。 

3.編輯、出版、設計、媒體、傳播、紀錄片、社區營造等各種文化及創意事業。 

4.資訊業、數位產業中之文字專業及文獻分析工作。 

5.創作。 

 
【Brief History】 

Founded in 2002,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offers a M.A. degree program and accepts 

12 graduate students each year. In 2006, the M.A. degree program for teachers who are currently at 

work was also set up, accepting 5 students for advance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2010, the institute establishes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ur goal is to advance the research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omote creative 

writing, and support the further studies for teachers. The institute has held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published collections of conference papers, accepte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from Europe, America, and Mainland China, and regularly held graduate conferences on Taiwan 

studies. With the substantial grant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institute sets up the Center 

for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where researchers can find rich resources for 

Taiwan studies. Our faculty members have published papers and books in the field and have 

undertaken various research project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nd other governmental cultural departments.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have also won 

various awards in the areas of research and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Profile】 

Our facility has previously offered the following courses: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Aboriginal Literature and Folklor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Coloni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onial Literatures, Feminism and Gender Studies, Taiwanese Film and Visual Culture, Taiwan 

Drama, Modern Taiwanese Poetry, A Study of Prose and Creative Writing,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Women’s Literature, Narratology, Narrative Sociology, etc.  

 

【Faculty & Facilities】 

The full-time faculty includes one professor, three associate professors, and four assistant 

professors. The facilities include one meeting room, one classroom, two reading rooms for students, 

one computer room, and multi-media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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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of Development】 

The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e Taiwan’s aboriginal literature and folklor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literature in colonial Taiwan, postwar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s the number of faculty members increases, 

the curriculum has also included trans-cultural and East Asian studies, film studies and visual 

culture, gender studies, and creating writing.   

 

【Career Placement】 

Advance research, teaching, creative writing, publishing, governmental employment, media 

and informatio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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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文學與創作副修學程」 
學
程
名
稱 

文學與創作副修學程 
大一上     

大一下     

大二上 必修 台灣文學史 

大二下 選修 鄉土誌與田野調查 電影與視覺文化 

大三上 選修 散文鑑賞與習作   

大三下 選修 報導文學 小說鑑賞與習作 

大四上 選修 戲劇與紀實 詩歌鑑賞與習作 

大四下 選修 女性文學與生命史   學
程
分
類 

學程設計說明 

本學程為副修學程共 18 學分：1.必修學分（3 學分）2.選修學分（15 學分） 
1.「文學與創作導論」為基礎課程，應先於其它必選修課程修習。 
2.「台灣文學史」為必修課程，亦宜考慮先修。 
3.其它主題性課程，可針對個人發展興趣，自由選修。 
本學程旨在增進學生欣賞文學作品的能力，積極培育創作人才，並提升學生的

人文關懷與社會意識。鼓勵學生培養感受性、觀察力、自我表達之能力，走到

戶外，並透過語言或影音、文字等，積極介入人文社會、文化公共領域與人文

藝術議題的討論。包含： 
一、必修課程： 
文學史：台灣文學史。 
二、選修課程：  
1.鑒賞與習作： 
小說鑒賞與習作、詩歌鑒賞與習作、散文鑒賞與習作、戲劇與紀實。 
2.田調與報導： 
報導文學、鄉土誌與田野調查、女性文學與生命史、電影與視覺文化。 

校承認之 
跨系學程 

皆可搭配 
專
業
輔
助
能
力 

他系學程 皆可搭配 

多元能力之培 
養（建議修習） 

以台灣文學及外國文學知識為基礎，以訓練創作和報導人才為目標，兼及在地

文學、文化研究人才的培養。以此為宗旨，建議在核心通識課程中選修以下向

度的課程： 
1.多元文史與藝術涵養 
2.邏輯、批判思考與創造力 
3.社會與倫理反思 

通
識
及
其
他 

通識課群 參見上列。 

進修規劃 國內外台灣文學研究所、中文所、外文所、華文所、社會文化研究所、傳播所、

戲劇所、歷史所、人類所、社會所、藝術所等。 生
涯
發
展 求職就業方向 

1.文藝創作、報導及評論。2.進修深造，投入高等教育教學及研究，或擔當政府

文化部門、文化事業、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3.一般公職。4.中小學教師。5.
編輯、出版、文案、媒體、記者、傳播、紀錄片、社區營造等文化及創意事業。

6.資訊業、數位產業中之文字專業及文獻分析。7.民間文化及社會運動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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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台灣文學組」課程 
必/選修 開課名稱 教師 

台灣文學史專題 陳建忠 
台灣文學經典專題 陳建忠 
台灣文學史專題 謝世宗 

必修 

台灣文學經典專題 謝世宗 
民間文學理論重要論題 胡萬川 
民間敘事學研究 胡萬川 選修 
民間文學專題研究 胡萬川 
台灣日語作家專題 柳書琴 
日據時期台灣殖民性與現代性專題（1895-1945） 柳書琴 
台灣後殖民主義與現代性專題 柳書琴 
日治時期通俗文藝與文化論述專題 柳書琴 
語言、文體、殖民地現代論述 柳書琴 
殖民主義、風土、文本：台灣與滿州 柳書琴 
東亞漢文與通俗現代性(1895-1945)專題 柳書琴 
文學、紀錄片與土地倫理 柳書琴 
日據時期滿洲文學專題 柳書琴 

選修 

日據時期台灣、滿洲文藝雜誌專題 柳書琴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 陳建忠 
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比較研究專題 陳建忠 
台灣長篇歷史小說專題 陳建忠 
五○年代台灣文學專題 陳建忠 

賴和文學專題 陳建忠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亞洲的視角 陳建忠 
文學社會學與台灣文學場域 陳建忠 
陳映真文學專題 陳建忠 
台灣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學專題 陳建忠 
台灣鄉土文學專題 陳建忠 

選修 

海外台灣文學專題 陳建忠 
選修 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與文學 賀照田 

台灣古典文學專題 黃美娥 
選修 

日治時代臺灣古典文學 黃美娥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專題 孫大川 
台灣原住民族圖像與文學專題：荷西到清代 孫大川 選修 
台灣原住民族圖像與文學專題：日治到民國 孫大川 
龍瑛宗文學專題 王惠珍 
跨時代文學：文化翻譯與讀書市場 王惠珍 
日治時期外地文學專題 王惠珍 

選修 

西川滿文學專題 王惠珍 
臺灣電影及其批評 謝世宗 
敘事學與小說理論 謝世宗 

選修 

台灣電影專題：影響與比較研究 謝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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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選修 開課名稱 教師 
國家的異端：臺灣文學與性政治 謝世宗 
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 王鈺婷 
戰後台灣女性文學與女性主義理論專題 王鈺婷 選修 
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  王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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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歷年碩士班課程一覽表 
必/選修 開課名稱 教師 

台灣文學史專題（一） 陳萬益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 陳萬益 
台灣文學史（一） 柳書琴 
台灣文學史專題（二） 邱貴芬 
高級英文（一） 賀淑瑋 

必修 

高級英文（二） 賀淑瑋 
民間文學理論重要論題 胡萬川 
民間敘事學研究 胡萬川 選修 
民間文學專題研究 胡萬川 
賴和文學研究 陳萬益 
八○年代台灣散文專題研究 陳萬益 選修 
楊逵文學研究 陳萬益 
台灣日語作家論 柳書琴 
戰爭期台灣文學專題(1937-1945) 柳書琴 
台灣日語作家專題 柳書琴 
殖民性與現代性專題 柳書琴 
日本殖民主義與漢語通俗文學(1895-1945) 柳書琴 
1895-1949 台灣文藝論戰專題 柳書琴 
日據時期台灣殖民性與現代性專題（1895-1945） 柳書琴 
日本殖民主義與漢語通俗文學專題（1895-1945） 柳書琴 
台灣後殖民主義與現代性專題 柳書琴 
日治時期通俗文藝與文化論述專題 柳書琴 
語言、文體、殖民地現代論述 柳書琴 
殖民主義、風土、文本：台灣與滿州 柳書琴 
東亞漢文與通俗現代性(1895-1945)專題 柳書琴 
文學、紀錄片與土地倫理 柳書琴 
日據時期滿洲文學專題 柳書琴 

選修 

日據時期台灣、滿洲文藝雜誌專題 柳書琴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 陳建忠 
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比較研究專題 陳建忠 
台灣長篇歷史小說專題 陳建忠 
五○年代台灣文學專題 陳建忠 

選修 

賴和文學專題 陳建忠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專題：亞洲的視角 陳建忠 
文學社會學與台灣文學場域 陳建忠 
陳映真文學專題 陳建忠 
台灣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學專題 陳建忠 
台灣鄉土文學專題 陳建忠 

選修 

海外台灣文學專題 陳建忠 
原住民文學研究 浦忠成 選修 
原住民族文學發展專題 浦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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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作家文學研究 浦忠成 
日文台灣文學文獻選讀 許佩賢 
日文台灣文學文獻選讀（二） 邱若山 選修 
日文台灣文學文獻選讀（一） 邱若山 
現代主義小說在台灣 邱貴芬 
文學與文化研究關鍵概念 邱貴芬 
影像台灣 邱貴芬 
文學批評與女性文學 邱貴芬 
現代主義小說 邱貴芬 
關鍵詞 邱貴芬 
台灣文學研究重要議題 邱貴芬 

選修 

台灣文學的「翻譯」動力：從「現代派文學」到「鄉土文學」 邱貴芬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生態變遷：從 1919 至 1989 年 黎湘萍 
中國大陸的＂台灣學＂：歷史與現況 黎湘萍 選修 
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與文學 賀照田 
台灣古典文學專題 黃美娥 

選修 
日治時代臺灣古典文學 黃美娥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專題 孫大川 
台灣原住民族圖像與文學專題：荷西到清代 孫大川 選修 
台灣原住民族圖像與文學專題：日治到民國 孫大川 
龍瑛宗文學專題 王惠珍 
跨時代文學：文化翻譯與讀書市場 王惠珍 
日治時期外地文學專題 王惠珍 

選修 

西川滿文學專題 王惠珍 
臺灣電影及其批評 謝世宗 
敘事學與小說理論 謝世宗 
台灣電影專題：影響與比較研究 謝世宗 

選修 

國家的異端：臺灣文學與性政治 謝世宗 
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 王鈺婷 
戰後台灣女性文學與女性主義理論專題 王鈺婷 選修 
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  王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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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歷年客座教授、學人、外籍生訪問狀況 
A.客座教授 

 年度 姓名 擔任課程 國外所屬大學職稱 研究期間

1 2010 張  泉 
1 大陸淪陷區的臺灣人作家專題 
2 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以殖民語境中的

區域文學為中心 

北京市社會科学院研究

员 2010.09.01-
2011.01.31

2 2008 賀照田 1 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與文學 
2 歷史的挫折與中國現代性的發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 
2008.09.01-
2009.01.31

3 2005 黎湘萍 
1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生態變遷：從 1919
至 1989 年 
2 中國大陸的＂台灣學＂：歷史與現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 2005.09.01-
2006.01.31

 
B.訪問學人 

 年度 姓名 研究主題 國外所屬大學系所 
職稱或學位 訪問期間

1 2009 
史書美

（Shu-mei 
Shih） 

華語語系文學理論與台灣文學 

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

（UCLA）亞洲語言文化

系、亞美研究系及比較文

學系三系合聘專任教授 

2009.08.24

2 2009 三澤真美惠 
被遺忘的「抗戰」電影導演何非光：

一位殖民地時期台灣出身者想像中

的「我們」 

日本大學文理學部中國

語中國文化學科副教授 
2009.07.25-
2009.07.26

3 2009 洪子誠 中國大陸 50、60 年代文學與外國文

學 
中國北京大學中文系教

授 2009.05.07

4 2009 紀  剛 《滾滾遼河》、滿洲文壇及東北抗日

地下工作：紀剛口述歷史 
資深作家、中山文藝獎得

主 
2009.04.13-
2009.04.15

5 2009 吳燕和 追尋福爾摩沙的台灣詩人－紀念吳

坤煌百年冥誕 

美國東西中心、夏威夷大

學資深研究員與研究院

教授 
2009.01.08

6 2008 徐  學 1 台灣文學研究的觀察與思考 
2 藝術感覺與台灣文學研究 

廈門大學台灣文學研究

所所長 
2008.12.23-
2008.12.29

7 2008 

古  芃
（Professor 
Bert M. 
Scruggs） 

翻譯後殖民：反思日治時期台灣文學

研究與後殖民理論的應用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東亞

語言與文學系副教授 
2008.12.17-
2008.12.19

8 2007 賀照田 歷史的挫折與後文革時代中國大陸

的精神史構造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副研究員 2007.12.12

9 2007 趙稀方 後殖民地理論及其台灣旅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研究員 2007.11.27 

10 2007 
陸敬思 

（Christoph
er Lupke） 

1 鄉土文學的一些互為邊緣的例

子：以黃春明與賈平凹為例 
2 李喬小說中所表現的傳統文化觀

美國華盛頓州立大學外

國語言及文化系副教授 
2007.11.12-
200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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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其衍生的問題 

11 2007 朱雙一 廈門大學走出的台灣文壇名家－王

夢鷗、姚一葦、余光中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研究員 2007.06.14

12 2007 岸陽子 

1 試論「偽滿洲國」的作家：梅娘、

但娣、吳瑛 
2 關於淪陷時期上海的婦女雜誌《女

聲》 

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教

授 
2007.05.07-
2007.05.12

13 2007 橋本雄一 文本中的流亡－在「滿洲國」寫作的

中國作家的母語走向何方 
日本國立千葉大學語言

教育中心副教授 2007.03.01

14 2006 許達然 「相反論述」裡的台灣文學 美國西北大學比較文學

研究系榮譽教授 2006.11.28 

15 2006 張誦聖 現代主義與台灣在全球化（趨勢）中

的定位 
美國德州奧斯汀大學亞

洲研究學系教授 2006.05.23

16 2006 董炳月 從世界主義到東亞主義－武者小路

實篤與戰前中國的文學與思想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2006.05.08

17 2006 黃英哲 1 台灣文學與東亞現代文學 
2 魯迅與戰後初期台灣文化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

學部教授 
2006.05.02-
2006.05.06

18 2006 陳慶浩 談基督教的漢文小說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2006.04.07

19 2006 星名宏修 殖民性與現代性 日本琉球大學法文學部

副教授 2006.03.30

20 2006 松永正義 日據時代台灣語言問題與元日本兵

問題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

語社會研究科 2006.03.15

21 2005 阮斐娜 （後）殖民研究面面觀－視覺文本初

探 
美國科羅拉多大學東亞

系教授 2005.11.21 

22 2005 計璧瑞 台灣文學研究的新展望 中國北京大學中文系副

教授 2005.10.31

23 2005 李  娜 台灣文學研究的新展望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2005.10.31

