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壹、候選人個人資料
ㄧ、基本資料
姓

名

性別

年齡

女

51

(中)周麗芳
(英)Li-Fang CHOU

教授證書
現
職

字號：011242

中華民國

起資年月：90 年 2 月
現職（職級）

專兼任

到職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特聘教授

專任

101 年 8 月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年月

院

系

所

德國基爾大學
(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aet zu Kiel)

財政學暨社會政策
研究所
(教育部碩士後赴
歐洲公費留學獎助)

博士

82 年 7 月

國立陽明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士

76 年 6 月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學士

74 年 6 月

服務機關學校

職稱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兼任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主
要
經
歷

籍

服務機關學校

學 校 名 稱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國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及企業管
理教育中心主任
附設公務人員教育
中心主任
社會科學學院
副院長
社會科學學院綠色
能源財經研究中心
主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97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5 年 8 月至
97 年 7 月
95 年 8 月至
97 年 7 月
93 年 8 月至
94 年 6 月

兼任

99 年 8 月起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主任

兼任

90 年 8 月至
92 年 7 月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教授

專任

90 年 2 月起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副教授

專任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兼任

1

82 年 8 月至
90 年 1 月
92 年 8 月至
93 年 7 月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副教授

兼任

國立中興大學

財政學研究所
副教授

兼任

私立中國醫藥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講師

兼任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助教

專任

國立陽明醫學院

社會醫學科助教

專任

89 年 8 月至
90 年 7 月
83 年 8 月至
89 年 7 月
76 年 8 月至
78 年 7 月
76 年 8 月至
77 年 7 月
75 年 8 月至
76 年 7 月

社會服務：
行政院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教育經費基準委員
會委員
教育政策諮詢會
委員
高等教育審議會
委員
教育經費分配審議
委員會委員
私立學校諮詢會
委員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
私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撫卹離職資遣儲
金監理會顧問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
興學基金會監察人
彈性薪資
專案辦公室主持人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
人才培育資源中心
主持人
國際創意生活城先
期規劃構想計畫
協同主持人
園區作業基金
監督管理會委員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
畫因應低碳與綠色
成長之排放交易制
度建置整合型計畫
主持人
軍公教待遇審議
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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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102 年 4 月起

兼任

102 年 11 月起

兼任

102 年 6 月起

兼任
兼任

102 年 1 月至
102 年 12 月
98 年 5 月至
102 年 5 月

兼任

101 年 1 月起

兼任

100 年 9 月起

兼任

99 年 7 月起

兼任

101 年 1 月至
102 年 12 月

兼任

102 年 5 月起

兼任

102 年 5 月起

兼任

100 年 1 月至
102 年 12 月

兼任

101 年 5 月起

法務部廉政署

人力資源發展
委員會委員
人力資源發展
諮詢小組委員
廉政審查會委員

經濟部

電價諮詢會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行政院
內政部
財政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衛生署
衛生署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
考試院銓敘部
考試院銓敘部
考試院銓敘部
考試院銓敘部
考試院考選部

電力及天然氣
價格諮詢會委員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
費率審定會委員
願景 2025：打造臺
灣產業未來力整合
型計畫執行長暨
分項主持人
社會福利推動
委員會委員
國民年金保險精算
審查小組委員
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
及管理作業小組委員

勞工退休基金
監理委員會委員
勞工保險
監理委員會委員
副總經理
全民健康保險
精算小組委員
全民健康保險
監理委員會委員
全民健康保險安全
準備管理小組委員
全民健康保險會委員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改革專案小組委員
公務人員協會
爭議裁決委員
人事制度研究
改進委員會委員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三級考試暨普通考
試典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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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專任 (借調)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95 年 12 月至
96 年 11 月
97 年 1 月至
97 年 6 月
100 年 8 月起
101 年 5 月至
101 年 8 月
98 年 5 月至
101 年 5 月
98 年 9 月至
101 年 8 月
98 年 7 月至
99 年 6 月
95 年 7 月至
97 年 6 月
100 年 10 月至
102 年 9 月
100 年 3 月至
102 年 3 月
96 年 6 月起
93 年 7 月至
99 年 6 月
94 年 6 月至
95 年 6 月
93 年 7 月至
98 年 12 月
96 年 3 月至
101 年 12 月
102 年 7 月至
104 年 7 月
102 年 7 月起
92 年 10 月至
94 年 10 月

兼任

95 年 1 月起

兼任

95 年 1 月至
96 年 12 月

兼任

94 年 5 月起

兼任

91 年 1 月至
91 年 12 月

考試院考選部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市政顧問
經濟發展委員會
委員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委員
臺北市市立各醫療
院所醫療基金監督
管理委員會委員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監督小組委員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監督小組委員
人體試驗委員會
委員

兼任

101 年 1 月至
101 年 12 月
96 年 4 月起

兼任

102 年 1 月起

兼任

91 年 7 月至
94 年 6 月

兼任

100 年 3 月至
102 年 3 月

勞資爭議仲裁委員

兼任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兼任

兼任

100 年 1 月至
101 年 12 月
100 年 1 月至
101 年 12 月
98 年 4 月至
99 年 12 月
92 年 7 月至
94 年 6 月
97 年 1 月至
98 年 12 月
97 年 4 月至
97 年 12 月
101 年 8 月起

董事

兼任

95 年 9 月起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兼任

102 年 10 月起

Associate Editor

兼任

編輯委員

兼任

健康與社會

編輯委員

兼任

人口學刊 [TSSCI 期刊]

編輯委員

兼任

經濟研究 [TSSCI 期刊]

編輯委員

兼任

醫務管理

編輯委員

兼任

保險專刊

編輯委員

兼任

保險實務與制度

編輯委員

兼任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臺北縣政府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臺灣電力公司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
基金會
學術期刊編輯：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indexed in SCI]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indexed in SCI]
第三部門學刊

人體試驗審議委員
會委員
全人健康照護委員
會委員
經濟部官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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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97 年 9 月至
100 年 12 月
95 年 9 月起
99 年 8 月至
102 年 8 月
98 年 11 月至
100 年 10 月
95 年 8 月至
97 年 7 月
92 年 10 月至
95 年 9 月
94 年 1 月至
95 年 12 月
94 年 1 月至
95 年 12 月

校內服務：
國立政治大學

校務評鑑諮詢小組
召集人

兼任

國立政治大學

校務會議代表

兼任

國立政治大學

行政會議代表

兼任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發展會議
召集人

兼任

國立政治大學

教務會議代表

兼任

國立政治大學

總務會議代表

兼任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校務諮詢委員會
委員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委員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委員
校評鑑委員會議
委員
校園規劃及興建委
員會委員
頂大計畫推動委員
會委員
創新育成中心
推動委員會委員
推廣教育委員會
代表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兼任

國立政治大學

出版委員會委員

兼任

國立政治大學

招生委員會委員

兼任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委員
人事甄審委員會
委員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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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兼任
兼任

100 年 2 月至
101 年 7 月
88 年 8 月至
92 年 7 月、
95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0 年 8 月至
92 年 7 月、
95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7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0 年 8 月至
92 年 7 月、
97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8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7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7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5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7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8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7 年 8 月至
99 年 7 月
95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5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7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7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2 年 8 月至
94 年 7 月
96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97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二、著作、作品及發明目錄
期刊論文