24 2005 莊華興 文學翻譯與馬華文化構建 馬來西亞博特拉大學中

文系副教授 
2005.06.02-
2005.06.03

25 2005 葉月瑜 當代日本藝術電影中的「無國籍」亞

洲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

系副教授 2005.05.05

26 2005 任佑卿 殖民地女性與民族/國家想像 韓國女性文化理論研究

所研究員 2005.01.07

27 2004 河原功 戰時下台灣的文學與文化狀況 日本大學文理學部講師 2004.12.19-
2004.12.23

28 2004 全炯俊 1 韓國的現代主義文學 
2 脫殖民論在韓國 

韓國首爾大學校人文學

中文系教授 
2004.11.22-
2004.11.26 

29 2004 垂水千惠 

1 日本文學中的殖民地圖像：以台

灣、朝鮮書寫為中心 
2 文化戰鬥的策略：台灣作家與他們

的日本殖民主 

日本國立橫濱大學留學

生中心教授 
2004.09.20-
2004.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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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04 朴宰雨 韓台現代文學關係 韓國外國語大學校中文

系教授 
2004.06.08-
2004.06.10

31 2004 陳國球 1 香港的文學教育 
2 近年文學史理論的發展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教授 
2004.05.17-
2004.05.30

 
C.外籍生 

 年度 姓名 國籍 研究主題 國外所屬大學系所 
博士／碩士／大學部

研究期間 

1 2010 
關首奇 
（Gaffric 

Gwennaël） 
法國 王禎和研究 法國里昂大學中文系碩

士 

清華大學姊妹校短期

交流外籍生

2009.09.01-2010.06.13

2 2010 胡妍妍 中國 兩岸文學視野中的

日本想像 北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班
中華發展基金學術交

流獎學金

2010.04.01-2010.05.31

3 2007 韓詩琳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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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大學中文系 莙政學者研究交流計

畫 2007.07-2007.08 

4 2007 李  晨 中國 九〇年代以來的臺

灣紀錄片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

博士生 2007.08.15-200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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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教師歷年國科會、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計畫 
教師：陳萬益教授 
（A）、教育部計畫主持人： 

（1）陳萬益，2010，台灣文史藝術資料充實與共享計畫－台灣文史區域資源中心，第五年計

畫，教育部顧問室。 

（2）陳萬益，2009，台灣文史藝術資料充實與共享計畫－台灣文史區域資源中心，第四年計

畫，教育部顧問室。 

（3）陳萬益，2008，台灣文史藝術資料充實與共享計畫－台灣文史區域資源中心，第三年計

畫，教育部顧問室。 

（4）陳萬益，2007，台灣文史藝術資料充實與共享計畫－台灣文史區域資源中心，第二年計

畫，教育部顧問室。 

（5）陳萬益，2006，台灣文史藝術資料充實與共享計畫－台灣文史區域資源中心，第一年計

畫，教育部顧問室。 

 
教師：柳書琴副教授 
（A）、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1）柳書琴，2010/8/1-2012/7/31(三年計畫)，「殖民地節點、全球化與地方反應：1930-40

年代台北、哈爾濱都市書寫之比較」。編號：99-2410-H-007-048-MY3。 

（2）柳書琴，2007/8/1-2010/7/31(三年計畫)，「東亞華文跨文化流動中的台灣漢文通俗文藝

(1895－1945)」。編號：96-2411-H-017-MY3。 

（3）柳書琴，2006/8/1-2007/7/31，「漢文、大眾、新道德：《風月報》的女性讀者想像與婚

戀論述」。編號：95-2411-H-007-029。 

（4）柳書琴，2005/8/1-2006/7/31，「媒體小眾與現代通俗：1930 年代台灣通俗文學風潮分

析」。編號：94-2411-H-007-031。 

（5）柳書琴，2004/8/1-2005/7/31，「『新東亞』共同體的歧義演繹：以戰爭期台灣漢文文藝

誌《風月報》、《南方》為例」。編號：93-2411-H-007-026。 

 

（B）、國科會數位典藏計畫共同主持人： 

（1）柳書琴(等)。2010/08/01-2011/07/31。「從「滿洲國」到台灣：紀剛、《滾滾遼河》及「滿

洲國」地工群體文獻、文物、影音數位典藏計畫」。編號 99-2631-H-007-001。 

（2）柳書琴，2009/8/1-2010/7/30，「日治時期日人與台人書畫數位典藏計畫」，國科會人文

處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編號：98-2631-H-007-002。 

（3）柳書琴，2006/3/1-2007/4/30，「『葉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數位資料館』之建置」，國

科會人文處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編號：95-2422-H-007-002。 

（4）柳書琴，2006/3/1- 2007/4/30，「以葉榮鐘的史料豐富國高中的台灣文史教學－建置學習

鷹架引導歷史批判思維」，國科會人文處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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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422-H-007-003。 

（5）柳書琴，2005/3/1-2006/4/30，「『葉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數位資料館』之建置」，國科

會人文處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編號：94-2422-H-007-001。 

（6）柳書琴，2005/3/1-2006/4/30，「以葉榮鐘的史料豐富國高中的台灣文史教學－建置互動

式大事年表及概念圖」。編號：94-2422-H-007-002。 

（7）柳書琴，2004/5/1- 2005/4/30，「『葉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數位資料館』之建置」，

國科會人文處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編號：93-2422-H-007-002。 

 

（C）、教育部計畫主持人： 

（1）柳書琴、吳佳馨，2006.12,01-31。教育部顧問室九十五年度「國際交流補助人文師生赴

海外專題研究與研習計畫」，香港科技大學，計畫名稱「香港五、六○年代之美援報刊

雜誌以及相關刊物研究」，教育部顧問室計畫。 

 

（D）、其他單位計畫共同主持人： 

（1）柳書琴，2010，文訊雜誌社「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料彙編暨資料庫建置計畫」，國立

台灣文學館主辦。 

（2）柳書琴，2009，文訊雜誌社「台灣文學期刊史編纂暨藏品詮釋計畫」，國立台灣文學館

主辦。 

（3）柳書琴、李卓穎、謝小岑，2009.04-06，「參與歷史、創作文學、反省記憶、思考未來：

紀剛先生清華論壇計畫」，清華大學人社中心計畫。 

 
教師：陳建忠副教授 
（A）、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1）陳建忠，2010.8-2011.7，「流亡」在東亞：張愛玲 1950 年代的文學活動與政治書寫，編

號：NSC- 99-2410-H-007-064。 

（2）陳建忠，2009.8-2010.7，民族國家想像，及其縫隙：一九五、六○年代台灣反共（歷史）

小說與中國革命歷史小說比較研究（Ⅱ），編號：NSC- 98-2410-H-007-071。 

（3）陳建忠，2008.8-2009.7，民族國家想像，及其縫隙：一九五、六○年代台灣反共（歷史）

小說與中國革命歷史小說比較研究（Ⅰ），編號：NSC-97-2410-H-007-033。 

（4）陳建忠，2007.8-2008.7，歷史敘事與批判話語：兩岸「新歷史小說」研究（Ⅱ），編號：

NSC-96-2411-H-007-021。 

（5）陳建忠，2006.8-2007.7，歷史敘事與批判話語：兩岸「新歷史小說」研究（Ⅰ），編號：

NSC-95-2411-H-005-008。 

 

（B）、國科會國際研討會計畫主持人： 

（1）陳建忠，2010.1.1-2010.11.20，跨國的殖民記憶與冷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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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編號：99-2916-I-007-014-A1。 

 

（C）、教育部計畫主持人： 

（1）陳建忠，2010.5-2010.12.31，跨國的殖民記憶與冷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國

際學術研討會，教育部顧問室「臺灣文史藝術國際交流計畫 99 年度」補助計畫。 

（2）陳建忠，2007-2008，竹苗區：台灣文史區域資源中心，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

先導型發展計畫：輔導大學校院台灣文史相關系所提升研究教學水準」補助計畫。配合

所長推動申請及執行事宜。 

（3）陳建忠，2006-2007，竹苗區：台灣文史區域資源中心，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

先導型發展計畫：輔導大學校院台灣文史相關系所提升研究教學水準」。配合所長推動

申請及執行事宜。 

 

（D）、其他學術單位計畫主持人： 

（1）陳建忠，2009.5-2010.12，清華大學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增能計畫

「家國變異、文化重編與東亞跨文化流動：冷戰年代台灣與香港的「南來文人」與文學

交流（1950-1960）」，編號：99N2525E1。 

（2）陳建忠，2006-2008，文訊雜誌社「《2006台灣作家作品目錄》暨資料庫系統建置計畫」，

國家台灣文學館主辦。 

（3）陳建忠，2005-2008，國家文藝基金會計畫：「台灣文學家生平資料調查研究計畫」之「龍

瑛宗文學評傳」（2005-2008）。本計畫與另四位專家學者共同執行，各完成一位作家之文

學評傳之撰寫。 

 
教師：李癸雲副教授 
(A)、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1)李癸雲，執行期限：2009/8/1-2010/7/31，「詩歌與瘋顛－探索憂鬱症女詩人的語言邊

界」計畫主持人，計畫編號：98-2410-H-004-161  

(2)李癸雲，執行期限：2006/8/1-2007/7/31，「符號變異與主體認同－台灣新生代女性詩作

中的月亮意象研究」主持人，計畫編號：95-2411-H-004-043  

  
教師：王惠珍助理教授 
(A)、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1) 王惠珍， 2009.8-2010.7 ，同床異夢：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實，編號： NSC- 

98-2410-H-007-066。 

(2)王惠珍，2008.8-2009.7，東亞殖民地作家的變奏：台灣作家的張赫宙想像，編號：

97-2410-H-007 -0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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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國科會國際研討會計畫主持人： 

(1)王惠珍，2010.09-2010.11，戰鼓聲中的歌者：龍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國際學術研討會，

編號：99-2916-I-007-015-A1 

 
教師：謝世宗助理教授 
(A)、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1）謝世宗，2010.8-2011.7，戰後台灣鄉土文學中的妓女角色與性別經濟學，編號：NSC- 

99-2410-H-00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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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教師獲獎紀錄 
教師：柳書琴副教授 
(A)學術獎項 

（1）柳書琴，2010，國立清華大學「2009 年學術研究出版獎勵」 

（2）柳書琴，2010，財團法人巫永福文化基金會「巫永福文學評論獎」。 

（3）柳書琴，2008，國立清華大學「新進人員研究獎」。 

（4）柳書琴，2008，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吳大猷先生紀念獎」。 

（5）柳書琴，2006，國立清華大學「教師學術卓越獎勵」。 

 

 
教師：陳建忠副教授 
(A)學術獎項 

（1）陳建忠，2008，財團法人巫永福文化基金會「巫永福文學評論獎」。 

（2）陳建忠，2007，國立清華大學「2008 年傑出專書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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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各項學術會議及出版品 
A.學術會議 

 年度 會議名稱 主辦人 主辦／協辦單位 地點／日期 

1 2010 

跨國的殖民記憶與冷戰經驗： 
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國際學

術研討會 陳建忠

主辦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協辦單位：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清華大學人文

社會中心、台灣文學館 

國立清華大學國

際會議廳  
2010.11.19-20 

2 2010 

戰鼓聲中的歌者：龍瑛宗及其同

時代東亞作家國際學術研討會 
王惠珍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文

化局 
協辦單位：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 

國 立 清 華 大 學

2010.09.24-25 

3 2009 

「總力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

期韓國與臺灣比較研究」跨國學

術會議 柳書琴

主辦單位：韓國：聖公會

大學東亞研究所、韓國台

灣比較比較文化硏究

會、台灣：清華大學台灣

文學研究所 

國立清華大學人

文社會學院 C310
會議室 
2009.07.25-26 

4 2006 

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第五屆

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 
邱貴芬

柳書琴

主辦單位：行政院文化建

設設委員會 
協辦單位：東亞現代中文

文學國際學會 

國立清華大學國

際會議廳  
2006.10.26-28 

5 2005 
後殖民的東亞時空化思考： 
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柳書琴

邱貴芬

主辦單位：國家台灣文學

館籌備處 

國立清華大學人

文社會學院小劇

場 2005.11.19-20 

6 2004 
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 
暨說唱傳承表演 胡萬川

主辦單位：國家台灣文學

館 

國家台灣文學館

國際會議廳 
2004.10.23-24 

7 2003 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 陳萬益

主辦單位：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協辦單位：中央大學客家

學院 

桃園龍潭渴望學

習中心 
2003.11.22-23 

 
B.出版品 

 年度 出版品名稱 主編 性質 出版單位 論文篇數

/總頁數 

1 2010.04 創作美學：高行健演講 陳萬益
演講稿暨影像

光碟 清華大學台文所 光碟 

2 2010.03 台灣文學論叢（二） 陳萬益 學位論文集 清華大學台文所 10 篇/460 頁

3 2009.12 台灣文學論叢（一） 陳萬益 學位論文集 清華大學台文所 8 篇/419 頁

4 2007.04 
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

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

報第三期台灣號（2007） 

邱貴芬

柳書琴
國際期刊 行政院文化建設設委

員會 24 篇/4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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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6.04 
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

考：台灣文學場域 
柳書琴

邱貴芬

國際會議論文

集 國家台灣文學館 13 篇/443 頁

6 2004.12 
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

暨說唱傳承表演論文集 胡萬川 會議論文集 國家台灣文學館 14 篇/286 頁

7 2003.12 
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

際學術會議論文集 陳萬益
國際會議論文

集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19 篇/4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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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歷年學術及創作系列演講 
A：跨文化流動與台灣文學系列講座 

 年度 演講者 職稱 講題 日期 

1 2009 
史書美 

（Shu-mei 
Shih） 

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UCLA）亞洲

語言文化系、亞美研究系及比較文

學系三系合聘專任教授 

華語語系文學理論與台灣

文學 2009.08.24

2 2009 洪子誠 中國北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中國大陸 50、60 年代文學

與外國文學 2009.05.07

3 2009 紀  剛 資深作家、中山文藝獎得主 
《滾滾遼河》、滿洲文壇及

東北抗日地下工作：紀剛口

述歷史 
2009.04.13

4 2008 徐  學 廈門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1 台灣文學研究的觀察與

思考 
2 藝術感覺與台灣文學研

究 

2008.12.25
2008.12.26

5 2008 
古  芃 
（Bert M. 

 Scruggs）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學

系副教授 

翻譯後殖民：反思日治時期

台灣文學研究與後殖民理

論的應用 
2008.12.18

6 2007 賀照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歷史的挫折與後文革時代

中國大陸的精神史構造 2007.12.12

7 2007 趙稀方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後殖民地理論及其台灣旅

行 2007.11.27

8 2007 

陸敬思 
（Christop 

her  
Lupke） 

美國華盛頓州立大學外國語言及文

化系副教授 

1 鄉土文學的一些互為邊

緣的例子：以黃春明與賈平

凹為例 
2 李喬小說中所表現的傳

統文化觀點及其衍生的問

題 

2007.11.13
2007.11.15

9 2007 朱雙一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 
廈門大學走出的台灣文壇

名家－王夢鷗、姚一葦、余

光中 
2007.06.14

10 2007 岸陽子 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 

1 試論「偽滿洲國」的作

家：梅娘、但娣、吳瑛 
2 關於淪陷時期上海的婦

女雜誌《女聲》 

2007.05.09
2007.05.10

11 2007 橋本雄一 日本國立千葉大學語言教育中心副

教授 

文本中的流亡－在「滿洲

國」寫作的中國作家的母語

走向何方 
2007.03.01

12 2006 許達然 美國西北大學比較文學研究系榮譽

教授 「相反論述」裡的台灣文學 2006.11.28

13 2006 張誦聖 美國德州奧斯汀大學亞洲研究學系

教授 
現代主義與台灣在全球化

（趨勢）中的定位 2006.05.23

14 2006 董炳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從世界主義到東亞主義－ 2006.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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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者小路實篤與戰前中國

的文學與思想 

15 2006 黃英哲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 

1 台灣文學與東亞現代文

學 
2 魯迅與戰後初期台灣文

化 

2006.05.03
2006.05.04

16 2006 陳慶浩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談基督教的漢文小說 2006.04.07

17 2006 星名宏修 日本琉球大學法文學部副教授 殖民性與現代性 2006.03.30

18 2006 松永正義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

科 
日據時代台灣語言問題與

元日本兵問題 2006.03.15

19 2005 阮斐娜 美國科羅拉多大學東亞系教授 （後）殖民研究面面觀－視

覺文本初探 2005.11.21

20 2005 

計璧瑞 
李  娜 
黎湘萍 
邱貴芬 
陳萬益 
柳書琴 

中國北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清華大學台文研究所教授 
清華大學台文研究所教授 
清華大學台文研究所助理教授 

台灣文學研究的新展望（座

談會） 2005.10.31

21 2005 
莊華興 
張錦忠 馬來西亞博特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文學翻譯與馬華文化構建 2005.06.03

22 2005 
葉月瑜 
廖炳惠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副教授國

立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 
當代日本藝術電影中的「無

國籍」亞洲 2005.05.05

23 2005 任佑卿 韓國女性文化理論研究所研究員 殖民地女性與民族/國家想

像 2005.01.07

24 2004 河原功 日本大學文理學部講師 戰時下台灣的文學與文化

狀況 2004.12.20

25 2004 全炯俊 韓國首爾大學校人文學中文系教授
1 韓國的現代主義文學 
2 脫殖民論在韓國 

2004.11.23
2004.11.24

26 2004 垂水千惠 日本國立橫濱大學留學生中心教授

1 日本文學中的殖民地圖

像：以台灣、朝鮮書寫為中

心 
2 文化戰鬥的策略：台灣作

家與他們的日本殖民主 

2004.09.22
2004.09.23

27 2004 朴宰雨 韓國外國語大學校中文系教授 韓台現代文學關係 2004.06.09

28 2004 陳國球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1 香港的文學教育 
2 近年文學史理論的發展 

2004.05.25
2004.05.27

 
B：文學與社會系列講座 

 年度 演講者 職稱 講題 日期 

1 2009 吳燕和 美國東西中心、夏威夷大學資深研

究員與研究院教授 
追尋福爾摩沙的台灣詩人－

紀念吳坤煌百年冥誕 200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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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8 
方光宗 
黃正得 

新竹縣關西鎮衛生所醫師兼主任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講師 

飲食與健康，飲食與環保 2008.11.12 

3 2008 吳明益 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書寫還是行動？關於台灣自

然書寫和環境運動對這個島

嶼的想像 

2008.10.31

4 2008 
廖朝政 
黃正得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講師 有機農業與土地倫理 2008.10.15

5 2008 楊宗儒 清華通識教育中心教授 台灣生態現況與希望之路 2008.10.01

6 2008 
吳易澄 
呂美親 

醫師 
日本一橋大學博士生 

從賴和到河－從文學到音樂 2008.05.08

7 2008 
林照真 
謝旺霖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助理教授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兩個西藏 2008.03.27

8 2005 黎湘萍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文學現代性的兩種方案－重

估梁啟超和王國維 
2005.12.21

9 2005 劉再復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兩種精神

類型－談魯迅與高行健 
2005.12.21

10 2005 張春凰 清華大學通識中心講師 台語 e 現代性～一點滋味 2005.05.25

11 2004 向  陽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副教授 一首被撕裂的詩 2004.12.29

12 2004 陳芳明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與其意義 2004.12.15

13 2004 王  拓 立法委員/作家 我的文學經驗與鄉土文學論

戰的因果關係 
2004.06.03

14 2004 鄭清文 作家（曾獲「台灣文學獎」、「吳三

連文學獎」、「時報文學推薦獎」） 
從老舍童話談到台灣兒童文

學－一個文化與社會的批判 
2004.03.25

15 2003 劉南芳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1945 年以後內台歌仔戲的演

出生態與定型劇本的發展 
2003.10.23

16 2002 邱貴芬 中興大學外文系教授 庶民文化、「台灣性」與異質

文化的抗拒空間 
2002.09.25

17 2002 劉克襄 作家 自然與人文的關懷－談 70th
以降自然寫作的興起 

2002.03.21

18 2002 舞  鶴 作家 所有的都是當代的－《餘生》

的反省思辨 
2002.01.08

19 2001 李  喬 作家 社會層面的台灣文學檢討 2001.11.13 

 
C：文學與創作系列演講 

 年度 演講者 職稱 講題 日期 

1 2010 劉梓潔 導演 「父後七日」與台灣文學 2010.06.10

2 2010 藍弘岳 交通大學通識中心助理教

授 
江戶漢學的發展與東亞知識生產及

越境 201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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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0 
利格拉樂‧ 

阿女烏 
靜宜大學台文系兼任講師 台灣原住民女性與文學書寫 

2010.05.20

4 2010 謝里法 台灣師範大學兼任教授 漫談《紫色大稻埕》：日治時期台灣

美術史 2010.05.06

5 2010 
陳  黎 
上田哲二 

詩人 
慈濟大學助理教授 

《台灣四季》想像花園 
2010.04.22

6 2010 李承機 成功大學台文系助理教授
與《臺灣新民報》相遇：史料與文

學研究 2010.04.08

7 2009 甘耀明 小說家 山重水複疑無路：我的鄉土小說寫

作經驗 2009.12.31

8 2009 吳  晟 詩人 農民文學與農村文化：從「吾鄉印

象」組詩的創作談起 2009.12.10

9 2009 
錢理群 
蔡英俊 
陳萬益 

國科會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清華大學台文所教授 

談語文教育問題 2009.11.11

10 2009 崔末順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副教授 
台灣文學研究的東亞視角：由台灣

文學與韓國文學的共同經驗談起 2009.11.05

11 2009 陳培豐 
中央研究研院台灣史研究

所研究員 
兩次的鄉土文學運動和文學詮釋

共同體的建構：做為抗日歷史化身

的台灣「傳統民謠」 
2009.10.22

12 2009 羅鳳珠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

授 
文學文獻數位化的現況與發展：以

中國古典詩詞為例 2009.10.15

13 2009 鍾永豐 嘉義縣文化處處長 菊花如何夜行軍：民謠與當代對話

的兩種途徑 2009.10.14

 
D：全校性大型演講 

 
年度 演講者 職稱 講題 日期 

1 2010 高行健 諾貝爾文學奨得主 創作美學 2010.04.20

2 2009 紀  剛 資深作家、中山文藝獎得主
記憶．反省．寬恕：再訪風雲變幻的

『滿洲國』年代 200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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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年內教師研究論著目錄（2006～2010） 
教師：陳萬益教授 
(A)期刊論文 

（1） 陳萬益，2006.02，〈依違於傳統和現代之間－細讀賴和小說〈蛇先生〉〉，東亞現代中

文文學國際學報 2006 香港號。 

 

(B)研討會論文 

（1）陳萬益，2008.12，〈翁閙（1910～1940）小說的新感覺與新表現〉，東亞現代中文文學

國際學會「第七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 

（2）陳萬益，2007.12，〈魯迅〈故鄉〉在台灣－以賴和、鍾理和與陳映真小說為主的討論〉，

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會「第六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廣東：

汕頭大學新國學研究中心。 

 

(C)專書及專書論文 

（1）陳萬益，2008.04，龍瑛宗全集（日文卷七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館。 

（2）陳萬益，2006.11，龍瑛宗全集（中文卷八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館。 

（3）陳萬益，2006.04，〈論賴和的臺灣意識與臺灣人意識〉，《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

灣文學場域》，台南：國家台灣文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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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柳書琴副教授 
(A) 期刊論文 
（1）柳書琴。2010 年 9 月。〈「總力戰」與地方文化：地域文化論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北

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台灣社會研究》。【有審查】(TSSCI) 
（2）柳書琴。2010 年 5 月。〈糞現實主義與皇民文學：1940 年代台灣文壇的認同之戰〉。東

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會《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4 期，汕頭大學號。中國：

首都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51-79。【有審查】(跨國學會國際期刊) 

（3）柳書琴。2010年 5月。〈문화위치로서의 '통속'－《삼육구소보(三六九小報)》와 1930년대 

타이완 

독서시장〉(中文標題：〈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六九小報》與 1930 年代台灣漢文讀

書市場〉)。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The Lines: Asian Perspectives＂創刊號 

。韓國：聖公會大學。【有審查】 

（4）柳書琴。2009 年 10 月。〈「滿洲他者」寓言網絡中的新朝鮮人形象：以舒群〈沒有祖國

的孩子〉為中心〉。韓國現代中國研究會《韓中言語文化研究》21 輯。韓國：韓國現代

中國研究會。【有審查】【「韓國學術振興財團」評估為「核心期刊」】 

（5）柳書琴。2009 年 9 月。〈生物學統治與流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累積〉。

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會《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5 期，新加坡號，《都市

文學與社會變遷》。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 

（6）柳書琴。2009 年 6 月。〈生物學統治與流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累積〉。

《臺灣古典文學集刊》第 1 期。【有審查】 

（7）柳書琴。2008 年 7 月。〈官製から民製へ 自我同文主義と興亜文学〉。植民地文化研

究會《植民地文化研究》第 7 號。日本：植民地文化研究會。【有審查】 

（8）柳書琴。2007 年 10 月。〈文化遺產與知識鬥爭：戰爭期漢文現代文學雜誌《南國文藝》

的創刊〉。國家台灣文學館《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5 期。【有審查】 

（9）柳書琴。2007 年 6 月。〈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異〉。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14 卷 2 期。【有審查】 

（10）柳書琴。2007年5月。〈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旅日作家〉。臺灣

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3期。【有審查】 

（11）柳書琴。2007 年 4 月。〈《風月報》到底是誰的所有？：書房、漢文讀者階層與女性識

字者〉。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會《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3 期，台灣號，《台

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台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B) 專書論文 

（1）柳書琴。2010 年 7 月。〈殖民都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應：「總力戰」前臺北與哈爾濱

的比較〉。柳書琴、金艾琳主編。《作爲「門檻」的戰爭：殖民地總力戰與韓國‧臺灣的

文化構造》。韓國：Greenbee 出版社。【有審查】 

（2）柳書琴。2010年7月。〈我們的文學為什麼要打獵：當代原住民文學中的狩獵書寫〉。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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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萍主編《身份與書寫：戰後台灣文學研究集》。北京：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原發表

於「文化傳承與文學研究研討會」。中國社科院、江西社科院主辦。2006年11月。【有

審查】 

（3）柳書琴。2010年7月。〈文化徴用と戦時の良心：地方文化論、台湾文化復興と台北帝大

文政学部の教授たち〉(中文標題：文化徵用與戰時良心：地域文化論述、台灣文化甦生

及台北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黃英哲編《帝囯主義と文学》。東京：研文出版社。

【有審查】 

（4）柳書琴。2009年9月。〈 억압과  차연(差延) － 식민주의  언어통제와  타이완 

전통한문의 현대화 

궤적〉(中文標題：〈壓抑與衍異：殖民主義語言控制與台灣傳統漢文現代化軌跡〉)。

民族文學研究所編《제국주의와 민족주의를 

넘어서》(《跨越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韓國：亦樂出版社。【有審查】 

（5）柳書琴。2008年12月。〈帝國空間重塑、近衛新體制與台灣地方文化〉。吳密察策劃。

柳書琴、許佩賢、石婉舜編。《帝國裡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狀況》。

台北：播種者出版社。 

（6）柳書琴。2008 年 12 月。〈誰的文學？誰的歷史？：日據末期台灣文壇主體與歷史詮釋

之爭〉。吳密察總策劃。柳書琴、許佩賢、石婉舜編。《帝國裡的「地方文化」：皇民

化時期臺灣文化狀況》。台北：播種者出版社。 

（7）柳書琴。2008年7月。〈殖民都會平民公共領域與通俗文藝島內消費：以《風月報》為中

心〉。樊善標、危令敦、黃念欣主編《墨痕深處：文學、歷史、記憶論集》。香港：牛津

大學出版社。【有審查】 

（8）柳書琴。2006 年 7 月。〈書房夫子與斷頭雞：日據時期台灣傳統文化體系與漢文教育

的崩解〉。劉中樹、張福貴、白楊主編《世界華文文學的新世紀》。長春：吉林大學出版

社。【有審查】 

 

(C) 研討會論文 
（1） 柳書琴。2010 年 9 月。〈從「昭和摩登」到「戰時文化」：〈趙夫人的戲畫〉中通俗文

學現象的觀察與省思〉。天理台灣學會第 20 屆國際學術紀念大會。日本天理台灣學會、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主辦。 

（2） 柳書琴。2007年5月。〈타이완 문학의 주변 전투：지역을 초월한 좌익문학운동 

속에서의 일(在日) 작가들〉。(中文標題：〈台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

中的旅日作家〉)。「殖民主義與文學：以日帝殖民下朝鮮、台灣和‘滿洲國’為中心國際

研討會(二)」。韓國：民族文學研究所主辦。 

 

(D) 專書 
（1）柳書琴主編。已通過編委會審查，進行編輯作業，預計 2011 年出版。《戰爭與分界：「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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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台北：聯經出版社。【「韓國臺灣比較

文化硏究會」共同研究成果，中文版，有審查】 

（2）柳書琴、金艾琳主編。2010 年 7 月。《전쟁이라는 '문턱'：식민지 총력전과 한국 

타이완의 문화구조》 

(中文標題：《作爲「門檻」的戰爭：殖民地總力戰與韓國‧臺灣的文化構造》)。 韓

國：Greenbee 出版社。【本書為「韓國臺灣比較文化硏究會」共同研究成果，韓文版，

有審查】 

（3）柳書琴。2009 年 5 月。《荊棘之道：臺灣旅日青年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北：