96 篇

專書及專書論文

16 篇

研討會論文

71 篇

參與研究計畫

85 件

報紙評論文章

42 篇

（一）匿名外審期刊論文：
1. Wang, Bih-Ru, Chia-Lin Chou, Chia-Chen Hsu, Yueh-Ching Chou, Tzeng-Ji
Chen, Li-Fang Chou (2014), Drugs cheaper than threepenny: the market of
extremely low-priced drugs withi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Taiwan,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In press) [SCI]
2. Hsu, Chia-Chen, Chia-Lin Chou, Shu-Chiung Chiang, Tzeng-Ji Chen, Li-Fang
Chou, Yueh-Ching Chou (2014), Urban-rural disparity of generics
prescription in Taiwan: the example of dihydropyridine derivatives,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In press) [SCI]
3. Teng, Wen-Shin, Ming-Hwai Lin, Shinn-Jang Hwang, Tzeng-Ji Chen,
Li-Fang Chou (2013), Palliative care in Taiwan, 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46:5, e5-e6. [SCI]
4. Lin, Yi-Hsuan, Yi-Chun Chen, Yen-Han Tseng, Ming-Hwai Lin, Shinn-Jang
Hwang, Tzeng-Ji Chen, Li-Fang Chou (2013), Trend of urban-rural disparities
in hospice utilization in Taiwan, PLoS ONE, 8:4, e62492. [SCI]
5. Chou, Yueh-Ching, Shin-Yi Lin, Tzeng-Ji Chen, Shu-Chiung Chiang, Mei-Jy
Jeng, Li-Fang Chou (2013), Dosing variability in prescriptions of
acetaminophen to children: comparisons between pediatricians, family
physicians and otolaryngologists, BMC Pediatrics, 13, 64. [SCI]
6. Lin, Yi-Hsuan, Yen-Han Tseng, Yi-Chun Chen, Ming-Hwai Lin, Li-Fang
Chou, Tzeng-Ji Chen, Shinn-Jang Hwang (2013), The rural-urban divide in
ambulatory care of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in Taiwan, BMC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13, 15.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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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en, Yi-Chun, Yi-Hsuan Lin, Shih-Han Chen, Yu-Chun Chen, Li-Fang
Chou, Tzeng-Ji Chen, Shinn-Jang Hwang (2013), Epidemiology of adrenal
insufficiency: a nationwide study of hospitalizations in Taiwan from 1996 to
2008,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76:3, 140-145. [SCI]
8. Yu, Yuan-Bin, Jyh-Pyng Gau, Chun-Yu Liu, Muh-Hwa Yang, Shu-Chiung
Chiang, Hui-Chi Hsu, Ying-Chung Hong, Liang-Tsai Hsiao, Jin-Hwang Liu,
Tzeon-Jye Chiou, Po-Min Chen, Tzong-Shyuan Lee, Li-Fang Chou,
Cheng-Hwai Tzeng, Tzeng-Ji Chen (2012), A nation-wide analysis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497,180 cancer pati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risk-stratification scoring system,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 108:2, 225-235. [SCI]
9. Wang, Ju-O, Tzeng-Ji Chen, Senyeong Kao, Te-Chun Yeh, Li-Fang Chou,
Shung-Tai Ho (2012),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by anesthesia departments in
East Asia, Scientometrics, 92:1, 135-143. [SCI] [SSCI]
10. Shao, Chun-Chih, Chia-Pei Chang, Li-Fang Chou, Tzeng-Ji Chen, Shinn-Jang
Hwang (2011), The ecology of medical care in Taiwa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74:9, 408-412. [SCI]
11. Tu, Chun-Yi, Tzeng-Ji Chen, Li-Fang Chou (2011), Application of frequent
itemsets mining to analyze patterns of one-stop visits in Taiwan, PLoS ONE,
6:7, e14824. [SCI]
12. 周濟、何金巡、周麗芳、林建甫 (2010)，油價高漲下油價政策對總體經
濟及政府財政影響之模擬分析，《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1:1，47-84。
（2010 年 10 月第 41 卷第 1 期） [TSSCI]
13. Chen, Yi-Chun, Yu-Chun Chen, Li-Fang Chou, Tzeng-Ji Chen, Shinn-Jang
Hwang (2010), Adrenal insufficiency in the elderly: a nationwide study of
hospitalizations in Taiwan, Tohoku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221,
281-285. [SCI]
14. Chen, Tzen-Wen, Szu-Yuan Li, Tzeng-Ji Chen, Yu-Chun Chen, Chiu-Ling
Lai, Jinn-Yang Chen, Li-Fang Chou (2010), The effect of weather on
peritoneal dialysis prescription - seasonal variation in PD dialysat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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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toneal Dialysis International, 30:3, 320-328. [SCI]
15. Yeh, Hsiao-Yun, Yu-Chun Chen, Irene Su, Li-Fang Chou, Hsiang-Tai Chao,
Tzeng-Ji Chen, Shinn-Jang Hwang (2010), Pattern and consequences of first
visits to obstetricians/gynecologists by adolescents: a nationwide study in
Taiwa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73:3, 144-149. [SCI]
16. Yeh, Hsiao-Yun, Yu-Chun Chen, Fang-Pey Chen, Li-Fang Chou, Tzeng-Ji
Chen, Shinn-Jang Hwang (2009),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mong
pregnant women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107, 147-150. [SCI]
17. 辛炳隆、何金巡、林建甫、周麗芳 (2009)，臺灣勞保年金制度的總體經
濟計量分析，《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0:1，127-179。 （2009 年 10
月第 40 卷第 1 期） [TSSCI]
18. Chen, Yu-Chun, Fang-Pey Chen, Tzeng-Ji Chen, Li-Fang Chou, Shinn-Jang
Hwang (2008),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se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 population study in Taiwan,
Hepato-Gastroenterology, 55, 467-470. [SCI]
19. Lai, Hsiu-Yun, Yu-Chun Chen, Tzeng-Ji Chen, Li-Fang Chou, Liang-Kung
Chen, Shinn-Jang Hwang (2008), Intra-articular hyaluronic acid for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a nationwide study among the older population of Taiwan,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8, 24. [SCI]
20. 何金巡、林建甫、周麗芳 (2007)，油價、景氣與政府財政的總體經濟計
量分析，《農業與資源經濟》，4:1，25-80。 （2007 年 6 月第 4 卷第 1
期）
21. Chen, Tzeng-Ji, Yu-Chun Chen, Shinn-Jang Hwang, Li-Fang Chou (2007),
The contribution of Hong Kong to China'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Scientometrics, 71:1, 151-154. [SCI] [SSCI]
22. Chen, Tzen-Wen, Li-Fang Chou, Tzeng-Ji Chen (2007), World trend of
peritoneal dialysis publications, Peritoneal Dialysis International, 27:2,
173-178. [SCI]
23. 柳逸嫻、林宜璁、陳曾基、周麗芳、黃信彰、許紋銘 (2007)，2004 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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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眼科門診執業內容分析，《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雜誌》，46:1，
13-19。
24. Chen, Tzeng-Ji, Yu-Chun Chen, Shinn-Jang Hwang, Li-Fang Chou (2007),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clinical medicine research in Taiwan,
1990-2004: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70:3, 110-116.
25. Chen, Fang-Pey, Tzeng-Ji Chen, Yen-Ying Kung, Yu-Chun Chen, Li-Fang
Chou, Fan-Jou Chen, Shinn-Jang Hwang (2007), Use frequen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aiwan,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7, 26. [SCI]
26. Chen, Tzeng-Ji, Yu-Chun Chen, Shinn-Jang Hwang, Li-Fang Chou (2006),
The rise of China in gastroenterology?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ISI and
Medline databases, Scientometrics, 69:3, 539-549. [SCI] [SSCI]
27. Chou, Yu-Ching, Liang-Kung Chen, Yu-Ju Lin, Li-Fang Chou, Tzeng-Ji
Chen, Shinn-Jang Hwang (2006),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of home care patients
at an academic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69:11, 523-528.
28. Chen, Tzeng-Ji, Li-Fang Chou, Shinn-Jang Hwang (2006), Application of
concentration ratios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next-door" pharmacy in
Taiwan, Clinical Therapeutics, 28:8, 1225-1230. [SCI]
29. Chen, Tzeng-Ji, Ming-Hwai Lin, Li-Fang Chou, Shinn-Jang Hwang (2006),
Hospice utilization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in Taiwan,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6, 94. [SCI]
30. Chou, Li-Fang (2006), The ecology of mental health care in Taiwan,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in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33:4, 492-498. [SSCI]
31. Chen, Tzeng-Ji, Li-Fang Chou, Shinn-Jang Hwang (2006), Patterns of
ambulatory care utilization in Taiwan,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6, 54.
[SCI]
32. Lin, Ming-Hsien, Liang-Kung Chen, Shinn-Jang Hwang, Barry David Weiss,
Li-Fang Chou, Tzeng-Ji Chen (2006), The impact of impact factor on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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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ties: a case study of family medicine in Taiwan, Scientometrics, 66:3,
513-520. [SCI] [SSCI]
33. 王媛慧、徐偉初、周麗芳 (2005)，我國財團法人醫院經營績效之研究，
《龍華科技大學學報》，(19)，133-153。 （2005 年 9 月第 19 期）
34. Wang, Yuan-Huei, Li-Fang Chou (2005), The efficiency of nursing homes in
Taiwan: an empirical study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Fu Jen
Management Review, 12:1, 167-194。 （《輔仁管理評論》2005 年 1 月第
12 卷第 1 期）
35. 何金巡、蕭麗卿、周麗芳、林建甫 (2004)，開放經濟體系勞工退休制度
之總體經濟計量分析，《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34:2，73-128。 （2004
年 3 月第 34 卷第 2 期） [TSSCI]
36. Chou, Li-Fang (2003), Patterns and costs of antipsychotic drug use in Taiwan:
1997 to 2001, Advances in Therapy, 20:6, 344-351. [SCI]
37. 陳仁惠、周麗芳、徐偉初 (2003)，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藥品費用預測模式
之探討，《保險專刊》，19:2，157-176。 （2003 年 12 月第 19 卷第 2 期）
38. Chen, Tzeng-Ji, Li-Fang Chou, Shinn-Jang Hwang (2003), Application of a
data-mining technique to analyze coprescription patterns for antacids in
Taiwan, Clinical Therapeutics, 25:9, 2453-2463. [SCI]
39. Chen, Tzeng-Ji, Li-Fang Chou, Shinn-Jang Hwang (2003), Utilization of
hepatoprotectants withi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Taiw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18:7, 868-872. [SCI]
40. Chen, Tzeng-Ji, Li-Fang Chou, Shinn-Jang Hwang (2003), Trends in
prescribing proton pump inhibitors in Taiwan: 1997 - 200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 41:5, 207-212. [SCI]
41. 周麗芳、林佳慧 (2003)，台灣地區老年長期照護費用推估，《保險實務
與制度》，2:1，59-81。 （2003 年 3 月第 2 卷第 1 期）
42. Chen, Tzeng-Ji, Shin-Jong Lin, Liang-Kung Chen, Shinn-Jang Hwang,
Li-Fang Chou (2003), Prevalence of antilipemic drug use in Taiwan: analysis
of a sampling cohort withi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66:1, 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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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u, Tung-Ping, Tzeng-Ji Chen, Shinn-Jang Hwang, Li-Fang Chou, Angela P.
Fan, Yu-Chun Chen (2002), Utilization of psychotropic drugs in Taiwan: an
overview of outpatient sector in 2000,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Taipei), 65:8,
378-391.
44. 周麗芳 (2001)，醫病關係與醫師勞動供給之探討，《保險專刊》，(65)，
1-18。 （2001 年 9 月第 65 輯）
45. 周麗芳、張佳雯、傅中玲、王署君 (2001)，探究台灣地區老人失智症經
濟成本，《國立政治大學學報》，(82)，1-26。 （2001 年 6 月第 82 期）
46. 許振明、周麗芳、何金巡、林建甫 (2001)，國民年金與政府財政負擔，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31:2，67-90。 （2001 年 1 月第 31 卷第 2 期）
[TSSCI]
47. 許振明、何金巡、周麗芳 (2000)，國民年金保險對台灣總體經濟發展及
政府財政之影響：年金基金運用之敏感度分析，《台灣經濟學會 1999 年
會論文集》，287-339。
48. 周麗芳、王媛慧 (2000)，台灣地區老人照護機構效率之研究，《國立政
治大學學報》，(81)，131-160。（2000 年 12 月第 81 期）
49. 周麗芳 (2000)，國民年金給付調整機制對系統替代率及所得穩定性的影
響，《經濟論文叢刊》，28:3，287-321。 （2000 年 9 月第 28 卷第 3 期）
[TSSCI]
50. 周麗芳 (2000)，國民年金財務制度之選擇——我國年金財務模型與模擬
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2:2，197-235。 （2000 年 6 月第 12
卷第 2 期） [TSSCI]
51. 周麗芳 (2000)，我國藥品部分負擔經濟效果衡量模型之建立，《國立政
治大學學報》，(80)，33-56。 （2000 年 6 月第 80 期）
52. 周麗芳 (2000)，全民健康保險保費課徵單位的重分配效果分析，《保險
專刊》，(59)，1-18。 （2000 年 4 月第 59 輯）
53. 周麗芳 (2000)，台灣地區長期照護財務抉擇，《理論與政策》，14:1，
103-114。 （2000 年 3 月第 14 卷第 1 期）
54. 周麗芳 (1999)，德國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及其財務規劃，
《保險專刊》
，(58)，
53-68。 （1999 年 12 月第 58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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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周麗芳 (1995)，國民年金與健康保險的銜接與配合，《台灣經濟學會 1994
年會論文集》，261-288。

（二）一般期刊論文：
1. 周麗芳 (2013)，校務基金條例修正建議，《高教技職簡訊》，(82) ，20-23。
（2013 年 10 月 10 日第 82 期）
2. 周麗芳、劉昭麟、姚育松 (2012)，從歷史文獻關鍵字來看清末民初百年
間中國能源觀念演進初探，《能源報導》，(4)，4-8。 （2012 年 4 月第 4
期）
3. 周麗芳 (2011)，我國大學永續校園與再生能源利用，《碳經濟》，(23)，
52-61。 （2011 年 12 月 20 日第 23 期）
4. 周麗芳、張育珍 (2011)，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經營與管理，《高教技職簡
訊》，(59)，20-21。 （2011 年 11 月 10 日第 059 期）
5. 周麗芳 (2011)，大學驅動的區域創新系統：以奧地利 Guessing 再生能源
城為例，《能源報導》，(11)，17-19。 （2011 年 11 月第 11 期）
6. 陳香梅、周麗芳、林良楓 (2011)，大眾運輸票價補貼與政府財政負擔，
《當代財政》，5，25-34。 （2011 年 5 月第 5 期）
7. 周麗芳、林良楓、陳香梅 (2010)，再生能源饋網電價機制與財稅誘因，
《財稅研究》，42:6，61-78。 （2010 年 11 月第 42 卷第 6 期）
8. 賴秋伶、周麗芳 (2007)，台灣全民健康保險財務經營與總額預算制度之
探討，《財稅研究》，39:1，4-21。 （2007 年 1 月第 39 卷第 1 期）
9. 周麗芳 (2006)，跨越世代 正視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公務人員月
刊》，(116)，1-2。 （2006 年 2 月第 116 期）
10. 周麗芳、林建甫、許振明、何金巡 (2005)，國民年金對民間部門的經濟
衝擊，《財稅研究》，37:5，1-18。 （2005 年 9 月第 37 卷第 5 期）
11. 郭振雄、羅德城、徐偉初、周麗芳、陳曾基、徐守華 (2005)，非營利醫
院財務比率分析：管理決策之財務資訊，《美中公共管理》，2:7，31-45。
（2005 年 7 月第 2 卷第 7 期）
12. 陳香梅、周麗芳、徐偉初 (2005)，台灣地區災害防救之因應措施及其財
政課題初探，《財稅研究》，37:3，35-53。 （2005 年 5 月第 37 卷第 3
12