聯經出版社。【有審查】【本書榮獲「國科會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出版補助」(2009

年)、巫永福文化基金會「巫文福文學評論獎(2010 年)」、國立清華大學「2009 年學術研

究出版獎勵」】 

（4）吳密察策劃。柳書琴、許佩賢、石婉舜編。2008年12月。《帝國裡的「地方文化」：皇

民化時期文化狀況》。台北：播種者出版社。【本書榮獲2008年「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

術基金會」獎助】【有審查】 

（5）柳書琴、邱貴芬編。2006 年 4 月。《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台南：

國家台灣文學館出版。【有審查】 

 

(E) 其它 

1.學術相關：書評、對談、訪談 
（1）柳書琴。2010年7月。〈臺灣與朝鮮如何設法相遇？：殖民地文學的比較研究〉，《전

쟁이라는 '문턱'：식민지 총력전과 한국 타이완의 문화구조》 
(《作爲「門檻」的戰爭：殖民地總力戰與韓國‧臺灣的文化構造》)。韓國：Greenbee
出版社。頁14-25。  

（2）柳書琴、蔡佩均。2010 年 10 月。〈從「冷霧」到《牧場》：滿洲文壇回眸－馬尋訪談錄〉。

《抗戰文化研究》第 4 輯。 

（3）柳書琴。2007年12月。〈獵人視窗〉。《游移的座標：十場台灣當代文學的心靈饗宴(二)》。

台南：國立台灣文學館。 

（4）柳書琴。2007年9月。〈《張文環集》評介－深刻的庶民社會凝視〉。李學圖編《孕育台灣

人文意識》。台北：前衛出版社。 

 

2.創作相關： 

（1）柳書琴、李文良、葉瓊霞、王昭文、王雅萍編。2010年6月。《南風：林梵還曆桃李集》。

台北：INK印刻出版社。  

（2）柳書琴〈迴響〉(散文)。2010年6月。《南風：林梵還曆桃李集》。台北：INK印刻出版社。  

（3）柳書琴〈師者〉(詩)。2010年6月。《南風：林梵還曆桃李集》。台北：INK印刻出版社。 

（4）芙蓉(柳書琴)。2008年10月。〈刺桐〉(詩)。《生態台灣》。第21期。 

（5）芙蓉(柳書琴)。2008年6月。〈微笑〉、〈蒙山施食〉(詩)。《新地文學》。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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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芙蓉(柳書琴)。2007年9月。〈曇花〉(詩)。《新地文學》。創刊號。 

 

(F) 國內／國際期刊主編或編委 

(一)、國內： 

（1）柳書琴。《新地文學》。台北。新地文學季刊社。 

(二)、國外： 

（1）柳書琴。《韓中言語文化研究》學報。韓國：韓國現代中國學會、韓國中國言語文化研

究會發行。海外編輯委員。2008年起。 

（2）柳書琴。““The Lines: Asian Perspectives＂ 。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發

行。海外編輯委員。2008年起。 

（3）邱貴芬、柳書琴編。2007 年 4 月。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會。《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

際學報》第 3 期，台灣號，《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台北：行政院文建會。 

 

(G) 國際會議主辦  

（1）柳書琴。2009 年 7 月 25-26 日。「總力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台灣比較研究」

國際學術工作坊會議。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台灣‧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2）邱貴芬、柳書琴。2006 年 10 月 26-28 日。「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第五屆東亞學者現

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行政院文建會主辦，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承辦，東

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會協辦。計畫主持人。 
（3）柳書琴、邱貴芬。2005 年 11 月 19-20 日。「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國家台灣文學館主辦，清華大學台文所承辦。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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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陳建忠副教授 
(A)期刊論文 

(1)陳建忠，2009.09，〈都市現代性與文學新感覺：一九三○年代台灣、中國都市文學中的殖

民/半殖民現代性〉，《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新加坡號第 5 期，新加坡：八方文化創

作室。【有審查】 

(2)陳建忠，2009.04，〈詮釋權爭奪下的文學傳統：台灣「大河小說」的命名、詮釋與葉石濤

的文學評論〉，《文學台灣》第 70 期，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有審查】 

(3)陳建忠，2008.10，〈神秘經驗的啟示與鄉土倫理的復歸：論黃春明小說中的人間、神鬼與

自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7 期，台南：國家台灣文學館。【有審查】 

(4)陳建忠，2007.04，〈歷史敘事與想像（不）共同體：論兩岸新歷史小說的敘事策略與批判

話語〉，《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 3 期（台灣號），台北：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有審查】 

(5)陳建忠，2007.01，〈以台灣之名：賴和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史（In the Name of Taiwan: Lai Ho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台灣文學英譯

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Ⅱ）」第 20

期，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拉分校世華文學研究中心。【有審查】 

(6)陳建忠，2006.07，〈追求現代或擁抱本土：殖民地下知識份子的兩難（Pursuing Modernity or 

Embracing: The Dilemma of Taiwan Intellectuals in Colonial Taiwan）〉，《台灣文學英譯叢刊》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Ⅰ）」第 19 期，美

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拉分校世華文學研究中心。【有審查】 

(7)陳建忠，2006.02，〈鄉野傳奇與道德理想主義：黃春明與張煒的鄉土小說比較研究〉，《台

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1 期，台北：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有審查】 

 

(B)研討會論文 

(1)陳建忠，2009.12.17，〈2008 年度台灣文學、女性議題、語言研究的回顧與省思〉，2008 年

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台北：中研院台史所等主辦。（與黃美娥、游鑑明、

林以衡等合撰） 

(2)陳建忠，2009.9.26-27，〈愛慾與文明：陳映真「筆匯」時期小說中的性、政治與美學〉，陳

映真創作 50 週年國際學術研討會，台北：文訊雜誌社主辦。 

(3)陳建忠，2009.9.4-6，〈台灣歷史小說研究芻議：關於研究史、認識論與方法論的反思〉，第

六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文學的大河：歷史、土地與新文化，台北：台灣師範

大學台灣文化與語言文學研究所主辦。 

(4)陳建忠，2008.12.4，〈2007 年度台灣文學、音樂、戲曲、美術、女性議題研究的回顧與省

思〉，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台北：中研院台史所等主辦。（與黃美娥、

連憲升、謝世英、楊翠等合撰） 

(5)陳建忠，2008.11.22，〈都市現代性與文學新感覺：三○年代台灣、中國都市文學中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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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現代性〉，第七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孔子

學院主辦。 

(6)陳建忠，2008.10.18-19，〈詮釋權爭奪下的文學傳統：台灣「大河小說」的命名、詮釋與葉

石濤的文學評論〉，2008 高雄市文學學術研討會，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文學台灣基金

會承辦。 

(7)陳建忠，2008.5.31-6.1，〈神秘經驗的啟示與鄉土倫理的復歸：論黃春明小說中的人間、神

鬼與自然〉，第三屆經典人物：黃春明跨領域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台文所承

辦。 

(8)陳建忠，2008.7.4-8，〈神秘經驗的啟示與鄉土倫理的復歸：論黃春明小說中的人間、神鬼

與自然〉，台灣文學現代性學術研討會，中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等主辦。 

(9)陳建忠，2007.12.6-10，〈新現實主義美學在台灣：戰後初期中國左翼木刻與台灣美術的遭

逢〉，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第六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中國：汕頭大學

新國學研究中心主辦。 

(10)陳建忠，2007.6.8-9，〈靈視者的預言：宋澤萊《血色蝙蝠降臨的城市》與《熱帶魔界》中

的美學實驗與文化論述〉，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彰化：彰師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承辦。 

(11)陳建忠，2007.4.27-29，〈歷史敘事與美學意識形態：李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與林燿德

《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二二八」歷史小說比較〉，第五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李喬的文學與文化論述，台北：台灣師範大學主辦。 

(12)陳建忠，2006.10-28，〈歷史敘事與想像（不）共同體：論兩岸新歷史小說的敘事策略與

批判話語〉，台灣文學與跨文化流動：第五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新

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承辦。 

(13)陳建忠，2006.10.20-21，〈從皇國少年到左傾青年：台灣戰後初期（1945～1949）葉石濤

的小說創作與思想轉折〉，2006 UCSB Conference in Taiwan Studies: Taiw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拉分校主辦（UCSB）世華文學研究中心（Forum for the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主辦。 

 

(C)專書及專書論文 

(1)陳建忠，2007.12，《台灣文學大綱》（與施懿琳教授合撰），金苑教授譯，《台灣的文學》更

名之韓文版，韓國：學古房。 

(2)陳建忠，2007.11，《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說研究》，台中：晨星出版公司。 

(3)陳建忠，2007.01，《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論集》，台北：五南

圖書出版公司。 

(4) 陳建忠，2009.12，〈台灣歷史小說研究芻議：關於研究史、認識論與方法論的反思〉，《第

六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灣文學的大河：歷史、土地與新文化》，高雄：

春暉出版社。 

(5)陳建忠，2009.11，〈愛慾與文明：陳映真「筆匯」時期小說中的性、政治與美學〉，文訊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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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社編，《陳映真創作 50 週年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文訊雜誌社。 

(6)陳建忠，2008.11，〈詮釋權爭奪下的文學傳統：台灣「大河小說」的命名、詮釋與葉石濤

的文學評論〉，鄭名編，《2008 高雄市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7)陳建忠，2007.12，〈歷史敘事與美學意識形態：李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與林燿德《一

九四七高砂百合》的「二二八」歷史小說比較〉，姚榮松、鄭瑞明主編，《李喬的文學與文

化論述：第五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師大台文所；台南：長榮大學

台灣硏究所。 

(8)陳建忠，2007.11，〈靈視者的預言：宋澤萊《血色蝙蝠降臨的城市》與《熱帶魔界》中的

美學實驗與文化論述〉，《彰化文學大論述》，台北：五南圖書公司。 

(9)陳建忠，2007.3，〈第一章 差異的文學現代性經驗：日治時期台灣小說史論（1985～1945）〉，

《台灣小說史論》（與邱貴芬、張誦聖、劉亮雅、應鳳凰合撰），台北：麥田出版社。 

(10)陳建忠，2007，〈從皇國少年到左傾青年：台灣戰後初期（1945～1949）葉石濤的小說創

作與思想轉折〉，《The Proceeding of the 2006 UCSB Conference in Taiwan Studies: Taiw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拉分校（UCSB）世華文學研究中心出版。 

 

(D)其它 

(1)陳建忠，2009.12，〈熱帶的憂鬱：談龍瑛宗文學中的幾種植物〉，《新地》第 10 期，台北：

新地文學季刊社。 

(2)陳建忠，2009.08，〈誰能讓台文系擁有一部文學史：我的懺夢錄〉，《台灣文學館通訊》第

24 期，台南：國立台灣文學館。 

(3)陳建忠，2009.06，〈駁雜的認同，幽微的文心：評蕭阿勤著《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年

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灣社會學刊》第 42 期，台北：台灣社會學會。 

(4)陳建忠，2009.05.26，〈賴和教給我的…〉，《自由時報》副刊。 

(5)陳建忠，2009.05，〈夢的進行式：重讀《台灣文學史綱》〉，《台灣學通訊》第 29 期，台北：

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 

(6)陳建忠，2008.10，〈日治時期的女性文藝（日文，黃英哲譯）〉，台灣女性史入門編纂委員

會編，《台灣女性史入門》，京都：人文書院。 

(7)陳建忠，2008.06，〈第 4 章 殖民現代性的魅惑：現代主義與皇民文學湧現〉，須文蔚主編，

《文學＠台灣：11 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識台灣文學》，台南：國立台灣文學館。 

(8)陳建忠，2008.09，〈第 5 章 差異的文學現代性經驗：現代台灣小說〉，須文蔚主編，《文學

＠台灣：11 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你認識台灣文學》，台南：國立台灣文學館。 

(9)陳建忠，2008.07，〈為人民服務〉，《文訊》第 273 期，台北：文訊雜誌社。 

(10)陳建忠，2008.03，〈評論卷導讀：葉石濤的文學評論與台灣文學場域的詮釋競逐〉，《葉石

濤全集 13》（評論卷一），台南：國立台灣文學館、高雄：高雄市文化局。 

(11)陳建忠，2008.03，〈穿越歷史地表〉，《2007 青年文學會議論文集：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

究》，台北：文訊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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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陳建忠，2008.03，〈賴和《一桿「稱仔」》〉，《新活水》第 17 期，台北：國家文化總會。 

(13)陳建忠，2008.02，〈讓土地說話：論農民詩人吳晟的詩藝〉，林明德編，《鄉間子弟鄉間老：

吳晟新詩評論》，台中：晨星出版公司。 

(14)陳建忠，2007.10，〈歷史再現與共同體想像：《巴賽風雲》導讀》〉，《文學台灣》第 64 期，

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 

(15)陳建忠，2007.01，〈以台灣之名：賴和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史（In the Name of Taiwan: Lai 

Ho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台灣文學英

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Ⅱ）」第

20 期。 

(16)陳建忠，2006.12，〈青年文學會議：台灣文學研究的世代傳承〉（與郝譽翔、吳明益、許

劍橋對談），《文訊》第 254 期，台北：文訊雜誌社。 

(17)陳建忠，2006.07，〈追求現代或擁抱本土：殖民地下知識份子的兩難（Pursuing Modernity 

or Embracing: The Dilemma of Taiwan Intellectuals in Colonial Taiwan）〉，《台灣文學英譯叢

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Ⅰ）」第 19 期。 

 

(E)國際會議主辦 

(1) 陳建忠，2010.11.19-20，跨國的殖民記憶與冷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辦、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承辦。 

 

(F)海外專題演講 

(1)陳建忠，2009.11，〈台灣文學中的「轉向」問題〉，北京「區域文學及文學史方法」研討會，

北京清華大學主辦。 

(2)陳建忠，2009.11.23，〈50.60 年代文學史料與比較研究〉，「文學史料與理論詮釋」研討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台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主辦。 

(3)陳建忠，2007.12.3，〈台灣文學的研究、教學、出版、交流〉，兩岸學者研討座談會，廈門

大學主辦。 

(4)陳建忠，2007.12.3〈台灣文學研究的前沿問題〉，專題演講，廈門大學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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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李癸雲副教授 
(A) 期刊論文 

(1) 李癸雲，2006.04，〈台灣當代女性詩作中母女關係的詮釋〉，《婦研縱橫》78 期，頁 1-11。 

 

(B) 研討會論文 

(1)李癸雲，2009.12，〈蜿蜒幽暗裡的火炬：探索台灣當代女詩人的憂鬱書寫〉，「歐亞文

化語境中的現當代漢語詩學」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有審

查】 

(2)李癸雲，2009.6，〈尋找林亨泰詩中的女性身影〉，「第十八屆詩學會議：林亨泰詩與詩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彰師大國文系主辦。【有審查】 