期）
13. 王正、曾薔霓、周麗芳 (2002)，女性、國家、照顧工作：長期照護財務
制度建立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53:3，268-304。 （2002 年 9 月第
53 卷第 3 期）
14. 王正、周麗芳、曾薔霓 (2002)，身心障礙者經濟生活保障制度之探討，
《社區發展季刊》，(97)，128-138。 （2002 年 3 月 30 日第 97 期）
15. 周麗芳 (2002)，公務人員展期年金之設計與規劃，
《公務人員月刊》
，(68)，
4-7。 （2002 年 2 月 5 日第 68 期）
16. 許振明、林建甫、周麗芳、陳建良、蕭麗卿 (2001)，政府研究發展支出
結構與成效分析，《財稅研究》，33:3，18-35。 （2001 年 5 月第 33 卷
第 3 期）
17. 周麗芳、陳曾基 (2001)，由經濟政策觀點檢視全民健保總額支付制度，
《台灣醫界》，44:1，45-50。 （2001 年 1 月第 44 卷第 1 期）
18. 周麗芳、許振明、何金巡 (2000)，台灣地區賦稅結構調整政策對政府財
政之影響，《主計月報》，(540)，27-40。 （2000 年 12 月第 540 期）
19. 周麗芳 (2000)，國民年金的成本效益分析，《社區發展季刊》，(91)，
119-127。 （2000 年 10 月 30 日第 91 期）
20. 周麗芳、陳曾基 (2000)，健康保險藥品參考價格制度，《台灣醫界》，
43:10，45-52。 （2000 年 10 月第 43 卷第 10 期）
21. 周麗芳、陳曾基 (2000)，探討全民健康保險改革方案：「健康儲蓄帳戶」，
《台灣醫界》，43:8，38-40。 （2000 年 8 月第 43 卷第 8 期）
22. 許振明、何金巡、周麗芳 (2000)，政府財政能力與國家資源運用效率，
《主計月報》，(535)，25-30。 （2000 年 7 月第 535 期）
23. 周麗芳 (2000)，我國勞工保險財務問題之探討，《勞資關係月刊》，19:1，
39-47。 （2000 年 5 月 1 日第 19 卷第 1 期第 39-47 頁）
24. 周麗芳 (2000)，雇主保險費課徵基準之探析—以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為
例，《勞資關係月刊》，18:11，686-688。 （2000 年 3 月 1 日第 18 卷第
11 期第 46-48 頁）
25. 周麗芳 (2000)，國民年金制度與老年經濟生活保障，《曠野雜誌》，(2)，
11-19。 （2000 年 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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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周麗芳、陳曾基 (2000)，德國健康保險門診醫療費用支付與審查制度，
《台灣醫界》，43:2，49-55。 （2000 年 2 月第 43 卷第 2 期）
27. 周麗芳、陳曾基 (2000)，新世紀醫療網初探：區域政策與財政觀點，《台
灣醫界》，43:1，45-48。 （2000 年 1 月第 43 卷第 1 期）
28. 許振明、何金巡、周麗芳 (2000)，國民年金制度對政府財政及總體經濟
的影響，《政策月刊》，(54)，123-131。 （2000 年 1 月第 54 期）
29. 周麗芳、陳曾基 (1999)，健康保險藥品費用總額支付制度的理論分析，
《台灣醫界》，42:12，37-40。 （1999 年 12 月第 42 卷第 12 期）
30. 周麗芳 (1999)，探究失業給付的保險財務問題，《勞資關係月刊》，18:8，
487-491。 （1999 年 12 月 1 日第 18 卷第 8 期第 39-43 頁）
31. 許振明、何金巡、周麗芳 (1999)，國民年金財務處理方式之總體經濟分
析，《財稅研究》，31:6，1-18。 （1999 年 11 月第 31 卷第 6 期）
32. 周麗芳、陳曾基 (1999)，評析全民健保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措施，《台灣
醫界》，42:10，45-51。 （1999 年 10 月第 42 卷第 10 期）
33. 王正、周麗芳 (1999)，夕陽餘暉永燦爛：跨世紀老人安養之願景，《農
訓雜誌》，16:9，50-53。 （1999 年 9 月 10 日第 16 卷第 9 期）
34. 周麗芳、何金巡、許振明 (1999)，我國國民年金之財務規劃及長期財務
推估，《財稅研究》，31:5，36-44。 （1999 年 9 月第 31 卷第 5 期）
35. 周麗芳 (1999)，德國健康保險財務責任制度，《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
(20)，8-10。 （1999 年 7 月 1 日第 20 期）
36. 周麗芳、陳曾基 (1999)，剖析健康保險藥品費用部分負擔制度，《台灣
醫界》，42:6，433-440。 （1999 年 6 月第 42 卷第 6 期第 33-40 頁）
37. 周麗芳、陳曾基 (1999)，當前全民健保財務收支平衡問題初探，《台灣
醫界》，42:5，363-366。 （1999 年 5 月第 42 卷第 5 期第 59-62 頁）
38. 周麗芳、陳曾基 (1999)，探究健康保險總額預算制度，《台灣醫界》，
42:2，113-120。 （1999 年 2 月第 42 卷第 2 期第 57-64 頁）
39. 陳曾基、周麗芳 (1993)，德國健康保險門診特約醫師整體診療報酬制度
分析（下），《台灣醫界》，36:3，196-199。 （1993 年 3 月第 36 卷第
3 期第 21-24 頁）
40. 陳曾基、周麗芳 (1993)，德國健康保險門診特約醫師整體診療報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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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台灣醫界》，36:2，117-120。 （1993 年 2 月第 36 卷第
2 期第 45-48 頁）
41. 陳曾基、周麗芳 (1993)，德國健康保險門診特約醫師整體診療報酬制度
分析（上），《台灣醫界》，36:1，27-30。 （1993 年 1 月第 36 卷第 1
期第 51-54 頁）

（三）專書及專書論文：
1. Chou, Li-Fang, Liang-Feng Lin (2012), Renewable energy feed-in-tariff
system design and experience in Taiwan, in: Chou, Li-Fang, Liang-Feng Lin
(ed.), Low Carbon Policy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25-41, Rijeka: InTech.
(ISBN 978-953-51-0156-7)
2. Chou, Li-Fang, Liang-Feng Lin (ed.) (2012), Low Carbon Policy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Rijeka: InTech. (ISBN 978-953-51-0156-7)
3. 周麗芳 (2004)，都市開發、環境保護與政府財政誘因之探討，胡春惠、
陳墇津（主編），《西部大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555-572，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ISBN
957-01-9064-7）
4. 周麗芳、王正 (2004)，我國貧窮線界定與政府財政負擔之探討，林建甫
（編），《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 — 紀念梁國樹教授第八屆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137-163，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5. 周麗芳 (2002)，農民社會保險制度與政府財政負擔：德國經驗的啟示，
徐偉初、黃明聖（主編），《賦稅改革與財政政策 (Tax Reform and Fiscal
Policy)》，87-113，台北市：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ISBN 957-8555-58-X）
6. 周麗芳、王正 (2002)，台灣長期照護體系之財務現況與展望，陳惠姿等
（編著），《長期照護實務》，11.03-11.09，台北市：永大書局有限公司。
（ISBN 957-8289-92-8）
7. 周麗芳 (2002)，社會福利資源之有效運用及財源籌措，內政部社區發展
雜誌社（編）
，
《全國社會福利會議特刊：新世紀社會福利願景》
，117-142，
台北市：內政部社會司。 （ISBN 957-01-1536-X）
8. 周麗芳 (2002)，全民健保藥品參考價格制度探討，陳聽安（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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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之診斷與展望文集》，58-61，台北市：國家衛
生研究院。 （ISBN 957-01-0501-1）
9. 周麗芳 (2002)，全民健保總額支付制度探討，陳聽安（總編輯），《我
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之診斷與展望文集》，55-57，台北市：國家衛生研
究院。 （ISBN 957-01-0501-1）
10. 周麗芳 (2002)，全民健保保費課徵單位檢討，陳聽安（總編輯），《我
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之診斷與展望文集》，41-43，台北市：國家衛生研
究院。 （ISBN 957-01-0501-1）
11. 陳聽安（總編輯）、王正、王增勇、朱澤民、沈茂庭、林小嫻、吳凱勳、
周麗芳、徐偉初、梁正德、陳孝平、葉秀珍、鄭文輝、鄭清霞、藍忠孚、
蘇建榮（著） (2000)，《長期照護財務問題：各國經驗及台灣前景研討
會論文集》，台北市：國家衛生研究院。 （ISBN 957-02-7784-X）
12. 周麗芳 (2000)，新世紀勞工保險財務之規劃與展望，勞工保險局（編），
《勞工保險創辦 50 週年紀念專輯》，81-86，台北市：勞工保險局。
13. 周麗芳 (1999)，年金制度之財源籌措，郭明政（主編），《年金制度及
其法律規範》（勞動法與社會法叢書 2），223-260，台北市：國立政治
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中心。 （ISBN 957-97380-4-1）
14. 陳聽安（總編輯）、朱澤民、周麗芳、徐偉初、梁正德、陳孝平、陳聽安、
鄭文輝、蘇建榮（著） (1998)，《全民健保財源籌措評析》，台北市：
國家衛生研究院。 （ISBN 957-97324-6-9）
15. 麥朝成（主編），林祖嘉（執行編輯），陳明郎、管仲閔、霍德明、沈中
華、徐茂炫、許振明、謝修、王卓脩、蕭代基、單驥、彭信坤、周麗芳、
黃紹恒（編輯） (1997)，
《台灣經濟實證研究分類索引續編 V（民國 83-84）》
(Bibliography of Economic Literature in Taiwan: Revision and Extension
(1994-1995))，台北：台灣經濟學會。
16. Chou, Li-Fang (1993), Selbstbeteiligung bei Arzneimitteln aus
ordnungspolitischer Sicht: Das Beispiel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inanzwissenschaftliche Schriften, Band 55),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Peter Lang. (ISBN 3-631-46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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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討會論文：
1. 林良楓、周麗芳、楊雅菱 (2012)，企業減碳投資與減碳績效及經營績效
之關聯性分析。兩岸節能減碳之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研討會，清華大學能
源與環境研究中心、財團法人誠泰文教基金會、台灣綜合研究院主辦，2012
年 11 月 24 日至 25 日。
2. 何金巡、周麗芳、林建甫 (2011)，綠色租稅的總體經濟計量分析。中華
財政學會第三屆第三次(2011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2 月 10
日。
3. 周麗芳 (2011)，再生能源促進獎勵誘因及饋網電價優惠機制。兩岸經濟
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主辦，2011 年 10 月 28 日。
4. 林良楓、何怡澄、郭振雄、周麗芳、宋建緯 (2011)，碳權價格波動管理
機制之探討：由歐洲市場論我國碳權交易平台。兩岸低碳社會與綠色成長
推動策略研討會，台灣低碳社會與綠色經濟推廣協會、台灣農業與資源經
濟學會主辦，2011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
5. Chou, Li-Fang, Liang-Feng Lin (2011), Renewable energy fee-in-tariff:
Taiwan's experience, Energy Pilot Regions - Good Practice and Progress in
Low Carbon Regions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Experiences of Good Practice and Progress in Low Carb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Austria), Organizer: University of Vienna, Date:
July 7-8, 2011, Venue: University of Vienna, Vienna, Austria.
6. 周麗芳、林良楓 (2010)，可再生能源電價管理與財政激勵機制：德國經
驗評析。2010 海峽兩岸租稅學術研討會，山東大學、山東省地方稅務局、
山東省國家稅務局主辦，2010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
7. 周麗芳 (2010)，再生能源饋網電價機制與低碳社會。兩岸綠色運輸、觀
光與能源的機會和挑戰研討會，開南大學、台灣綜合研究院、清華大學主
辦，2010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
8. Chou, Li-Fang, Tzeng-Ji Chen, and Yueh-Ching Chou (2010), Drugs cheaper
than threepenny: the market of extremely low-priced drugs withi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Taiwan, ISPOR 15th Annu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Organizer: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conom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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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Research, Date: May 15-19, 2010, Venue: Hilton Atlanta, Atlanta,
GA, USA.
9. Chou, Li-Fang, and Tzeng-Ji Chen (2009), Benzodiazepine use among
frequent attenders to emergency departments: a nationwide study in Taiwan,
ISPOR 12th Annual European Congress, Organizer: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conomics and Outcomes Research, Date: October 24-27, 2009,
Venue: Paris, France.
10. Chou, Li-Fang, and Tzeng-Ji Chen (2008), Patterns of first visits to psychiatric
clinics in Taiwan: a nationwide study, 2006, ISPOR 11th Annual European
Congress, Organizer: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conomics and
Outcomes Research, Date: November 8-11, 2008, Venue: Athens, Greece.
11. Chen, Tzeng-Ji, Li-Fang Chou, and Shinn-Jang Hwang (2008), Old habits die
hard: a nationwide utilization study of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in Taiwan,
ISPOR 13th Annu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Organizer: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conomics and Outcomes Research, Date: May 3-7, 2008,
Venue: Sheraton Centre Toronto, Toronto, Ontario, Canada.
12. Chou, Li-Fang, and Tzeng-Ji Chen (2008), Relationship of doctor shopping
and polypharmacy: a nationwide study in Taiwan, ISPOR 13th Annu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Organizer: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conomics and Outcomes Research, Date: May 3-7, 2008, Venue:
Sheraton Centre Toronto, Toronto, Ontario, Canada.
13. 何金巡、周麗芳、林建甫、周濟 (2007)，油價高漲年代政府油價政策對
政府財政及總體經濟之影響與預測。2007 年財稅學術研討會，中華財政
學會、逢甲大學財稅學系、逢甲大學商學院兩岸稅務研究中心主辦，2007
年 12 月 15 日。
14. 周麗芳 (2007)，人口老化與長期照護的財務規劃。2007 年海峽兩岸財稅
學術研討會（建立繁榮、安定的福利社會），中國財政學會、中國財政部
財政科學研究所主辦，2007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會議地點：中國瀋
陽市。
15. 林建甫、周麗芳、何金巡 (2007)，台灣總體生產力的總體經濟計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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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生產力成長與效率衡量學術研討會與高階演講系列，2007 年 3 月
8 日至 9 日。
16. 何金巡、周麗芳、林建甫、許振明 (2006)，台灣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的
總體經濟分析。台灣經濟學會與北美華人經濟學會 2006 年聯合年會，2006
年 12 月 17 日。
17. 何金巡、周麗芳、林建甫、許振明 (2006)，我國所得分配和經濟發展的
關係。九十五年中國統計學社統計學術研討會，2006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
18. 賴秋伶、周麗芳 (2006)，健康保險財務經營與總額預算制度之探討——
台灣發展經驗。「2006 海峽兩岸租稅學術研討會」，山東大學主辦，2006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會議地點：中國山東省濟南市。
19. 賴秋伶、周麗芳 (2006)，台灣全民健康保險財務制度之發展與挑戰。
「2006
兩岸發展模式之比較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
院主辦，2006 年 5 月 29 日至 30 日。
20. 何金巡、周麗芳、林建甫 (2005)，油價、景氣與政府財政的總體經濟計
量分析。2005 年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行
政院主計處主辦，2005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
21. 何金巡、林建甫、周麗芳 (2005)，台灣總體技術進步、生產力成長之總
體經濟計量分析。2005 年生產力與效率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
究所、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主辦，2005 年 6 月 20 日。
22. 羅德城、郭振雄、徐偉初、周麗芳、阮偉芳 (2005)，財團法人醫院稅務
問題探討。「首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
理學院主辦，2005 年 4 月 7 日至 8 日，會議地點：中國北京市。
23. 郭振雄、羅德城、徐偉初、周麗芳、陳曾基、許守華 (2005)，非營利醫
院財務比率分析管理決策之財務信息。「首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
會」，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主辦，2005 年 4 月 7 日至 8 日，會議
地點：中國北京市。
24. 高安邦、周麗芳、陳彥琪 (2005)，高等教育資源配置與經費籌措。「挑
戰與創新—海峽兩岸高等教育研究學術研討會」
，中國人民大學主辦，2005
年 4 月 4 日至 5 日，會議地點：中國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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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麗芳、陳彥琪 (2004)，振興東北與政府財政誘因之探討。「振興東北
老工業基地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吉林省政府發展
研究中心、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主辦，2004 年 7 月 22 日至 23 日，會議地
點：中國吉林省長春市。
26. 周麗芳 (2004)，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推動與展望。「勞工保險與職業
衛生研討會」，財團法人毒藥物防治發展基金會、中華醫學會、勞工安全
衛生研究所、勞工保險局等主辦，2004 年 6 月 4 日至 5 日。
27. 周麗芳 (2003)，都市開發、環境保護與政府財政誘因之探討。「西部大
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台
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變遷與經濟社會發
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孫中山思想國際研究中心主辦，2003 年 12 月 20
日至 25 日，會議地點：中國陝西省西安市陝西師範大學。
28. 蔡淑娟、周麗芳 (2003)，長期照護保險給付面探討。「長期照護財務制
度規劃研討會」，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主辦，2003 年 12
月 6 日。
29. 周麗芳 (2003)，公務人員展期年金與財務精算。「全球化下我國文官體
制發展與評估」學術研討會，考試院銓敘部、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所、中華民國人文科學文教研究會、財團法人人文科學文教基金
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主辦，2003 年 11 月 10 日。
30. 周麗芳、林建甫、何金巡、蕭麗卿 (2003)，公益彩券的總體經濟計量分
析。2003 年開放經濟與總體計量會議，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行政院
主計處主辦，2003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
31. 周麗芳、王正 (2003)，我國貧窮線設定與政府財政負擔之探討。第八屆
紀念梁國樹教授學術研討會「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台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2003 年 9 月
27 日。
32. 周麗芳、林翊斐 (2003)，兒童與社會福利資源配置。台灣社會福利學會
年會暨「性別、兒童與社會福利—成長停滯年代下的思考」學術研討會，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主辦，2003 年 9 月 12 日
至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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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王正、曾薔霓、陳開農、周麗芳 (2003)，國家、市場、第三部門：身心
障礙者經濟安全體系之建構。第四屆全國實證經濟學研討會，國立東華大
學經濟學系主辦，2003 年 4 月 27 日。
34. 周麗芳 (2002)，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之探討。財政發展與變遷研
討會（歡送陳教授聽安榮退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主辦，
2002 年 9 月 14 日。
35. 周麗芳、黃依珮、陳美慈 (2002)，低收入戶福利支出與地方財政。台灣
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民主政治與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台灣社會福利
學會、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主辦，內政部、中央健康保險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青年輔
導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協辦，2002 年 4 月 19 日至 20 日。
36. 周麗芳、呂宜霖 (2002)，勞退金三軌制的財務面分析。台灣社會福利學
會年會暨「民主政治與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國立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
內政部、中央健康保險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協辦，2002 年 4 月 19 日至 20 日。
37. 陳仁惠、周麗芳、徐偉初 (2001)，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藥品費用預測模式
之探討。台灣經濟學會 2001 年年會，2001 年 12 月 16 日。
38. 王媛慧、周麗芳、徐偉初 (2001)，財團法人醫院效率與財務之研究。台
灣經濟學會 2001 年年會，2001 年 12 月 16 日。
39. 何金巡、周麗芳、林建甫 (2001)，開放經濟體系勞工退休制之總體經濟
計量分析。2001 年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行政院主計處主辦，2001 年 12 月 13-14 日。
40. Chi, Chunhuei, Hui-Chu Lang, Jwo-Leun Lee, and Li-Fang Chou (2001),
Supply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inflation of medical care expenditure under
Taiwan's NHI,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Health Economics Association
(iHEA)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ate: July 22-25, 2001, Venue:
University of York, United Kingdom.
41. 許振明、何金巡、林建甫、周麗芳、蕭麗卿 (2001)，勞工退休個人帳戶
制總體經濟影響之計量分析。二○○一年公共經濟學研討會，國立台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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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公共事務學院財政學系主辦，2001 年 6 月 16 日。
42. Chou, Li-Fang, Chin-Sheun Ho, Chen-Min Hsu, and Chien-Fu Lin (2000),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national pension system, paper presented at 2000 Taipei
Conference on Public Finance and Welfare, Organizer: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Date: December 14-16, 2000, Venue: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43. 許振明、何金巡、林建甫、周麗芳 (2000)，研究發展對技術進步及經濟
成長的影響。公共經濟學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主辦，2000 年 6
月 23 日。
44. 何金巡、周麗芳、許振明 (2000)，台灣賦稅結構調整政策對總體經濟之
衝擊。公共經濟學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主辦，2000 年 6 月 23
日。
45. 周麗芳 (2000)，由經濟政策觀點檢視全民健保總額支付制度。全民健康
保險體制改革政策研討會，國立台北大學財政學系主辦，中央健康保險局
合辦，2000 年 6 月 16 日。
46. 何金巡、周麗芳、許振明 (2000)，稅收融通下國民年金保險對台灣總體
經濟及政府財政影響之總體經濟計量分析。中國統計學會年會南區統計學
術研討會，2000 年 5 月 27 日。
47. 許振明、周麗芳、何金巡、林建甫 (2000)，國民年金負擔與政府財政能
力。國民年金財務平衡研討會，台灣社會福利學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
所主辦，2000 年 5 月 6 日。
48. 賴靜瑤、周麗芳、林建甫 (2000)，台灣地區門診醫療需求函數推估。紀
念汪故院長義育先生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國立政治
大學商學院、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商研班聯誼會
主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協辦，2000 年 5 月 5 日。
49. 周麗芳、張佳雯、傅中玲、王署君 (2000)，台灣地區老人失智症的經濟
成本推估。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廿一世紀台灣社會福利願景」學術
研討會，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南華大學社會
所主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央健康保險局、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內政部協辦，2000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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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許振明、何金巡、周麗芳 (1999)，國民年金保險對台灣總體經濟發展及
政府財政之影響：年金基金運用之敏感度分析。台灣經濟學會 1999 年年
會，1999 年 12 月 19 日。
51. 朱澤民、周麗芳、梁正德、鄭文輝 (1999)，老年長期照護支付方式與給
付範圍之探討。「長期照護財務問題—各國經驗及台灣前景」研討會，國
家衛生研究院主辦，中央健康保險局、國立中興大學財政學系、國立政治
大學財政學系協辦，1999 年 9 月 18 日。
52. 朱澤民、周麗芳、梁正德、鄭清霞 (1999)，老年長期照護財務經費估算。
「長期照護財務問題—各國經驗及台灣前景」研討會，國家衛生研究院主
辦，中央健康保險局、國立中興大學財政學系、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協
辦，1999 年 9 月 18 日。
53. 周麗芳 (1999)，德國長期照護保險制度。「長期照護財務問題—各國經
驗及台灣前景」研討會，國家衛生研究院主辦，中央健康保險局、國立中
興大學財政學系、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協辦，1999 年 9 月 18 日。
54. 周麗芳 (1999)，國民年金制度之選擇－我國年金財務模型與模擬分析。
公共經濟學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主辦，1999 年 6 月 11 日。
55. 許振明、何金巡、周麗芳 (1999)，國民年金制度之選擇－台灣總體經濟
計量分析。公共經濟學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主辦，1999 年 6
月 11 日。
56. 何金巡、周麗芳 (1999)，國民年金與總體經濟。家庭、社會政策及其財
務策略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amily, Social Policy
and Financial Strategy），中華民國社會福利學會、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
學系、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
計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辦，教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協辦，1999
年 4 月 16-17 日。
57. Chou, Li-Fang, Kuo-Liang Chen, and Yuan-Hwey Wang (1999), The
efficiency of nursing homes in Taiwan: an empirical study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Economics, Organizer: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Date: March 25-27, 1999, Venue: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Center, Aca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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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a, Taipei.
58. Chen, Ting-An, Steve Wai-Cho Tsui, and Li-Fang Chou (1999), The effect of
cost-sharing in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some empirical
results, paper presented at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Economics, Organizer: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Date:
March 25-27, 1999, Venue: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Center, Academia
Sinica, Taipei.
59. 王媛慧、周麗芳 (1998)，台灣地區老人安養機構效率之研究：DEA 方法
之運用。台灣經濟學會 1998 年年會，1998 年 12 月 20 日。
60. 陳聽安、徐偉初、周麗芳 (1998)，我國全民健康保險門診藥品部分負擔
之經濟分析。台灣經濟學會 1998 年年會，1998 年 12 月 20 日。
61. 周麗芳 (1998)，從財政學觀點談健康保險總額預算制度。跨越公元二千
年全民健保財務研討會，中央健康保險局主辦，1998 年 12 月 11 日。
62. 周麗芳 (1998)，年金制度之財源籌措。年金制度及其法律規範學術研討
會，經建會、台灣法學會、中德文教基金會及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共同主
辦，1998 年 11 月 20 日。
63. 周麗芳 (1997)，我國國民年金保險財務模型：理論與實證分析。台灣經
濟學會 1997 年年會，1997 年 12 月 21 日。
64. 周麗芳 (1997)，農民社會保險制度與政府財政負擔：德國經驗的啟示。
賦稅改革與財政政策研討會（祝賀陳教授聽安 65 歲生日學術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主辦，1997 年 11 月 15 日。
65. 黃明聖、周麗芳 (1997)，全民健保保費減免制度對政府財政影響之研究。
全民健康保險財務問題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主辦，1997
年 10 月 18 日。
66. 周麗芳 (1997)，全民健康保險雇主保險費課徵基準暨產業間財務重分配
效果之研究。跨世紀的台灣社會福利發展研討會，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
民國總會主辦，1997 年 3 月 9 日。
67. 周麗芳 (1995)，由財政觀點論我國全民健康保險體系下不同保險費課徵
單位的重分配效果 - 理論與實證分析。台灣經濟學會 1995 年年會，1995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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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朱澤民、周麗芳 (1994)，我國實施國民基礎年金制度財務規劃與政府負
擔之研究。年金制度研討會，台灣經濟研究院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
辦，1994 年 8 月 2 日。
69. 周麗芳 (1994)，醫師診療行為的經濟分析。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研討會，
中國經濟學會主辦，1994 年 5 月 7 日。
70. 周麗芳 (1994)，國民年金與醫療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制度系列演講座談，
中華民國社會福利學會主辦，1994 年 3 月 26 日。
71. Chou, Li-Fang (1992), Oekonomische Analyse der Arzneikostenbeteiligung in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 paper presented at VI. Internationaler
Kongress "Junge Wissenschaft und Wirtschaft"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Young Science and Economy"), Main Theme: "Dynamik des
Weltmarktes - Schlankheitskur fuer den Staat?" (The Dynamics of the World
Market), Organizer: Hanns Martin Schleyer-Stiftung, Koeln, Germany, Date:
June 10-12, 1992, Venue: Innsbruck, Austria.