 

(C) 專書及專書論文 

(1)李癸雲，2008.03，《結構與符號之間：台灣現代女性詩作之意象研究》，台北：里仁

書局。【有審查】 

(2)李癸雲，2009.10.，〈尋找林亨泰詩中的女性身影〉，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台

灣文學研究所編著《看似尋常，最奇崛：林亨泰詩與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

北：五南圖書，頁 205-226。【有審查】 

(3)李癸雲，2008.06，〈論羅智成詩中的「寶寶」與蓉子詩中的「維納麗沙」〉，李瑞騰主

編《台灣文學 30 年菁英選：評論 30 家》下冊，台北市：九歌出版社，頁 680-715。【有

審查】 

(4)李癸雲，2007.02，〈窗內，花香襲人－論席慕蓉詩中花的意象使用〉林明德總策劃《台

灣新詩研究—中生代詩家論》，台北市：五南圖書，頁 1-30。【有審查】（原登於彰化

師範大學《國文學誌》第十期，頁 1-26） 

(5)李癸雲，2006.09，〈詩和現實的理想距離－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臺灣現代詩論戰的再

檢討〉，陳大為、鍾怡雯主編《20 世紀臺灣文學專題 Ι：文學思潮與論戰》，台北市：

萬卷樓，頁 242-267。 

(6)李癸雲，2006.06，〈詩歌與性別〉，彭錦堂等主編《閱讀現代詩：內在形式與外在關聯》，

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頁 139-152。 

 
(D) 國際會議主辦 

(1)尉天驄、張堂錡、李癸雲，2008.11，「承受與反叛：台灣現代詩與現代繪畫的回顧」，政治

大學中文系、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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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王惠珍助理教授 
(A)期刊論文 

(1) 王惠珍，2010.06，〈戰前台灣知識份子閱讀私史：以台灣日語作家爲中心〉，《台灣文學學

報》第 16 號，台北：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有審查】 

(2) 王惠珍，2010.03，〈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以龍瑛宗的文藝活動為例〉，《台

灣學誌》創刊號，台北：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有審查】 

(3) 王惠珍，2008.12，〈殖民地文本的光與影－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例〉，《台灣文學學

報》第 13 號，台北：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有審查】 

(4) 王惠珍，2007.12，〈地誌書寫港市想像：龍瑛宗的花蓮文學〉，《東華漢學》第 6 號，花蓮，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有審查】 

(5) 王惠珍，2006.11，〈太平洋戦爭期の台湾における「內台融和」の文学〉，《現代台湾研究》

第三十、三十一期，日本：台灣史研究會。【有審查】 

(6) 王惠珍，2006.04，〈揚帆啟航－殖民地作家龍瑛宗的帝都之旅〉，《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 期，台南：國立台灣文學館。【有審查】 

(7) 王惠珍，2006.03，〈龍瑛宗の読んだ中国文学－日本語の翻訳による受容〉，《中国文学会

紀要》第 27 集，日本：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 

 

(B)研討會論文 

(1) 王惠珍，2010.09，〈老兵不死：試論 50、60 年代台灣日語作家的文化活動〉，天理台灣學

會第 20 回記念研究大會，日本：天理台灣學會、台灣：中國文化大學。 

(2) 王惠珍，2009.12，〈台灣日語作家的殖民地記憶：以龍瑛宗文學為例〉，「帝國和追憶、殖

民和記憶：殖民地時代 東亞語言‧文學．宗教」學術研討會，韓國：仁荷大學。 

(3) 王惠珍，2009.11，〈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區域文學及區域文學史方法－

海峽兩岸文學」研討會，北京：中國社科院。 

(4) 王惠珍，2009.11，〈戰前台灣知識份子閱讀私史：以台灣日語作家為中心〉，「現代中日文

學：文化關係史」研討會，北京：清華大學。 

(5) 王惠珍，2007.11，〈地誌書寫港市想像－龍瑛宗的花蓮文學〉，「第四屆花蓮文學」學術研

討會，花蓮：花蓮縣文化局。 

(6) 王惠珍，2006.09，〈溯流而上？順流而下？試論鍾文音文學的生命漂流意象〉，「女性文學」

學術研討會，台中：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 

 

(C)專書論文 

(1) 王惠珍，2010 年 5 月，〈溯流而上？順流而下？試論鍾文音文學的生命漂流意象〉，《遠走

到他方:台灣當代女性文學論集》，台北市:女書文化。 

(2) 王惠珍，2006.04，〈殖民地作家的文化素養問題－以龍瑛宗為例〉，《後殖民地的東亞在地

思考：台灣文學場域》，台南：國家台灣文學館。【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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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國際會議主辦 

(1) 王惠珍，2010.9.24-25，戰鼓聲中的歌者：龍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國際學術研討會，

新竹縣文化局主辦、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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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謝世宗助理教授  

(A)期刊論文 

（1）謝世宗，2010.05.26 審查通過〈悲慘世界中的喜劇視境：試論王童的臺灣三部曲〉，《清

華學報》。【有審查】 

（2）謝世宗，2010.02，〈洪醒夫小說中的戲劇模式與象徵子題－一個敘事學的分析〉，《台灣

文學研究雧刊》7 期，頁 123-154。【有審查】 

（3）謝世宗，2009.12，〈後現代、歷史電影與真實性：重探侯孝賢的《好男好女》〉，《中外

文學》38 卷 4 期，頁 211-241。【有審查】 

（4）謝世宗，2009.10，〈男性氣質與台灣後殖民小說中的慾望經濟學〉，《臺灣文學研究學報》

9 期，頁 37-67。【有審查】 

（5）謝世宗，2008.12，〈慾望城市：李永平、漫遊與看（不）見的鬼魂〉，《文化研究學報》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7 期，頁 45-74。【有審查】 

（6）謝世宗，2008.06，〈現實與悖論:一個臺灣現代主義的空間詩學〉，《臺灣詩學學刊》11

期，頁 125-144。【有審查】  

 

(B)研討會論文 

（1）謝世宗，2010.03，〈翻譯與傳播：靜態悲劇、侯孝賢與東亞極微主義〉，第四屆文學傳

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花蓮：花蓮東華大學中文系主辦。【有審查】 

（2）謝世宗，2009.12，〈為伊「消」得人憔悴：戰後台灣小說中的消費意識與國家經濟〉，

國立政治大學頂尖計畫「大眾文化與（後）現代性」「女性．消費．歷史記憶」國際學

術研討會，台北：國立政治大學頂尖計畫「大眾文化與（後）現代性：商品．女性．歷

史記憶」研究團隊主辦。【有審查】 

（3）謝世宗，2009.01，〈妓與男性性啟蒙：鄉土文學中性別政治的一個側面〉，根源與路徑：

台灣文化研究十週年文化研究學會 2009 年年會，台灣師範大學：文化研究學會、台灣

師範大學英語系、翻譯研究所主辦。【有審查】 

（4）謝世宗，2006.06，〈One Thousand Faces of An Island〉，Critical/ Alternative Cultural 

Geography Regional Conference in East Asia，臺北：台大地理學系承辦。【有審查】 

（5）謝世宗，2006.04，〈Remapping Taiwan: Metamorphoses of an Island in Public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1949-2005〉，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San Francisco：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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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王鈺婷助理教授  
(A)期刊論文 

（1）王鈺婷，2009.12，〈「政治駕馭」與「市場主導」下女性抒情散文之生產機制－以《中

央日報．婦女與家庭週刊》的書信體專欄與徵文活動為例〉，《現代中文學學報》9 卷 2

期，香港：香港嶺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有審查】 

（2）王鈺婷，2008.10，〈語言政策與女性主體之想像－解讀《中央日報‧婦女與家庭週刊》

中女性散文家之美學策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7 期，台南：國立台灣文學館。【有

審查】 

（3）王鈺婷，2007.04，〈多元敘述、意識型態與異質台灣：以五○年代女性散文集《漁港書

簡》、《我在台北及其他》、《風城畫》、《冷泉心影》為觀察對象〉，《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第 4 期，台南：國立台灣文學。【有審查】 

 

(B)研討會論文 

（1）王鈺婷，2010.05，〈身體敘事與慾望主體－以李昂《迷園》為分析對象〉，「李昂跨領域」

國際學術研討會，國立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中文系、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系主

辦。 

（2）王鈺婷，2009.12，〈「現代」女性的展演空間：談《海燕集》之女作家之現身策略與大

眾言情敘事〉，「女性．消費．歷史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頂尖計畫「大

眾文化與（後）現代性：商品．女性．歷史記憶」研究團隊主辦。 

（3）王鈺婷，2007.12，〈國族論述、主婦文學及其性別政治－以《中央日報‧婦女與家庭週

刊》（1949.3~1955.4）為考察對象〉，「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2007 青年文學會議，

國立台灣文學館、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金會、文訊雜誌社主辦。 

（4）王鈺婷，2007.11，〈邊緣敘事下的認同政治與性別空間－以《石頭夢》中花蓮光華農場

之劉必稼與新移民聚落為例〉，第四屆花蓮文學研討會，花蓮文化局、東華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主辦。 

（5）王鈺婷，2006.12，〈流亡主體、臺灣語境與女性書寫－以徐鍾珮和鍾梅音五○年代的散

文創作為例〉，「台灣作家的地理書寫與文學體驗」2006 青年文學會議，國立台灣文學館、

中研院文哲所、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金會、文訊雜誌社主辦。 

（6）王鈺婷，2006.10，〈原鄉的菜蔬體驗－論方梓《采采卷耳》的花蓮地誌書寫與女性主體〉，

第一屆花蓮學研討會，花蓮縣文化局、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辦。 

（7）王鈺婷，2006.09，〈歷史的細語－論《自傳の小說》與《看得見的鬼》中庶民文化與鄉

野傳奇的運用〉，靜宜大學女性文學研討會，靜宜大學台文系主辦。 

 

(C)專書及專書論文 

（1）王鈺婷，2008.12，《身體、性別、政治與歷史》，臺南：臺南市立圖書館。 

（2）王鈺婷，2010.05，歷史的細語－論《自傳の小說》與《看得見的鬼》中庶民文化與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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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傳奇的運用，《遠走到她方－台灣當代女性文學論集》，台北：女書店。 

（3）王鈺婷，2008.03，〈國族論述、主婦文學及其性別政治－以《中央日報婦女與家庭週刊》

（1949.3~1955.4）為考察對象〉，《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台北：財團法人台灣文

學發展基金會、文訊雜誌社。 

（4）王鈺婷，2008.03，〈邊緣敘事下的認同政治與性別空間－以《石頭夢》中花蓮光華農場

之劉必稼與新移民聚落為例〉，《第四屆花蓮文學研討會論文集》，花蓮：花蓮縣文化局。 

（5）王鈺婷，2007.04，〈原鄉的菜蔬體驗－論方梓《采采卷耳》的花蓮地誌書寫與女性主體〉，

《第一屆花蓮學研討會》，花蓮：花蓮縣文化局。 

（6）王鈺婷，2007.03，〈流亡主體、臺灣語境與女性書寫－以徐鍾珮和鍾梅音五○年代的散

文創作為例〉，《台灣作家的地理書寫與文學體驗》，台北：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金

會。 

（7）王鈺婷，2006.11，〈生態踏查與歷史記憶－從《迷蝶誌》到《蝶道》〉，《台灣的自然書

寫》，台中：晨星出版社。 

（8）王鈺婷，2006.02，〈性別越界與民俗禁忌－以《豔光四射歌舞團》為例，《異同、影響

與轉換：文學越界研討會》，台南：國立台灣文學館。 

 

(D)其它 

（1）王鈺婷，2008.01，〈徘徊在記憶與告別之間〉，《想像的壯遊：十場台灣當代文學的心靈

饗宴(四)》，台南：國立台灣文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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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石婉舜助理教授 
(A)期刊論文 

(1)石婉舜，2010.07，〈殖民地版新派劇的創成－「台灣正劇」的美學與政治〉，《戲劇學刊》

第 12 期，臺北：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有審查】 

(2)石婉舜，2008.07，〈川上音二郎的《奧瑟羅》與台灣－「正劇」主張、實地調查與舞台再

現〉，《戲劇學刊》第 8 期，臺北：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有審查】 

(3)石婉舜，2008.03，〈「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台灣戲劇（1936.9-1940.11）〉，

《民俗曲藝》第 159 期，臺北：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金會。【有審查】 

 

(B)研討會論文※已發表於期刊或收入專書者不再添列。 

(1)石婉舜，2009.05，〈高松豐次郎與臺灣近代戲院事業的展開〉，「人文理念的創新與傳承－

2009 青年學者論壇」學術研討會，臺北：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主辦。 

(2)石婉舜，2006.10，〈「帝國」之眼：川上音二郎戲劇中的台灣意象－《台灣打鬼》、《膽才子》、

《奧賽羅》與《生蕃討伐》〉，2006 台灣現代劇場研討會，臺北：國立臺灣大學戲劇學系主

辦。 

 

(C)專書及專書論文 

(1)石婉舜，2010 年預訂出版（韓文），〈被動員的「鄉土藝術」－黃得時與太平洋戰爭期的布

袋戲改造〉，收於金艾琳主編，《作爲「門檻」的戰爭：殖民地總力戰與韓國‧臺灣的文化

構造》。 

(2)石婉舜，2008.12，〈「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台灣戲劇（1936.9-1940.11）〉（修

訂版），收於吳密察策劃，石婉舜、柳書琴、許佩賢編，《帝國裡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

期臺灣文化狀況》，台北：播種者出版社。 

 

(D)其它 

(1)石婉舜（共著），2010 年預訂出版，「戲劇類辭條」，《臺灣大百科全書專業版‧藝文卷》，

台北：遠流出版社。 

(2)石婉舜，2008，〈台灣舞台女演員〉，收於野村鯰子、黃英哲主編《台灣女性史入門》，京

都：人文書院。 

(3)石婉舜，2008.08，〈《閹雞》首部曲  映照時代與人性－從 1942 年的小說到 1943 年的舞台〉，

《表演藝術》第 188 期，臺北：國立中正文化中心。 

(4)石婉舜，2008.08，〈沃土上繁花似錦  新劇種迎風盛開〉，《表演藝術》第 188 期，臺北：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 

(5)石婉舜，2008.08，〈關於新劇的天才 10 問〉，《表演藝術》第 188 期，臺北：國立中正文化

中心。 

(6)石婉舜，2008.07.31，〈潛入台灣人的根性當中－「閹雞」相隔 65 年公演的訊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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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人間副刊，臺北：中國時報社。 

(7)石婉舜（與郭珍弟、黃世鳴共著），2007，電影劇本《深呼吸》，未刊。 

(8)石婉舜（共著），2006，「戲劇類辭條」，《臺灣文學辭典》（線上版），台南：國家臺灣文學

館。 

 
(E)專書主編 

(1)石婉舜、柳書琴、許佩賢編，2008.12，《帝國裡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狀況》，