（五）參與研究計畫：
1. 吳思華、周麗芳（協同主持人）、邊泰明 (2014)，《國際創意生活城先
期規劃構想》，教育部委託計畫。 （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4 月）
2. 周麗芳（主持人）、翁霓、邱永和、賴宗福、李麒麟、詹乾隆、李堅明、
李功勤 (2013)，《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教育部「能
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一○二年度大專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
計畫（整合型）。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3. 周麗芳（主持人）、林良楓、陳香梅、李堅明、何怡澄 (2013)，《因應
低碳與綠色成長之排放交易制度建置研究（3/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一○二年度國家型科技計畫（整合型）。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4. 吳安妮、吳靜吉、林月雲、周麗芳（共同主持人）、溫肇東等 (2013)，
《區域智慧資本三年計畫（第一年）》，經濟部委託計畫。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1 月）
5. 周麗芳（主持人） (2013)，《一○一年度教育人員舊制年資退休經費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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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負債精算計畫》，教育部委託計畫。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3 月）
6. 溫肇東、郭麗華、林建江、王美雅、吳靜吉、周麗芳（顧問） (2013)，
《台北市智慧資本盤點與創新發展研究》，台北市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2 月）
7. 林良楓、周麗芳（共同主持人） (2012)，《環保 IN 夏—綠色環保體驗夏
令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8 月）
8. 周麗芳（主持人） (2012)，《教育人員舊制年資退休經費潛藏負債精算
計畫》，教育部委託計畫。 （2012 年 3 月至 2012 年 7 月）
9. 周麗芳（主持人）、蔡連康、李堅明、賴宗福、詹乾隆、徐仁輝、李麒麟
等 (2012)，《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教育部「能源國
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一○一年度大專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計畫
（整合型）。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10. 周麗芳（主持人）、林良楓、陳香梅、李堅明、何怡澄 (2012)，《因應
低碳與綠色成長之排放交易制度建置研究（2/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一○一年度國家型科技計畫（整合型）。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11. 周麗芳（主持人）、林良楓 (2012)，《大專院校彈性薪資改善規劃暨資
料庫建置計畫》，教育部委託計畫。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5 月）
12. 周麗芳（主持人）、林良楓 (2013)，《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作業》，
教育部委託計畫。 （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13. 陳曾基、鄭玫枝、周月卿、黃信彰、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2014)，《台
灣地區兒童處方：量與質的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一○○年度專
題研究計畫。 （2011 年 8 月至 2014 年 7 月）
14. 周麗芳（主持人） (2011)，《公務人員舊制年資退休經費潛藏負債精算》，
考試院銓敘部委託計畫。 （2011 年 3 月至 2011 年 9 月）
15. 周麗芳（主持人）、林良楓、陳香梅、李堅明、高立箴 (2011)，《因應
低碳與綠色成長之排放交易制度建置研究（1/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一○○年度國家型科技計畫（整合型）。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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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吳思華、周麗芳（共同主持人）等 (2011)，《2011 年 Security NCP 國家
聯絡據點計畫》，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1
月）
17. 陳香梅、周麗芳（共同主持人） (2011)，《大眾運輸票價優待檢討及因
應方案之研究》，內政部委託計畫。 （2000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
18. 周麗芳（主持人）、陳曾基、周月卿 (2013)，《台灣全民健康保險體系
的低價藥品市場：現況、趨勢與對產業的影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九十九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2010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
19. 周麗芳（主持人）、顏乃欣、廖瑞銘、楊建銘、蔡介力、洪蘭、郭文瑞、
林慶波、郭博昭 (2011)，《心智科學大型研究設備建置及共同使用服務
計畫--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九年度推
動規劃補助計畫。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7 月）
20. 周麗芳（主持人）、林良楓 (2010)，《教育人員舊制年資退休經費潛藏
負債精算計畫》，教育部委託計畫。 （2010 年 7 月至 2010 年 10 月）
21. 周麗芳（主持人） (2011)，《補助未獲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
心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計畫
審查暨管考》，教育部委託計畫。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1 月）
22. 周麗芳（主持人） (2010)，《公務人員舊制年資退休經費潛藏負債精算
計畫》，考試院銓敘部委託計畫。 （2010 年 5 月至 2010 年 8 月）
23. 周麗芳（主持人） (2010)，《我國大專院校合理學雜費調整公式之研究》，
教育部委託計畫。 （2010 年 4 月至 2010 年 10 月）
24. 周麗芳（主持人） (2010)，《建置非營業特種基金資金調度平台》，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九十九年度專題計畫。 （2010 年 2 月至 2010 年 3
月）
25. 吳思華、林碧炤、周麗芳（協同主持人）、鄭端耀、甘逸驊 (2010)，《歐
盟科研架構計畫主題型國家聯絡據點 (Thematic NCP)》，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1 月）
26. 陳曾基、周麗芳（協同主持人）、黃信彰、周月卿 (2011)，《建構病患
用藥安全分析系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八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2009 年 8 月至 20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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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吳思華、杜紫宸、詹文男、張寶芳、于乃明、陸行、周麗芳（子計畫主持
人）、陳小紅、樓永堅、鍾蔚文等 (2010)，《願景 2025：打造台灣產業
未來力整合型計畫》
，經濟部技術處委託研究計畫。（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6 月）
28. 周麗芳（主持人） (2009)，《韓國翰林國際大學院大學校(Hallym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臺灣研究講座暨臺灣研究所推展設立合
作計畫》，教育部委託計畫。 （2009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
29. 劉吉軒、阮若缺、于乃明、楊亨利、周麗芳（共同主持人） (2009)，《國
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法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
十七年度圖書補助計畫。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1 月）
30. 劉吉軒、楊亨利、周麗芳（共同主持人）、陳惠馨 (2009)，《國科會人
文及社會科學德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七年
度圖書補助計畫。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1 月）
31. 周麗芳（主持人） (2009)，《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及提升技
職校院學生通識教育及語文應用能力改進計畫》
，教育部委託計畫。（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2 月）
32. 周麗芳（主持人） (2008)，
《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修正草案稅式支出評估》，
行政院教育部專案研究。 （2008 年 9 月至 2008 年 11 月）
33. 周麗芳（主持人）、朱澤民、羅德城、金世朋 (2008)，《私立學校教職
員工退休資遣離職給與撫卹條例草案》，行政院教育部專案研究。 （2008
年 5 月至 2008 年 10 月）
34. 許重義（主持人）、周麗芳（專家小組成員）等 (2008)，《九十六年度
行政院衛生署生醫資訊整合資料中心規劃案》，行政院衛生署委託研究計
畫。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
35. 周麗芳（主持人） (2008)，《九十六年委託辦理新進人員退休制度採行
完全確定提撥之可行性研究案》，考試院銓敘部專案研究。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9 月）
36. 周麗芳（主持人）、陳曾基 (2010)，《解構台灣民眾「逛醫院」現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六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2007 年 8 月至 201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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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陳曾基、周麗芳（協同主持人）、黃信彰 (2008)，《藥品利用的跨國比
較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六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7 月）
38. 陳曾基、周麗芳（協同主持人）、黃信彰 (2007)，《台灣地區複方藥品
處方型態分析》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五年度專題研究計畫。（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7 月）
39. 周麗芳（主持人） (2006)，《私立學校法修正草案第 56、57、61、65 條
稅式支出評估》，行政院教育部專案研究。 （2006 年 7 月至 2006 年 11
月）
40. 陳曾基、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2006)，《台灣民眾多重用藥的情形：
盛行率、型態與相關因素》，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四年度專題研究
計畫。 （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7 月）
41. 周麗芳（主持人）、陳曾基 (2006)，《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市場集中度之
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四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7 月）
42. 周麗芳（主持人）、陳金貴、蕭麗卿 (2005)，《維持公務人員合理退休
所得可行措施之研究》，考試院銓敘部退撫司九十四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2005 年 4 月至 2005 年 10 月）
43. 陳曾基、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2005)，《處方資料庫中潛在藥品交互
作用的時序型態分析》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三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2004 年 8 月至 2005 年 7 月）
44. 周麗芳（主持人）、陳曾基 (2005)，《全民健康保險連續處方市場之探
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三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2004 年 8 月
至 2005 年 7 月）
45. 鄧世雄、周麗芳（協同主持人）、楊培珊、張媚 (2004)，《失能老人日
間照顧費用之探討》，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研究計畫。 （2004 年 6 月
至 2004 年 12 月）
46. 高安邦、連賢明、徐偉初、周麗芳（研究員）、陳俊全 (2004)，《我國
健保支出成長衝擊因素之研究》，中央健康保險局九十三年度研究發展計
畫。 （2004 年 5 月至 2004 年 12 月）
29

47. 周麗芳（主持人）、羅德城、徐偉初等 (2004)，《財團法人醫療機構財
務與董事會運作之研究》
，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九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2004 年 4 月至 2004 年 12 月）
48. 徐偉初、周麗芳（研究員）、朱澤民 (2004)，《我國健保 IC 卡實施對保
險對象與投保單位依從成本減少之研究》，中央健康保險局九十二年度研
究發展計畫。 （2003 年 12 月至 2004 年 3 月）
49. 周麗芳（主持人）、羅德城、徐偉初等 (2003)，《健全財團法人醫療機
構輔導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九十二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2003
年 5 月至 2003 年 12 月）
50. 徐偉初、張苙雲、周麗芳（研究員）等 (2003)，《全民健保對醫療產業
市場結構變遷、醫療院所經營、財務績效之影響及評估》，行政院衛生署
九十二年度補助專案計畫。 （2003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
51. 高森永、周麗芳（研究員）等 (2003)，《長期照護機構住民全民健康保
險資源之耗用分析》，中央健康保險局九十一年度研究發展計畫。 （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6 月）
52. 周麗芳（主持人）、王正 (2003)，《貧窮線界定與社會福利政策相關措
施之研究》，行政院內政部九十一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7 月）
53. 徐偉初、周麗芳（協同主持人）、羅德城等 (2002)，《財團法人醫院財
務指標標竿建立之研究》
，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九十一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2002 年 5 月至 2002 年 10 月）
54. 徐偉初、陳聽安、鄭文輝、高森永、王正、朱澤民、陳孝平、葉秀珍、周
麗芳（研究員）、梁正德、劉正田、林志鴻 (2002)，《我國實施長期照
護保險制度之可行性研究—財務方面探討》，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一年度委
託研究計畫。 （2002 年 1 月至 2002 年 12 月）
55. 周麗芳（主持人）、王正 (2002)，《長期照護與生活、醫療層面相關財
務制度配合之研究》，行政院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 （2001 年 11 月至
2002 年 11 月）
56. 王正、周麗芳（協同主持人）、曾薔霓 (2002)，《身心障礙者安養監護
及經濟安全制度規劃之研究》，行政院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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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2 年）
57. 梁正德、周麗芳（共同主持人）、鄭文輝 (2002)，《以所得稅收取健保
費之可行性》，行政院衛生署九十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2001 年 10 月
至 2002 年 10 月）
58. 徐偉初、周麗芳（協同主持人）、羅德城等 (2001)，《財團法人醫院財
務會計處理規範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九十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2001 年 7 月至 2001 年 12 月）
59. 王正、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2001)，《台北市居家照顧服務需求評估
暨服務項目內容及計價研究》，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專題研究計畫。
（2001 年 5 月至 2001 年 12 月）
60. 周麗芳（主持人） (2001)，《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實施展期年金之可行性
探討》，考試院銓敘部退撫司九十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2001 年 4 月至
2001 年 12 月）
61. 鄭文輝、周麗芳（協同主持人）、陳俊全、梁正德 (2001)，《全民健保
財務調整方案對保險對象家庭財務負擔影響之評估》，中央健康保險局九
十年度研究發展計畫。 （2001 年 3 月至 2001 年 10 月）
62. 胡勝正、羅紀瓊、曾巨威、陳小紅、周國端、周麗芳（研究員）、林國明、
張志銘、辛炳隆、郭曉瑩 (2001)，《國民年金對政府財務及人民權益影
響之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 （2000 年 12 月至
2001 年 5 月）
63. 宋瑞樓、楊志良等、周麗芳（研究員） (2001)，《全民健康保險體檢研
究》，行政院衛生署研究發展計畫。 （2000 年 7 月至 2001 年 2 月）
64. 紀駿輝、郎慧珠、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2001)，《全民健保醫療費用
成長趨勢及其影響因素之分析》，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
定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
65. 王正、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2001)，《身心障礙者接受政府各項補助
及稅捐減免等優惠項目簡併合一可行性研究》，行政院內政部委託專題研
究計畫。 （2000 年 5 月至 2001 年 2 月）
66. 李卓倫、周麗芳（協同主持人）、紀駿輝、Lilani Kumaranayake (2001)，
《總額支付制度總額設定公式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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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協定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 （2000 年 5 月至 2001 年 1 月）
67. 周麗芳（主持人）、陳曾基 (2001)，《藥費總額支付制度之可行性評估
與建議方案》，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委託研究
計畫。 （2000 年 5 月至 2001 年 1 月）
68. 徐偉初、周麗芳（協同主持人）、陳曾基等 (2000)，《財團法人醫院財
務監督管理機制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委託研究計畫。 （1999
年 11 月至 2000 年 12 月）
69. 王正、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2000)，《長期照護財務制度建立之研究》，
行政院衛生署八十八年度科技研究發展計畫。 （1999 年 10 月至 2000 年
12 月）
70. 許振明、陳建良、周麗芳（研究員）、林建甫 (2000)，《政府委託研究
計畫與查核標準之建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
（1999 年 10 月至 2000 年 3 月）
71. 辛炳隆、薛立敏、周麗芳（顧問）、盧瑞芬、邱文達 (2000)，《全民健
保部分負擔新制之評估》，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
（1999 年 10 月至 1999 年 12 月）
72. 章樂綺、陳曾基、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2000)，《我國藥品採 reference
price 之模擬研究》，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八年度委託研究發展計畫。
（1999 年 4 月至 2000 年 6 月）
73. 徐偉初、陳聽安、周麗芳（研究員）、陳曾基 (2000)，《藥品部分負擔
可行性研究》，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八年度委託研究發展計畫。 （1999
年 4 月至 2000 年 6 月）
74. 吳淑瓊、王正、周麗芳（規劃小組成員）、王榮璋等 (1999)，《建構台
灣長期照護體系十年計畫－－執行前之規劃》，內政部八十八年度推展社
會福利服務補助計畫。 （1999 年 4 月至 1999 年 7 月）
75. 吳凱勳、周麗芳（研究員）、蕭麗卿、彭火明、陳曾基 (2000)，《國民
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基礎年金給付標準表及身心障礙認定基準之研究》，內
政部社會司八十八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1999 年 2 月至 2000 年 1 月）
76. 許振明、周麗芳（協同主持人）、蕭麗卿 (1999)，《國民年金保險年金
給付調整規則之研究》，內政部社會司八十八年度委託研究計畫，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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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77. 陳孝平、周麗芳（協同主持人）、紀駿輝 (1999)，《影響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費用因素之探討（供給面）》，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七年度委託研究
計畫。 （1998 年 3 月至 1999 年 3 月）
78. 曾巨威、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1999)，《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眷屬
各種保險費計算方式之評估》
，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七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1998 年 1 月至 1999 年 5 月）
79. 周麗芳（主持人）、劉見祥、劉在銓 (1998)，《台灣地區國民年金保險
精算基礎數率模型之研究》
，內政部社會司八十七年度委託研究計畫，1998
年 6 月。
80. 周麗芳（主持人） (1998)，《健康與保險：理論與實證分析—政府介入
長期照護的經濟分析：配置面與分配面的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八十七年度研究計畫。 （1997 年 8 月至 1998 年 7 月）
81. 陳聽安、徐偉初、周麗芳（研究員） (1998)，《我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費用部份負擔經濟效果分析與制度改進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
保險監理委員會八十六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1997 年 3 月至 1998 年 5
月）
82. 周麗芳（主持人） (1997)，《農民保險與勞工保險整合可行性之研究》，
內政部社會司八十六年度委託研究計畫。（1996 年 12 月至 1997 年 9 月）
83. 曾巨威、黃明聖、周麗芳（研究員） (1996)，《全民健康保險減免保險
費制度之公平性及對政府財政影響評估之研究》，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五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1995 年 11 月至 1996 年 6 月）
84. 鄭文輝、蘇建榮、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1996)，《我國全民健康保險
投保金額計算基礎與保費分擔比率之研究》，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五年度
委託研究計畫。 （1995 年 11 月至 1996 年 6 月）
85. 朱澤民、周麗芳（協同主持人） (1995)，《國民基礎年金勞、雇、政三
方財務分擔比率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 （1994 年 9 月至 199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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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紙評論文章：
1. 周麗芳 (2013)，高教，學術外 別忘社會責任，《聯合報》，2013 年 2 月
9 日。
2. 周麗芳 (2013)，年金改革／團結重建 跨世代年金工程，《聯合報》，2013
年 1 月 31 日。
3. 周麗芳 (2013)，二代健保財務大樑 還是受薪階級扛，《聯合報》，2013
年 1 月 19 日。
4. 周麗芳 (2011)，國際醫療／設專區 國內醫療相互排擠，《聯合報》，2011
年 4 月 8 日。
5. 周麗芳 (2010)，ESI 扭曲人文社科在地連結，《聯合報》，2010 年 5 月 3
日。
6. 周麗芳 (2009)，財劃法修正勢在必行，《中國時報》，2009 年 7 月 9 日。
7. Chou, Li-Fang (2009), Building a solid long-term care program, Taipei Times,
February 10th, 2009.
8. 周麗芳 (2009)，聞聲救苦 長期照護要完整，《聯合報》，2009 年 2 月 3
日。
9. Chou, Li-Fang (2008), Would negative income tax work?, Taipei Times, May
21st, 2008.
10. 周麗芳 (2008)，負所得稅制非萬靈丹，《中國時報》，2008 年 5 月 13 日。
11. 周麗芳 (2008)，賦改 公務人事、社福更要改，《聯合報》，2008 年 5 月
7 日。
12. Chou, Li-Fang (2004), Honesty is the best health policy, Taipei Times,
October 30th, 2004.
13. 周麗芳 (2004)，健保走向 全民誠實以對，《中國時報》，2004 年 10 月
17 日。
14. 周麗芳 (2003)，衛生署把薪水階級都當富人，《聯合報》，2003 年 3 月
5 日。
15. 周麗芳 (2002)，醫藥專業壟斷 病人權益如何保障？，《聯合報》，2002
年 11 月 9 日。
16. 周麗芳 (2002)，全民健保：另一個政治角力場，《中國時報》，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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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17. 周麗芳 (2002)，炒短線豈能落實轉診制，《聯合晚報》，2002 年 7 月 20
日。
18. 周麗芳 (2002)，健保不公平豈止三大樁，《聯合晚報》，2002 年 2 月 26
日。
19. 周麗芳 (2000)，合理門診量… 又見戒急用忍，《聯合報》，2000 年 12
月 28 日。
20. 周麗芳 (2000)，建構財務透視、全民監督環境 多元化發展 供民眾自由
選擇，《民生報》，2000 年 8 月 7 日。
21. Chou, Li-Fang (2000), Insurance programs need reform, Taipei Times, July
13th, 2000.
22. 周麗芳 (2000)，台灣，有現成的國民年金制，《聯合報》，2000 年 6 月
30 日。
23. 許振明、周麗芳 (2000)，福利支票考驗財政能力與執行效率，《聯合報》，
2000 年 5 月 8 日。
24. 周麗芳 (2000)，健保是否易制 審慎研究，《中國時報》，2000 年 3 月 5
日。
25. 周麗芳 (1999)，從消費者角度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自由時報》，
1999 年 8 月 13 日。
26. 王正、周麗芳 (1999)，夕陽落山前 餘暉仍應燦爛，《中國時報》，1999
年 6 月 20 日。
27. 周麗芳 (1999)，化解藥價黑洞 消除通路死角，《中國時報》，1999 年 6
月 11 日。
28. 周麗芳 (1999)，藥品部分負擔從「價」課徵 條件不足，《中國時報》，
1999 年 5 月 28 日。
29. 周麗芳 (1999)，規劃國民年金首重穩健財務，《中國時報》，1999 年 5
月 5 日。
30. 周麗芳 (1999)，健保加重部分負擔，藥與不藥有關係，《中國時報》，
1999 年 4 月 29 日。
31. 周麗芳 (1999)，健保論口計費，叫「眷屬」太沈重，《聯合報》，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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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6 日。
32. 周麗芳 (1999)，50 元嚇得跑貪小便宜者嗎，《聯合報》，1999 年 3 月 23
日。
33. 周麗芳 (1999)，醫藥科技大軍頻叩關，健保如何威而鋼，《聯合報》，
1999 年 1 月 1 日。
34. 周麗芳 (1998)，失業保險難兩全其美，《聯合報》，1998 年 10 月 10 日。
35. 周麗芳 (1998)，精省應檢討修正健保財務制度，《中國時報》，1998 年
10 月 1 日。
36. 周麗芳 (1998)，敬老津貼並非洪水猛獸！，《中國時報》，1998 年 9 月
21 日。
37. 周麗芳 (1998)，老人安養重大課題速謀解決，《聯合報》，1998 年 8 月
24 日。
38. 周麗芳 (1998)，單一藥價要偏向誰？，《聯合報》，1998 年 4 月 3 日。
39. 陳聽安、周麗芳 (1998)，知藥權，犧牲在分裝零售時！，《聯合報》，
1998 年 2 月 25 日。
40. 陳曾基、周麗芳 (1997)，買藥買毒略過醫師藥師：網路藥品犯罪 防堵？
反宣傳？，《聯合報》，1997 年 12 月 11 日。
41. 周麗芳 (1997)，「健保基金會」只學到「外」相，《聯合報》，1997 年
5 月 27 日。
42. 陳曾基、周麗芳 (1994)，全民健保 強制一定要 全民則未必，《聯合報》，
1994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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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
(一) 學術獎勵
得獎年度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101 年度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國科會