台北：播種者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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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研究生歷年學術出版及發表成果 
A.研討會論文（國內） 

年度 姓名 篇名 會議名稱 地點／主辦單 
位(協辦單位) 

日期 
備註 

2010 白依璇 
學院現代主義的文藝批評體

制與典律化：以王文興《家變》

為中心的探討  

第七屆台灣文學研究

生學術論文研討會  
中 正 大 學 台

文所  
2010.10.02
-03 

2010 

張怡寧 

國 家 機 器 和 文 化 認 同 的 辨

證：李喬話劇話本〈羅福星〉

(1972)中的民族意識與國體想

像  

第七屆台灣文學研究

生學術論文研討會  
中 正 大 學 台

文所  
2010.10.02
-03 

2010 

蔡文斌 

螻蟻之志‧何以成城？－析論

楊逵《三國志物語》的譯寫策

略兼及戰爭期知識分子的精

神狀況  

天理台灣學會第 20 回

記念研究大會  
天 理 台 灣 學

會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2010.09.10
-11 

2010 

陳運陞 

蜃氣樓都市－古丁創作中的

都市空間再現  
天理台灣學會第 20 回

記念研究大會  
天 理 台 灣 學

會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2010.09.10
-11 

2010 
温惠玉 

茶鄉‧茶香－日治台灣古典譸

中的桃園經驗  
城市與文學：青年學

者臺灣古典詩學術研

討會  

成 功 大 學 文

學院、中國文

學系  

2010.07.24
-25 

2010 陳正維 

法律文學的敘事社會學分析

－以台北律師公會主辦之法

律文學創作大賞得獎作品為

討論對象  

2010 第十三屆基礎法

學復活節研討會  
臺 大 法 學 院

基 法 研 究 中

心  

2010.05.26

2010 何欣穎 

希望與救贖－日據時期陳垂

映《暖流寒流》的東京想像與

書寫  

2010 年「台灣日語教

育研究」國際學術研

討會  

地點：靜宜大

學  
主辦單位：台

灣 日 語 教 育

學 會 事 務

局、靜宜大學

日文系  

2010.11.27

2010 林美珍 
用鄉土追溯歷史－陳雷《鄉史

補記》ê 鄉土書寫策略  
第五屆中區研究生台

灣文學學術論文研討

會  

靜宜大學、靜

宜 大 學 台 文

所學會主辦  

2010.5.22 

2010 張怡寧 

史詩台灣：論李喬《台灣，我

的母親》的歷史意識、敘事認

同與語言實踐  

台灣客語暨原住民語

語文教育學術研討會

地點：國立中

央大學  
主辦單位：國

立 中 央 大 學

客 家 語 文 研

究所、台灣國

際 語 文 教 育

協會  

2010.04.17
-2010.04.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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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許雅筑 

血 脈 記 憶 裡 的 音 符 ： 論

Shyman Faagien（郭健平）書

寫中的傷痕記憶、主體吟唱與

跨界書寫  

2010 年文化研究年會 中 華 民 國 文

化 研 究 學

會、成功大學

外文系  

2010.01.09
-2010.01.1
0 

2009 張怡寧 

歷史書寫中的一八九五：李喬

《情歸大地》與閻延文《台灣

風雲》的比較研究  

第六屆臺灣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臺灣文

學的大河：歷史、土

地與新文化  

國 立 臺 灣 師

範大學、長榮

大學  

2009.09.04
-2009.09.0
5 

2009 陳正維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與法律史

的對話－論賴和小說中的法

律書寫  

第六屆全國台灣文學

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

會  

主辦單位：國

立 台 灣 文 學

館  
承辦單位：國

立 台 北 教 育

大 學 台 灣 文

化研究所  

2009.08.29
- 
2009.08.30

2009 温惠玉 

日治時期台灣法律的殖民論

述及其混種近代性－以崇文

社第卅期徵文〈禁治產實施

論〉為討論對象  

第六屆全國台灣文學

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

會  

主辦單位：國

立 台 灣 文 學

館  
承辦單位：國

立 台 北 教 育

大 學 台 灣 文

化研究所  

2009.08.29
- 
2009.08.30

2009 許雅筑 創傷、記憶與土地－試探仙．

迦又里（施拉橫）的在地書寫

2009 年第一屆國際民

族生物學亞洲區會議

－文化與生物多樣性

保 育 中 原 住 民 的 位

置、神聖空間及參與

式研究方法研討會  

主辦單位：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管理處、靜宜

大學、國際民

族生物學會  

2009.10.24
-2009.10.2
5 

2008 白依璇 
在孤寂與結盟之間：論邱永漢

和王育德的後殖民經驗及其

衍生問題  

第五屆全國台灣文學

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

會  

主辦單位：國

立 台 灣 文 學

館、靜宜大學  

2008.06.07
-2008.06.0
8 

2008 陳筱筠 

基進的戰鬥╱基進的時髦：從

成英姝的跨界位置觀察數位

文學文化在台灣  

2008 青年文學會議：

台灣、大陸暨華文地

區數位文學的發展與

變遷研討會  

文訊雜誌社  2008.11.29
-2008.11.3
0 

2008 謝欣芩 向陽詩作的自然意象與土地

意識  
2008 南投文學學術研

討會  
南 投 縣 政 府

文化局  
2008.03.25

2008 詹閔旭 

In and Out of Place: Politics of 
Local-driven Identity in Li 
Yung Ping’s Fictions 

離散與亞洲小說研討

會  
the Colloquium on 
Diaspora and Asian 
Fiction 

國 立 中 山 大

學 離 散 ／ 現

代性研究室  

2008.01.14
. 

2008 許雅筑 

記憶、創傷與土地－閱讀達悟

作家書寫部落故事  
語言、符號、敘事與

故事研討會  
台 中 技 術 學

院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中

心  

2008.12.19
-2008.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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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許雅筑 

返本與開創－原住民族文學

作家夏曼．藍波安的書寫與對

話  

知本求新－2007 國立

台東大學華語文多元

發展與應用學術研討

會  

國 立 台 東 大

學 華 語 文 學

系  

2007.12.08

2007 涂慧軒 
在文明與同化的陰翳中－以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之讀者

投書為觀察對象  

2007 青年文學會議：

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

研究  

文訊雜誌社  2007.12.01
- 
2007.12.02

2007 詹閔旭 
滿洲在哪裡？：《漢文臺灣日

日新報》中的滿洲論述與地方

認同驅力  

2007 青年文學會議：

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

研究  

文訊雜誌社  2007.12.01
- 
2007.12.02

2007 詹閔旭 
魔燈台灣：李永平與台灣七○

年代以降「鄉土文學」的反西

化論述與民族敘事  

第 4 屆花蓮文學研討

會  
花 蓮 縣 文 化

局  
2007.11.17
- 
2007.11.18

2007 陳筱筠 
擺盪的姿態：閱讀施叔青小說

中傳統與現代的混雜對話  
第十四屆全國中文研

究所研究生論文研討

會  

桃園：中央大

學  
2007.10.27
- 

2007 黃懿慧 

從無到有的溫泉鄉：日據時期

「北投」地方意義的創造與再

現  

第四屆全國台灣文學

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

會  

政 治 大 學 文

學 院 會 議 廳 /
國 家 台 灣 文

學館  

2007.06.09
- 
2007.06.10

2006 許博凱 從新埤到老臺灣－以陳冠學

地理書寫為分析對象  

2006 青年文學會議：

台灣作家的地理書寫

與文學體驗  

國 家 台 灣 文

學館、中央研

究 院 文 哲

所、文訊雜誌

社  

2006.12.16
- 
2006.12.17

2006 詹閔旭 醉／罪城：論李永平的《海東

青》  

2006 青年文學會議：

台灣作家的地理書寫

與文學體驗  

國 家 台 灣 文

學館、中央研

究 院 文 哲

所、文訊雜誌

社  

2006.12.16
- 
2006.12.17

2006 詹閔旭 
符號運作與中國性－論王文

興《家變》  
經典新詮－第十三屆

全國中文研究所研究

生論文研討會  

中 央 大 學 中

國語文學系  
2006.11.25
- 
2006.11.26 

2005 陳芷凡 
原住民數位文學中語言表現

的問題－以明日新聞台原住

民新生代寫手巴代、乜寇為例

2005 青年文學會議：

異同、影響與轉換：

文學越界學術研討會

文訊雜誌  2005.12.10 
- 
2005.12.11

2005 呂焜霖 
本土詩學？台語詩的文學史

定位問題   
台灣文學教學學術研

討會  
國 立 台 北 教

育 大 學 台 灣

文學研究  

2005.10.15

2005 翁柏川 

〈以父之名－中國民族主義

視野對《臺灣文學史綱》相關

評論淺析〉  

第二屆全國台灣文學

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

會  

主辦單位：國

立 台 灣 文 學

館  
承辦單位：國

立 成 功 大 學

台 灣 文 學 研

2005.06.04
- 
200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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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  

2004 鄧慧恩 世界的表情：龍瑛宗眼中的世

界文學  
第四屆台灣客家文化

研討會  
苗栗：苗栗縣

文化局  
2004.12.14

2004 鄧慧恩 賴和手稿翻譯尼采學說研究  
第一屆全國台灣文學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清華大學  2004.05.01

-2004.05.0
2 

2004 張安琪 
改 造 國 家 / 社 會 的 有 機 體 想

像：以 1920 年代台灣社會改

革論述為例  

第一屆全國台灣文學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清華大學  2004.05.01

-2004.05.0
2 

2004 黃怡菁 

台灣新文學的世界性格與本

土 性 格 － 以 張 我 軍 1924 ～

1927 發表於《台灣民報》上的

文章  

第一屆全國台灣文學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清華大學  2004.05.01

-2004.05.0
2 

2004 鄧慧恩 文化的擺渡：楊逵翻譯作品的

社會意義與詮釋  

2004 青年文學會議：

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

會  

文訊雜誌  2004.12.04
-2004.12.0
5 

2004 曾基瑋 
論文字書寫與口傳故事母題

及主題之差異－以撒可努〈巴

里的紅眼睛〉為例  

2004 青年文學會議：

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

會  

文訊雜誌  2004.12.04
-2004.12.0
5 

 
B.研討會論文（國外） 

年度 姓名 篇名 會議名稱 地點／主辦單 
位 

日期 
備註 

2009 邱月亭 

歷史創傷與集體記憶的再

商榷－白色恐怖紀錄片的

敘事研究  

第二屆研究生中文文

學研討會：現代中文文

學與電影  

香港：嶺南大

學人文學科研

究中心及中文

系  

2009.02.27
-2009.02.2
8 

2008 謝欣芩 

New York as a Diasporic 
Space: The Geopolitical and 
Diaspora Writing in Pai 
Hsien-Yung’s New Yorker 

The 14th Annual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Seattle, USA: 
Annual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2008.06.27
-2008.06.2
9（poster）

2008 許雅筑 

殖民者與受殖者內部的歧

異－以日據初期新竹地區

漢文教育為例  

第 8 回国際日本語教育

・日本研究シンポジ

ウムアジア・オセア

ニア地域における多

文化共生社会と日本

語教育・日本研究  

香港：香港大

學  
 

2008 許雅筑 

Aborigines, Modernity and 
Taiwaneseness：Taking 
Siaman Rampogan as an 
Example 

The 14th Annual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北美台灣研究

協會西雅圖華

盛頓大學  

 

2008 許雅筑 
同化於文明與近代國家－

高砂族青年矢多一生赴日

觀光及其影響  

高一生誕生 100 周年紀

念國際研討會  
日本：天理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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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陳筱筠 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瘋狂

想像與鬼魅傳說  
第一屆國際青年學者

中文文學學術會議  
香港：嶺南大

學  
2007.12 

2007 詹閔旭 
離而（不）散－李永平《吉

陵春秋》中的時間與離散敘

事  

中國現代文學與韓中

比較視野國際學術研

討會兼第三屆青年學

者韓中文學比較國際

學術研討會  

韓國：外國語

大學中文系  
2007.10.05
-2007.10.0
6  

2006 鄧慧恩 

Apprehension or 
Displaceent: An Observation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Foreign 
Cultures in “Taiwan” and 
“Taiwan-Min Bao” by 
Taiw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12th Annual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July 5, 2006. 

Santa 
Cruz:Annual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2006.07.05

 
C.期刊論文（國內） 

年度 姓

名 篇名 刊物名稱 卷期 日期 
備註 

2009 邱月亭 歷史中的女性迷蹤－以紀錄片《春

天－許金玉的故事》為例〉，  《CSA 文化研究月報》 96 期  有審查  

2009 白依璇 勇士光芒的消逝：論拓拔斯‧塔瑪

匹瑪〈最後的獵人〉中的獵人困境
《國文天地》 286 期  有審查  

2008 謝欣芩 《臺灣新民報》「曙光」專欄之文學

現象考察（1930-1932）  《台灣詩學》學刊 12 號  有審查  

2008 許雅筑 傳統與現代：原住民作家夏曼．藍

波安的地誌書寫與對話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有審查  

2008 許雅筑 日據初期新竹首封紳士之階層流

動、文壇與漢詩作  《台灣文學評論》 8 卷 3 期  有審查  

2008 詹閔旭 大河的旅程：李永平談小說  《印刻文學生活誌》 4 卷 10
期   

2007 張怡寧 
從男人的乳頭到燒焦的乳頭：論江

文瑜詩作中的文字多義性與圖像符

號意象性  
《台灣詩學學刊》 第 10 號  有審查  

2007 林妏霜 日本記憶：從電影中的歌曲解讀《稻

草人》、《悲情城市》、《多桑》  《電影欣賞學刊》 25 卷第 4
期  有審查  

2004 郭誌光 「真誠的純真」與「原魔」－王白

淵反殖意識探微  《中外文學》 33 卷第 5
期  

10 月  
有審查  

2004 呂焜霖 
書寫大眾－楊逵文藝「大眾化」的

觀點與實踐  《島語》 第五期  

賴和台

灣文學

論文獎

得獎作

品  

 
D.期刊論文（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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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姓

名 篇名 發行國家 
刊物名稱 卷期 日期 

備註 

2009 謝旺霖 楊牧：西方浪漫主義與古典抒情傳

統的體現和交錯  
北京大學出版社：

《新詩評論》  

2009 年第 1
輯（總第 9
輯）  

有審查

 
E.專書論文（國內） 

年度 姓名 篇名 書名  
出版地 
出版者 備註

2010 林妏霜 
從《太平 •天國》與《牯嶺街少年殺人事

件》解讀美國記憶與自我展演：以電影

中的歌曲為中心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二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10 黃懿慧 懷疑主體性與曖昧立場：論賴香吟的寫

作位置與學運小說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二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10 李時雍 《十五篇小說》的悲劇內外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二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10 郭誌光 最熟悉的陌生人：戰後臺灣勞工題材小