100 年度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國科會

99 年度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國科會

特聘教授

政治大學

99 年度

傑出服務教師

政治大學

96 年度

學術研究成果國際化優等研究獎

政治大學

96 年度

學術研究優良獎

政治大學

95 年度

學術研究成果國際化優等研究獎

政治大學

95 年度

傑出研究講座

政治大學

94 年度

學術研究成果國際化優等研究獎

政治大學

94 年度

傑出研究講座

政治大學

93 年度

學術研究成果國際化優等研究獎

政治大學

93 年度

傑出研究講座

政治大學

92 年度

傑出研究講座

政治大學

10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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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榮譽事蹟
1. 開創人才培訓新藍海，帶領公企中心勇奪行政院「2007 年人力創新獎」
2. 稟持「教育是使命 學術是志業」理念，獲選 99 學年度「傑出服務教師」
3. 為這塊土地作研究，帶領百位青年打造「願景 2025：未來力實驗室」
4. 讓世界看見臺灣，成功爭取設置「歐盟安全主題國家聯絡據點 NCP」
5. 體現人文關懷 灑播校園人文種子，促成設置「政大法鼓人文講座」
6. 邁入跨域合作新紀元，成功爭取設置「臺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及 MRI
7. 統合資源，成功啟動「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第二外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
8. 倡議產學合作新價值，帶動政大「產學研究大躍進 破歷史紀錄創新高」
9. 創新研發制度 建置多元機制，提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能量與社會貢獻
10. 由現代迎向未來 將人文鑲嵌自然，規劃一座會說話的「政大研究總中心」
11. 戮力推動校務評鑑，內化評鑑為學生學習成效的品質保證機制
12. 導入醫療資源 打造健康大學城，催生「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政大門診部」
13. 共同倡議「人文創新」以人為本、在地創新、共創價值，讓臺灣看見未來
14. 積極推動「國際創意生活城」
，引領八校聯盟 打造國際高教特區實驗基地
15. 整合跨校研究團隊，主持「國科會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豐碩成果受肯定
16. 主持教育部「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培育國家未來人才
17. 主持教育部「彈性薪資專案辦公室」
，致力育才留才攬才的高教創新
18. 國家第一位健保學門公費留學生，積極回饋社會 引領國家健保發展方向
19. 深耕醫藥經濟與管理，獲聘多本國際學術期刊編輯 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
20. 專研政府基金管理與高等教育財政，屢獲政府部會聘任為政策諮詢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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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創人才培訓新藍海，帶領公企中心勇奪行政院「2007 年人力創新獎」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簡稱「公企中心」)，創
建於 1962 年，是我國高階文官與
企業菁英的培育搖籃。有鑑於人
才是知識型組織中最重要的資
產，麗芳任職公企中心主任期
間，稟持政大的卓越傳承，帶領
全體優秀同仁以專業創新的精
神，從需求者導向出發，整合校
內跨領域師資，提供多元專業訓練，協助公私部門的組織成員能迅速汲取新
知，激發工作潛能與創意想像，成為國家需要的未來棟樑。
行政院「人力創新獎」係由勞委會主責辦理，屬國家級人力資源獎章。
2007 年第三屆人力創新獎，公企中心為所有獲獎團體中唯一一所大專校院，
表現亮眼，足為大專院校人力資
源管理實績典範，不僅可系統化
擴散經營成效，帶動人才投資風
潮，更可多元連結資源，深化訓
練品質，朝國際級高階文官及領袖菁英人才培育基地邁進。
在人力發展創新實績方面，秉持政大「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
的經營理念，麗芳首開推廣教育機構開
辦「公共政策論壇」
、出版「公共政策
白皮書」之先河，藉由政大傳播學院網
路電視台實況轉播及知識網站的推廣
擴散，成功搭建產官學界與公民社會的
對話平台，激發各界參與及熱切關注，
使學界專業知識發揮社會影響力，引領未來社會發展方向。
政大長期關注臺灣高等教育發展，麗芳特於公共政策論壇開闢「高等教
育系列」，期打造臺灣高教社群的知識交流平台，引進創新觀點、實驗模式，
迎戰全球化、高齡化、少子女化、數位資訊匯流的未來挑戰。藉由高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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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省思與對話，期能共商高教人才培育創新戰略，指引高教經營藍海航
向，提昇高教國際競爭力，促進產學合作，精進校務治理。公共政策論壇「高
等教育系列」主動回應當前高教挑戰，激發各界熱烈參與及迴響。
2006-12-02 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門評鑑與國際評比
2007-01-06 高等教育學雜費政策與改革
2007-02-13 大學學雜費自主調整與財務資訊揭露
2007-04-14 專業學院的推動、評鑑與認證
2007-05-26 高等教育招生甄選策略與創意人才發掘
2007-11-10 產學合作，產學雙贏
2007-12-22 學位學程的推動與評鑑

…

有別於傳統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領域涇渭分明，麗芳希望將人文與科技相
融互補。於服務公企中心期間，首創非醫學院學校走入醫院開設學分專班，
在白色巨塔內注入溫暖的人文關懷，藉由異業的理性溝通、人文與科技的對
話，激發更多專業創新思維，先後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
耕莘醫院、萬芳醫院等開設學分班，提升
醫療人力素質，強化文史藝術及管理法治
等內涵。並在本校吳思華校長及陽明大學
吳妍華校長的支持下，戮力推動兩校與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的三邊學術合作，並共同
舉辦「打造臺灣哈佛」工作論壇，邀請中
研院曾志朗院士引言並主持「人文與生醫科技之對話-專業的省思」，討論以
人為本的二十一世紀生醫科技發展方向，期創造專業知識的社會價值。
面對資訊時代，麗芳與公企中心同仁模塑網路學院，立足臺灣、連結國
際，並規劃海外授課與人才代訓，開展教育訓練的國際品牌。不僅為企業量
身訂做創新專業課程，加值企業成長力，更與地方政府合辦各類行政管理碩
40