說中之勞工自我異化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二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10 陳芷凡 文化翻譯與再現：奧威尼 •卡露斯盎民族

誌的語言思維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二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10 林家綺 馬華文學？臺灣文學？－李永平小說的

離散主題研究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二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10 詹閔旭 從李永平的「書寫臺灣」創作談臺灣大

河小說界定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二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10 陳筱筠 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瘋狂想像與鬼魅傳

說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二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10 謝欣芩 章緣《疫》的離散華人跨界移動與在地

社群生成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二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09 吳佳馨 
台港文學因緣與文壇文人交流互動圖

景：以 1950 年代台港南來文人夏濟安、

林以亮及葉維廉為討論中心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一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09 張安琪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漢文的保留與變異

（1898-1922）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一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09 呂美親 1920 年代 e5 臺灣話語境 kap 白話字臺語

小說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一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09 鄭鳳晴 媒體中登場的殖民地新女性－以《漢文

臺灣日日新報》與《臺灣民報》為主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一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09 黃怡菁 
國家圖發達種族圖生存的寶貝－論《文

藝創作》中的文藝論述與民族文化論述

的關係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一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09 潘柔邑 徐鍾珮的臺灣書寫：一體兩面的政壇與

文壇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一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151

2009 邱月亭 白色記憶考古學－《白色見證》研究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一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09 翁柏川 
「鄉愁」主題在臺灣文學史的變遷－以

解嚴後（1987 年 -1989 年 6 月）返鄉書

寫為討論核心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一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09 呂焜霖 語音記憶與語言技藝：向陽臺語歌詩的

敘事策略與特殊性  
《 臺 灣 文 學 論

叢》第一輯  
新竹：清大

台文所  
有審

查  

2009 陳正維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與法律史的對話－論

賴和小說中的法律書寫  
第六屆全國台灣

文學研究生學術

論文研討會論文

集  

台南：國立

台灣文學館

 

2009 温惠玉 

日治時期台灣法律的殖民論述及其混種

近代性－以崇文社第卅期徵文〈禁治產

實施論〉為討論對象  

第六屆全國台灣

文學研究生學術

論文研討會論文

集  

台南：國立

台灣文學館

 

2008 謝欣芩 向陽詩作的自然意象與土地意識  
2008 南投文學學

術研討會論文集  
南投：南投

縣政府文化

局  

有 審

查  

2008 許雅筑 記憶、創傷與土地－閱讀達悟作家書寫

部落故事  
語言、符號、敘

事與故事研討會  

台中：台中

技術學院文

化創意產業

發展中心  

1.有
審查  
2.榮
獲「讀

書會

快樂

獎」  

2008 詹閔旭 
滿洲在哪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

的滿洲論述與地方認同驅力  
《台灣作家的地

理書寫與文學經

驗》  

台北：文訊

雜誌社  
 

2008 詹閔旭 
《海東青》、《朱鴒漫遊仙境》的民族敘

事與跨文化認同  
《第四屆花蓮文

學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  

花蓮：花蓮

縣文化局  
 

2008 呂焜霖 記憶中的鄉音，鄉音中的技藝－向陽台

語歌詩的構成與特殊性  
《第一屆大專院

校人文研究學術

獎得獎論文集》  

(台北：財團

法人溫世仁

文 教 基 金

會，2008) 

 

2007 詹閔旭 醉／罪城：論李永平的《海東青》  
《台灣作家的地

理書寫與文學經

驗》  

台北：文訊

雜誌社  
 

2005 

呂焜霖 本土詩學？台語詩的文學史定位問題  

國立台北教育大

學台文所主編，

《2005 台灣文學

教學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  

台北：揚智 有審

查  

2005 鄧慧恩 〈世界的表情：龍瑛宗眼中的世界文學〉
《第四屆台灣客

家文化研討會論

苗栗：苗栗

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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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  

2004 鄧慧恩 賴和手稿翻譯尼采學說研究  

《第一屆全國台

灣文學研究生學

術 研 討 會 論 文

集》  

台南：國家

文學館籌備

處  

 

2004 鄧慧恩 文化的擺渡：楊逵翻譯作品的社會意義

與詮釋  

《文學與社會學

術研討會： 2004
年青年文學會議

論文集》  

台南：國家

文學館  
 

 
F.專書論文（國外） 

年度 姓名 篇名 書名 出版地

出版者

備

2008 許雅筑 

〈殖民者與受殖者內部的歧異－以

日據初期新竹地區漢文教育為例〉

第 8 回国際日本語教育・日

本研究シンポジウムアジア

・オセアニア地域における

多文化共生社会と日本語教

育・日本研究  

香港：向

日 葵 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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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研究生歷年創作刊行及出版成果 
A.單篇創作 

年度 姓名 篇名 刊物／文集 類別 

2009 曾曉玲 〈洗碗女工〉      自由時報花編副刊 散文 

2009 曾曉玲 〈生日快樂〉      自由時報花編副刊 散文 

2009 曾曉玲 〈山居〉              人間福報副刊 散文 

2009 曾曉玲 〈溫暖的滋味〉  人間福報副刊 散文 

2009 林妏霜 〈轉告〉 《印刻文學生活誌 /超新星》第 5
卷第 5 期  小說 

2008 白依璇 〈城市迷走〉 《新地》第五期 新詩 

2008 白依璇 〈當你身來，我轉身〉 《台灣現代詩》16期 新詩 

2008 許雅筑 〈背起你 小心翼翼的旅行〉 《創世紀》157 期 詩 

2008 許雅筑 〈祖厝牆上的靈魂〉 《笠》267 期 詩 

2008 謝旺霖 〈越過最後的山口〉 《聯合報》副刊 2008.01.13 散文 

2008 謝旺霖 〈直貢梯寺的天葬〉 《散文新四書－秋之聲》 散文 

2007 謝旺霖  〈邊境未竟〉 《鹽分地帶文學》第 11 期 散文 

2007 白依璇  〈愛的循環〉 《紅土》創刊號 新詩 

2003 郭誌光 〈阿三－ａê 日語老師〉 《台文通訊》第 107 期 小說 

B.創作專書 

年度 姓名 書名 出版地 
出版者 備註 

2008 謝旺霖  《轉山－邊境流浪

者》  台北：遠流出版公司 

此書獲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

文 學 類 創 作 及 出 版 補 助 ／

2008 年《講義雜誌》第 5 屆

年度最佳旅遊作家／2008 年

誠品華文創作排行榜第二名

／2008 年金石堂年度十大最

具影響力的書／2009 台北國

際書展大獎「非小說類」作品

入圍 ISBN：9789573262435 

2008 謝旺霖 《轉山－邊境流浪

者》  北京：廣西師大出版社  

2006 
李時雍 
李瑞騰 《你逐漸向我靠近》 台北：九歌出版社 ISBN：957444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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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文學獎得獎作品 
年度 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名稱 獎別 文類

2010 

吳昱慧 
陳冠文 
林柳君 
王欣瑜 
陳運陞 

知識－知視－知事 國立清華大學圖書館創意短片  佳作 
創意

短

片

2010 粘佳懿 〈蕈〉 2010 年第 23 屆月涵文學獎 三獎 散文

2010 粘佳懿 〈買觀音〉 2010 年第 23 屆月涵文學獎 三獎 小說

2010 粘佳懿 〈知識碼頭〉 
國立清華大學 98 學年度教育週徵

文比賽 
國立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佳作獎 散文

2010 何敬堯 〈晚安，紅毛城〉 2010 年第 23 屆月涵文學獎 貳獎 散文

2010 陳正維 〈妳們〉 2010 年第 23 屆月涵文學獎 佳作 散文

2010 石廷宇 〈無聲母音之歌〉 2010 年第 23 屆月涵文學獎 佳作 小說

2010 周介玲 〈街市〉 2010 年第 23 屆月涵文學獎 佳作 小說

2009 石廷宇 〈臨別贈禮〉 2009 年第 22 屆月涵文學獎 第一名 小說

2009 何敬堯 〈窺〉 
香港中文大學「第四屆新紀元全

球華文青年文學獎」 
二等 

優秀獎 散文

2008 石廷宇 〈拉鍊〉 2008 年第 21 屆月涵文學獎 第三名 小說

2009 曾曉玲 〈兩個男孩〉 
自行車新文化基金會「單車與我

徵文比賽」 
佳作 散文

2008 陳筱筠 〈我在腹中養了一個月亮〉 2008 年第 21 屆月涵文學獎新詩組 首獎 新詩

2007 謝旺霖 〈喇嘛殺人〉 第一屆「竹韻清揚」文學獎 第一名 新詩

2007 謝旺霖 〈瀘沽湖的女兒〉 第一屆「竹韻清揚」文學獎 第二名 報導

2007 謝旺霖 〈直貢梯寺的天葬〉 第一屆「竹韻清揚」文學獎 第一名 散文

2007 謝旺霖 〈紅塵〉 第十二屆桃園文藝創作獎 優選 散文

2007 許雅筑 〈那年夏天〉 2007 年竹塹文學獎 佳作 散文

2007 林妏霜 〈配音〉 林榮三文學獎短篇小說組 第三名 小說

2006 林妏霜 〈偷〉 聯合文學 新人獎 小說

2006 呂焜霖 〈鳥〉 第九屆台北文學獎 佳作 現 代

詩

2006 謝旺霖 〈枕邊書〉 清華大學第十九屆月涵文學獎 第一名 新詩

2006 謝旺霖 〈與藏獒對峙〉 清華大學第十九屆月涵文學獎 第三名 散文

2006 謝旺霖 〈梅里雪山前的失足〉 第八屆元智大學全國學生文學獎 評審獎 散文

2006 謝旺霖 〈無伴奏組曲〉 第八屆元智大學全國學生文學獎  佳作獎 新詩

2005 謝旺霖 〈行路難〉 
行政院文建會「尋找心目中的聖

山」文學獎 
首獎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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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研究生歷年跨校合作及交流成果 
A.「台大清大台文所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2007-2010) 

年度 姓名 篇名 主辦單位 地點 
備註 

2010 粘佳懿 〈張惠菁《給冥王星》之部落格行銷與文學品味〉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10 張雅萍 灣生的掙扎與救贖－雙鄉帶來的可能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10 廖姿婷 
那麼衰老的祖輩－論陳映真「筆匯」時期小說中人倫

描寫之意涵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10 關首奇 兒童、鬼話與民俗－司馬中原與鄭清文的童話比較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10 何欣穎 
希望與救贖－日據時期陳垂映《暖流寒流》的東京想

像與書寫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10 翁智琦 
嬉鬧人神－王湘琦〈黃石公廟〉與〈玄天上帝〉文本

及喜劇策略探析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10 黃鈺萱 
可不可以不長大－論張大春《野孩子》與蘇童《刺青

時代》的青少年書寫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10 張育薰 
孩童視野與故鄉書寫－以張文環小說〈重荷〉、〈論語

與雞〉、〈夜猿〉為討論中心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09 郭靜如 日治時期台灣、滿國「戰爭詩」之析論  台大台文所 
劍潭青年

活動中心 

2009 石廷宇 
未能遺忘的「創傷」世紀－（1956-1959）洛夫在創世

紀詩社時期的詩與詩論 
台大台文所 

劍潭青年

活動中心 

2009 王美玉 九○代青少年幫派電影中的父親形象  台大台文所 
劍潭青年

活動中心 

2009 謝旺霖 尋找楊牧文學世界中的「台灣性」  台大台文所 
劍潭青年

活動中心 

2008 詹閔旭 〈差異的地方〉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08 陳俊益 五○年代的現代性曙光－以《文學雜誌》譯介作品與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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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烈文之譯介為觀察 人 社 院

C310 

2008 蔡文斌 
「美麗島」在美麗島：以詩〈臺灣〉、詩歌〈美麗島〉

的傳播過程作為觀察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08 呂政冠 
民間做為一種認識世界的方法－析論李喬〈水鬼城隍〉

與黃春明〈呷鬼的來了〉中的水鬼意義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08 白依璇 
從世代差異論文化焦慮到認同危機的衍變：以《文學

雜誌》與《現代文學》為例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08 陳冠文 故鄉作為他者－試論張文環小說中的故鄉想像與視野 清大台文所 
清華大學

人 社 院

C310 

2007 許雅筑 〈日治時期新竹首封紳士之階層流動與文學場域〉 台大台文所 
台大台文

所演講廳 

2007 潘柔邑 紐約同志的流離－白先勇紐約客系列作品的象徵主題 台大台文所 台大台文

所演講廳 

2007 林宛儀 論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西方文化移植問題 台大台文所 台大台文

所演講廳 

2007 吳佳馨 香港《亞洲畫報》及其徵文比賽作品初探 台大台文所 台大台文

所演講廳 

2007 呂毓軒 國母的新衣：《行道天涯》的宋慶齡 台大台文所 台大台文

所演講廳 

2007 林恩立 
《增廣昔時賢文》與民間故事－以「自恨枝無葉，莫

怨太陽偏」為例 
台大台文所 台大台文

所演講廳 

 
B.「成大清大台文所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2007-2010) 

年度 姓名 篇名 主辦單位 地點 
備註 

2009 王欣瑜 戰後至 50 年代的國語運動：以方言政策為例  成大台文所 豐原民宿

2009 何敬堯 台灣古典詩中疫病書寫之析論 成大台文所 豐原民宿

2009 陳運陞 蜃氣樓都市－古丁小說中的都市空間再現 成大台文所 豐原民宿

2009 潘姵儒 
「滿洲國」與台灣小說中的左翼知識份子形象比較－以

山丁《綠色的谷》、楊逵〈模範村〉為例 
成大台文所 豐原民宿

2009 林柳君 戰爭下的生存之道－析論《睡眠的航線》中的時空辯證 成大台文所 豐原民宿

2009 鄭紹敏 
美女、美酒、美麗人生－朱少麟《傷心咖啡店之歌》與

衛慧《上海寶貝》中的酒吧空間比較 
成大台文所 豐原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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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蔡文斌 火光中的蝴蝶：論江文也〈賦天壇〉 清大台文所 苗栗三義

2008 呂政冠 
台灣鄉土小說的民間敘事初探－以七○年代鄉土文學論

戰為例 
清大台文所 苗栗三義

2008 陳冠文 始作俑者－試論「自然寫作」的緣起與蛻變 清大台文所 苗栗三義

2008 楊采陵 由「空間」透視－論施叔青早期作品中的鹿港書寫 清大台文所 苗栗三義

2008 邱郁倫 從瓊瑤到席絹－1990 以降台灣通俗言情小說的場域變遷 清大台文所 苗栗三義

2008 邱月亭 
恐怖歷史與白色記憶的敘事政治－以《我們為什麼不歌

唱》為例 
清大台文所 苗栗三義

2007 蘇硯儂 帝都留學生的都會新體驗 
成大台文所 成 功 大

學 修 齊

講堂 

2007 王姿雅 
從救濟出發的文化神話：台灣日據時期 1920 年以前的影

像初體驗 

成大台文所 成 功 大

學 修 齊

講堂 

2007 陳筱筠 從鹿港至香港：閱讀施叔青小說的三種變異路徑 
成大台文所 成 功 大

學 修 齊

講堂 

2007 鄭鳳晴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女學生敍事 
成大台文所 成 功 大

學 修 齊

講堂 

2007 邱月亭 「現實」何在？從鄉土／現代／女性出發：歐陽子研究 
成大台文所 成 功 大

學 修 齊

講堂 

2007 白依璇 
省籍、戰後第二代、與認同危機：論六○年代李渝、郭

松棻的現代主義書寫 

成大台文所 成 功 大

學 修 齊

講堂 

2007 蕭愉配 
認同扭曲下的被殖民者心靈轉變－以陳火泉的《道》和

李喬《埋冤》為討論對象 

成大台文所 成 功 大

學 修 齊

講堂 

2007 陳孟君 從傳說看箕模（Cimo）人與排灣族的族群關係與再現 
成大台文所 成 功 大

學 修 齊

講堂 

2007 呂焜霖 詩的端倪－五○年代前期詩論的轉變 
成大台文所 成 功 大

學 修 齊

講堂 

 
C.台文所 2009 年師生海外學術訪問團 

年度 姓名 篇名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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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009 蔡文斌 
被翻譯的特殊性：以江肖梅

《諸葛孔明》為例 

區域文學及區域文學史

方法－海峽兩岸文學研

討會 

北京社會科

學院文學所 

2009.11.22-
2009.11.29

2009 温惠玉 

日治時期台灣法律的殖民論

述及其混種近代性－以崇文

社第卅期徵文〈禁治產實施

論〉為討論對象 

區域文學及區域文學史

方法－海峽兩岸文學研

討會 

北京社會科

學院文學所 

2009.11.22-
2009.11.29

2009 潘姵儒 

「滿洲國」與台灣小說中的

左翼知識份子形象比較－以

山丁《綠色的谷》、楊逵〈模

範村〉為例 

區域文學及區域文學史

方法－海峽兩岸文學研

討會 

北京社會科

學院文學所 

2009.11.22-
2009.11.29

2009 吳昱慧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的「南

方」書寫與想像 

區域文學及區域文學史

方法－海峽兩岸文學研

討會 

北京社會科

學院文學所 

2009.11.22-
2009.11.29

2009 郭靜如 
殖民地「傷痕」：山丁《綠色

的谷》中的「鐵道」意象和

作家書寫策略探究 

區域文學及區域文學史

方法－海峽兩岸文學研

討會 

北京社會科

學院文學所 

2009.11.22-
2009.11.29

2009 何欣穎 
留日知識份子的「性」苦悶

－郁達夫〈沉淪〉與翁鬧〈殘

雪〉的比較研究 

區域文學及區域文學史

方法－海峽兩岸文學研

討會 

北京社會科

學院文學所 

2009.11.22-
2009.11.29

 
D.海外學術會議 

年度 姓名 篇名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日期 
備註 

2008 謝欣芩 

New York as a Diasporic 

Space: The Geopolitical 

and Diaspora Writing in 

Pai Hsien-Yung＇s New 

Yorker 

The 14th Annual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Annual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1.2008.06.27-29
2.國科會研究

生出國開會補

助 

2008 許雅筑 

〈Aborigines, Modernity 

and Taiwaneseness：Taking

Siaman Rampogan as an 

Example〉 

The 14th Annual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北美台灣研

究協會西雅

圖華盛頓大

學 

1.2008.06.27-29
2.國科會研究

生出國開會補

助 

 
E.海外短期研究 

年度 姓名 海外研究機構 獎助單位計畫名稱 訪問時間
國家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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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吳昱慧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

學所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中華發展基

金學術交流獎學金」 
9 月-11 月

中國 
北京 

2010 陳運陞 
北京清華大學中文

系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中華發展基

金學術交流獎學金」 
9 月-11 月

中國 
北京 

2010 郭靜如 東北師範大學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中華發展基

金學術交流獎學金」 
4 月-6 月

中國 
東北 

2007 謝欣芩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

汀分校亞洲學系 

教育部菁英留學獎學金選送人才出國

研修計畫 
8 月-2 月

美國 
德州 

奧斯汀

2006 吳佳馨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 

教育部顧問室「國際交流補助人文師生

赴海外專題研究與研習計畫」獎學金 
12 月-1 月

中國 
香港 

2005 蔡鈺淩 
北京清華大學中文

系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中華發展基

金學術交流獎學金」 
9 月-11 月

中國 
北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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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研究生歷年榮譽紀錄 

 年度 姓名 獎項名稱 授獎單位 

1 2010 張怡寧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2 2010 何敬堯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金會98學年度上學期大專

院校台文相關系所學生成績優異獎學金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

金會 

3 2010 陳正維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金會98學年度上學期大專

院校台文相關系所學生成績優異獎學金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

金會 

4 2010 陳孟君 2009 年國立台灣文學館台灣文學研究論文獎助 國立台灣文學館 

5 2010 陳俊益 2009 年國立台灣文學館台灣文學研究論文獎助 國立台灣文學館 

6 2010 吳昱慧 2009 年國立台灣文學館台灣文學研究論文獎助 國立台灣文學館 

7 2009 張怡寧 清華大學第六屆「葉榮鐘先生紀念獎學金」 清華大學 

8 2009 吳昱慧 第六屆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評審佳作獎 國立台灣文學館 

9 2009 王欣瑜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金會 97 學年度下學期文史系

所獎學金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

金會 

10 2009 白依璇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金會 97 學年度上學期文史系

所獎學金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

金會 

11 2009 張怡寧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金會97學年度上學期文史

系所獎學金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

金會 

12 2009 石廷宇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金會97學年度上學期文史

系所獎學金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

金會 

13 2009 邱月亭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金會97學年度上學期文史

系所獎學金 

財團法人鄭福田文教基

金會 

14 2009 邱月亭 
碩士論文獲98年度慈林教育基金會慈河獎學金第

一階段補助 

慈林教育基金會 

15 2009 黃懿慧 2008 年國立台灣文學館台灣文學研究論文獎助 國立台灣文學館 

16 2009 邱月亭 
2008 年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獎助博碩士班學

生從事文化藝術相關研究學位論文」獎助 
2008 年國立台灣文學館台灣文學研究論文獎助 

國立台灣文學館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7 2009 謝旺霖 台北國際書展大獎「非小說類」作品入圍 臺北國際書展 

18 2008 陳筱筠 
碩士論文《戰後台灣女作家的異常書寫：以歐陽

子、施叔青、成英姝為例》獲 97 年度慈林教育基

金會慈河獎學金論文補助 

慈林教育基金會 

19 2008 謝旺霖 金石堂年度十大最具影響力的書 金石堂 

20 2008 謝旺霖 《講義雜誌》第 5 屆年度最佳旅遊作家 《講義雜誌》 

21 2008 林妏霜 2007年國立台灣文學館台灣文學研究論文獎助 國立台灣文學館 

22 2008 詹閔旭 《跨界地方認同政治：李永平小說（1968-1998）行政院客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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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鄉土文學脈絡》97 學年度客家研究優良博

碩士論文 

23 2008 謝欣芩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24 2008 陳筱筠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25 2007 謝欣芩 
《台灣詩學》十五週年紀念評論獎：〈《臺灣新民

報》「曙光」專欄之文學現象考察（1930-1932）〉

《台灣詩學》 

26 2007 許雅筑 清華大學第四屆「葉榮鐘先生紀念獎學金」 清華大學 

27 2006 黃怡菁 2005 年國家台灣文學館台灣文學研究獎助 國家台灣文學館 

28 2006 許雅筑 清華大學還願獎學金 清華大學 

29 2006 吳佳馨 
教育部顧問室「國際交流補助人文師生赴海外專

題研究與研習計畫」獎學金 
香港科技大學進行短期

研究 2006.12 -2007.1 

30 2005 許雅筑 財團法人行天宮獎學金 財團法人行天宮 

31 2004 張安琪 清華大學第二屆「葉榮鐘先生紀念獎學金」 清華大學 

32 2004 蔡鈺淩 二二八紀念基金會獎學金 二二八紀念基金會 

33 2003 蔡鈺淩 二二八紀念基金會獎學金 二二八紀念基金會 

34 2003 郭誌光 賴和臺灣文學研究論文獎碩士班組第三名 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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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畢業生進修現況 
 入學屆數 畢業年度 姓名 就讀學校 

1 第一屆 2006 翁柏川 國立成功大學台文系博士班 

2 第一屆 2006 郭誌光 國立成功大學台文系博士班 

3 第一屆 2006 鄧慧恩 國立成功大學台文系博士班 

4 第一屆 2006 蔡鈺淩 中國北京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班 

5 第一屆 2006 張安琪 國立政治大學台史所博士班 

6 第二屆 2006 陳芷凡 國立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班 

7 第二屆 2006 黃怡菁 國立成功大學台文系博士班 

8 第二屆 2007 呂美親 日本一橋大學博士班 

9 第二屆 2008 呂焜霖 國立政治大學台文所博士班 

10 第三屆 2008 林運鴻 國立東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班 

11 第四屆 2008 詹閔旭 國立成功大學台文系博士班 

12 第四屆 2008 陳筱筠 國立成功大學台文系博士班 

13 第四屆 2009 謝旺霖 國立東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班 

14 第五屆 2009 謝欣芩 美國奧勒岡大學東亞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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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六：95 年度台灣文史語言系所評鑑結果 
有畢業生            （備註：ˇ者，表該項表現為「優」或「良」。） 

      項目 
單位           

目標、組

織與經費 
課程 
設計 

師資 
與教學

空間 
與設備

學生 
學習 

畢業生

表現 
研究 
與服務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國立清華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良 良 優 良 優 良 優 

國立成功大學 
臺灣文學系 

ˇ    ˇ   

真理大學 
臺灣文學系 

   ˇ ˇ ˇ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臺灣語言及語文教

育研究所 

      ˇ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臺灣語言及教學研

究所 

      ˇ 

國立臺北大學 
民俗藝術研究所 

   ˇ ˇ ˇ  

國立臺南大學 
臺灣文化研究所 

ˇ   ˇ  ˇ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鄉土文化學系 
ˇ   ˇ ˇ ˇ ˇ 

※備註：評等以一、二、三、四、五級等第呈現。等第「一級」者為優；等第「二級」者為

良；等第「三級」者為可；「四級」、「五級」者為待改進。 

無畢業生          （備註：ˇ者，表該項表現為「優」或「良」。） 
      項目 
單位           

目標、組織與

經費 
課程 
設計 

師資 
與教學 

空間 
與設備 

學生 
學習 

研究 
與服務 

國立臺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良 良 良 優 優 優 

國立政治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ˇ ˇ ˇ  ˇ ˇ 

國立中興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ˇ     ˇ 

靜宜大學 
臺灣文學系 

優 良 良 良 良 良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ˇ ˇ ˇ 

國立中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ˇ ˇ  ˇ ˇ ˇ 

國立聯合大學 
臺灣語文及傳播學

系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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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臺灣語文學所 

ˇ   ˇ ˇ  

中山醫學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ˇ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ˇ  ˇ  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ˇ   ˇ ˇ 

國立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ˇ  ˇ  ˇ 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文化及語言文

學研究所 

  ˇ  ˇ ˇ 

長榮大學 
臺灣研究所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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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博士班報考及修讀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照國立清華大學學則制訂之。 
第二條 報名或申請資格：獲有國內外大學碩士學位 

第三條 申請資料與考試： 
1、 成績單（包含學士班與碩士班） 
2、 碩士論文及代表性學術著作（各四份） 
3、 博士學位之研究計劃書（四份） 
4、 學經歷簡介及相關證件影本 
5、 筆試 
6、 口試 

第四條 修習年限：修業期限 2 至 7 年 

第五條 課程與學分： 
1、學分：包括論文，總學分不得低於三十學分。其中三分之一比例學

分得修習相關系所課程 
2、 必修課程及學分數： 

(1) 必修 6 學分 
(2) 語言課程：英文、第二外語，0 學分。 

第六條 學科考試： 
1、 專門學科考試：已修滿學分並通過語言要求後，得申請參加專門學

科考試。考試方式包括筆試及報告共三科。考試成績不及格之學

科，得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考試由本所組織學科考試委員

會。委員會設委員三至五人，聘校內外與該學科有關之學者擔任之。 
2、 論文初試：完成上述規定者，提交論文大綱及已完成篇章（至少一

章，不含緒論），得申請初試。每學期舉行一次，如第一次考試不

及格，得於一年後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3、 論文口試：初試完成後，至少間隔半年，將論文完成，經徵得指導

教授同意後，得提交論文七份，檢附相關表格，申請論文口試。此

次申請，需於畢業日期之前三個月完成手續；本所受理申請後，組

織論文口試委員會審理之。論文口試委員會之組成以指導教授為當

然委員，另置委員四至六人（校外委員至少需有兩人），以舉行審

查與口試。及格者，即按照校方規定，推薦呈請校方授予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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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 3 名(含在職生) 

筆試科目 
1. 台灣文學史(150 分) 
2. 現代文學理論與批評(100 分) 
3. 英文(100 分) 

備註 

1. 初試以筆試及論文、博士研究計畫審查方式進行。筆試成績不

得低於後標(即後 50%之平均)，達後標者其筆試成績僅供參

考，不列入錄取總成績。通過初試始得參加複試，複試以口試

方式進行。 
2. 初試結果由本所專函通知。 
3. 在職生報名資格限在公立文化機關或各公、私立教育單位有專

職者。 

審查資料 

1. 大學及碩士班歷年成績單五份。(正本或影印本經就讀學校核

章亦可) 
2. 碩士論文、著作等五份。 
3. 研究計畫書五份。(請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 
4. 學經歷表五份。(請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 
5. 免推薦函。 
6. 有利審查之資料(a.語言鑑定證明 b.得獎證明及其他) 

審查資料 
備註 

1. 研究計畫書請依照本所公佈之教師專業類別，依順位填寫一至

三種欲研讀之專業類別。 
2. 各指導教師之專業類別，請注意招生海報、來函索取或上本校

網站點選台文所網頁查看或直接參考本所網頁。 
上述本所指定之審查資料請直接寄達本所辦公室(報名時免附

繳)。 
身心障礙考生得視其需要延長應考時間，但最多以延長 20 分鐘為

限，惟上述應考服務需於報名時事先向本所辦公室提出申請。 

各項成績

所佔比例 

 初試： 
審查佔  50％ 
筆試佔  0 ％ 

 複試： 
口試佔  50％ 

錄取總成績計分比例： 
初試成績佔  50％ 
複試成績佔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