士學分班，有效提升公務人員核心能力與國家競爭力。此外，鼓勵薪火相傳，
號召結業學員回饋組織，舉辦各項交流，凝聚學員向心力，持續擴散學習成
效。為迎戰推廣教育的多元競爭環境，麗芳帶領同仁開發多面向創新課程及
專業培訓，積極促進產學合作，縮短學用落差，以國際視野培育人才。
政大人一向擔負強烈社會使命感，在校方及教育部北區外文中心的支持
下，麗芳與外語學院師長們攜手，開啟單一推廣教育機構提供捷克、波蘭、
土耳其、俄、拉丁、義大利、葡萄牙、蒙古、藏等二十種外語課程的實績，
培育國家外語戰略人才，厚植外交、經貿、談判、國際事務、醫療援助所需
外語專業人才，促進國際交流，提昇我國世界能見度。麗芳以一顆永不止息
的心，帶領公企中心航向人力培訓新藍海，延續公企中心金字招牌，更要將
「人力創新獎」這份榮耀，獻給校內外每一位陪伴公企中心成長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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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稟持「教育是使命 學術是志業」理念，獲選 99 學年度「傑出服務教師」
麗芳於民國 82 年 8 月起服務於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對校內公共事務懷抱
熱忱，曾先後擔任財政學系主任、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公企中心主任、附
設公務人員教育中心（公教中心）主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等行政職務，並
擔任多項校內委員會委員，戮力推動校務，攜手同仁提出創新方案，完成組
織使命，並創造團隊服務價值，榮獲 99 學年度政大「傑出服務教師」獎項。

報導來源：2012.4.5 政大首頁校園新聞

http://www.nccu.edu.tw/news?id=50a76cfa17881c7fe8000f5d

【財政系訊】歷任公企中心主任、研發長，卸任後又全力投入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
心，財政系教授周麗芳獲得 99 學年度傑出服務獎。她謙虛表示，這份榮耀屬於所
有共同努力過的夥伴、每一位指導鞭策的長官；個人僅是善盡政大人的本份，誠心
誠意做好每一份服務工作，為組織發展略盡棉薄之力。
財政研究和社會實際脈動密切相關，周麗芳笑說自己很幸運，有機會藉由行政
服務過程，傾聽多元聲音，深化同理心與包容力，進而得以在工作需求下，強化法
規制度規劃與財務資源配置能力。
她說，
「熱情」是支持她勇往直前的動力，包括對創造知識的熱情、以及對創
新服務和關懷社會的熱情。
回想自己對服務的信念，可以追溯到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歷經兩德統一的
歷史時刻，見證德國學界走入社會協助國家改造與轉型，深刻感受到德國學界與社
會的緊密連結與依存，領悟到學者可以引領社會發展，從此深刻影響日後研究取向
及服務使命感。
周麗芳認為，大學鑲嵌於知識社會，不應僅為學術而研究，更當擔負社會責任，
為這塊土地而研究。「學術研究的本質終需回歸社會需求，科學進步的真諦在創造
社會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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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政大公企中心服務期間，強調回應社會需求，培育國家戰略人才，周
麗芳在外語學院的協助下，開設了 20 多種語言課程，即便有些語種當時並不熱門，
但仍積極開班。
在專業課程上，她也積極促進企業及政府部門的連結，提供客製化創新課程，
縮短學用落差。同時規劃開辦公共政策論壇，打造政大成為公共議題的學術交流平
台。深耕人力資源培育與管理，讓公企團隊榮獲行政院國家人力創新獎的肯定。
面對未來社會的風險與不確定，單憑科技進步已無法因應巨幅變遷。周麗芳認
為，政大應集結人文社會學術社群，強化跨領域合作與資源統整，以大專校院為核
心，鼓勵研究走出校園、成果融入社會，並不斷自我檢視、勇於面對，跳脫傳統學
術評量框架，積極思考人文社會科學的社會貢獻路徑為何？社會價值為何？又能對
社會帶來什麼改變？
帶領公企中心成效卓著，周麗芳又被延攬擔任研發長，積極爭取外部資源，彰
顯政大的研究特色與能量，產學合作績效與規模都創政大歷史新高。她認為，「人
才」是政大最豐厚的資產，因此開辦研發論壇，定期邀集師生及專家分享成功經驗
與學思歷程，輔以學術交流平台、研發電子報，凝聚師生對共同議題的關注與投入。
深感人文社會科學經費預算較自然理工遠遠不足，周麗芳也多次向政府部會建
言，希望國家正視人文社會領域的發展與基礎建設。她相信，有厚實的人文社會基
盤，才能驅動社會制度創新，帶動經濟成長與國家進步，打造美好的未來社會。
回國進入政大 19 年，周麗芳感謝學校提供優質的教學研究環境，尤其在自由、
多元又包容的學風下，師生互動友善，是很好的學習場域與成長空間。她也鼓勵年
輕教研人員，教學、研究之餘，不要畏懼行政服務，只要有心，每個人貢獻的一小
步，將匯聚為政大卓越發展的一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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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這塊土地作研究，帶領百位青年打造「願景 2025：未來力實驗室」
2009 年金融海嘯襲擊全球，我國經濟成長衰退，失業率大幅攀升，本校
吳思華校長帶領政大善盡大學的社會責
任，讓年輕人看到希望。麗芳時任研發
長，爰積極規劃大型專案「願景 2025：打
造台灣產業未來力」
，獲得經濟部補助
8,000 萬元。由吳思華校長領軍，麗芳擔
任執行長，攜手工研院與資策會，在吳靜
吉講座教授、陳小紅特聘教授、于乃明院長、溫肇東主任、樓永堅主秘、鍾
蔚文院長、張寶芳教授、林良楓教授、陸行教授及跨院系師長合作下，帶領
百位青年打造「2025 未來力實驗室」
，分別由「環境掃瞄、典範創造、數位敘
事」，探索臺灣十大未來趨勢與產業樣貌。
「願景 2025」的核心價值在於「以人為
本、需求導向」的系統思考，有機連結「生
活、土地、消費」三大面向，實踐四大價值：
「高附加價值的經濟活動、高創意的工作機
會、高品質的生活環境、高關懷的社會系
統」
。麗芳搭建青年築夢圓夢舞台，鼓勵百位
青年翻轉既有觀念，積極尋找自己在未來社
會的定位與機會，參與整體社會的結構塑
造，並勾勒與彩繪屬於自己的幸福圖像。
歷經一年的訓練，願景 2025 計畫成員以
實證為根基，將創意化成創新行動，打造出
綠色產業、天機產業、愛的產業、銀髮產業、
感官產業、快樂生活產業、品牌學習產業、
都會觀光產業、健康產業、流行音樂產業十
種未來產業生態系統，創意成果廣為媒體所
報導。期能為臺灣下一個經濟奇蹟貢獻智
慧，建立社會信心和人民願景，讓政大成為「通往未來美好社會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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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讓世界看見臺灣，成功爭取設置「歐盟安全主題國家聯絡據點 NCP」
為因應未來社會變遷與挑戰，歐盟啟動「歐盟
科研架構計畫(Framework Programme, PF)」，激發
學術界釋放知識能量，以跨領域團隊合作方式，對
未來社會關鍵議題提出系統性對策。歐盟第七期科
研計畫(FP7)歷時七年，投入新台幣 2 兆 3,000 萬
元，徵求歐盟國家結合跨國優秀人才籌組團隊，進
行前瞻研究及人員培訓。為連結歐盟科研趨勢，強
化臺灣與歐盟國家的學術合作，國科
會於 2008 年正式成立「歐盟科研計畫
國家聯絡據點(National Contact Point,
NCP)臺灣辦公室」
，並對外徵求「歐
盟安全主題國家聯絡據點 Security
NCP」
，期藉由歐盟研究窗口，激發國
內學者的新視界與多連結。
麗芳時任研發長，有感於國際化
即是大學競爭力，遂積極整合校內資
源，感謝國關中心、外語學院、國際
事務學院、國合處、圖書館的人力投
入與智慧累積，共同縝密規劃與提案
爭取，終獲國科會遴選通過，政大自
2009 年起設置「歐盟安全主題國家聯
絡據點 NCP」
，由國關中心協助執行。
藉由資訊網站與知識平台的建
置、安全研究主題的設定、學術社群
資料庫的建置、跨國學術交流的媒
合、及大型國際研討會的舉辦，政大已成為歐盟學術諮詢窗口，大幅促進歐
盟與臺灣的雙邊學術合作，讓政大成為「臺灣看見世界的眼睛」
，以知識為軸
心、連結全世界，朝一所國際網絡大學(International Network University)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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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體現人文關懷 灑播校園人文種子，促成設置「政大法鼓人文講座」
人文關懷是政大辦學的核心精神，除了推動人文教育，更鼓勵師生發揮
同理心，關懷社會、走入人群，照見別人的需要，並從中看見自己的責任。
醫學技術突破帶來新的生命契機，卻也因新興的再生與複製爭端，衝擊倫理
價值、挑戰法律尺度，進而引發宗教關切。麗芳時任公企中心主任，於 2008
年 6 月 14 日舉辦「公共政策論壇：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倫理、宗教與法
律探討」
，邀請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及天主教會單國璽樞機主教兩位宗教大
師進行世紀對談。兩位大師咸認為生老
病死乃人生必經過程，唯有達觀面對，
體悟生命蛻變的價值，生命方有其意
義。本次論壇引領諸多倫理與法律辯
證，法學院陳惠馨前院長亦共同與談，
各界迴響熱烈，媒體大幅報導論壇實
況，廣佈效益。公企中心同仁在會議籌辦過程的用心、虛心與熱心，讓聖嚴
法師及法鼓山先進們更加瞭解政大人在人文關懷的洞察力與實踐力。
2008 年 10 月 19 日吳思華校長帶領蔡連康教務長、文學院王文顏院長及
麗芳，前往法鼓山拜會聖嚴法師、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李伸一秘書長、法
鼓山社會大學曾濟群校長，提出開
辦校園人文講座、灑播人文種子的
願景，獲得聖嚴法師支持。2009
年 4 月 29 日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
會與政大簽約，由法鼓山方丈和尚
果東法師代表出席。雙方展開為期
9 年 3 期的「政大法鼓人文講座」
，
首創國內最長程的產學合作人文
教育推動計畫，由文學院協助遴聘
知名專家學者擔任講座，使學生在
校園內涵養人文性格，富足心靈，
建立良善的校園文化，更擴散至社
會的每一個角落，照亮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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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邁入跨域合作新紀元，成功爭取設置「臺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及 MRI
對人類自身的探索，一直是學術界感興趣的課題。人類認知學習的研究方
法日新月異，已走向心理學與神經科
學的跨領域整合研究趨勢，輔以應用
新發展的腦造影技術，期能解開認知
行為運作的生理之謎。認知神經科學
並非全然為自然領域議題，人文社會
領域在跨界文化、美感歷程、品牌認
知、信任支持、商務交易、情緒感知、選擇偏好、實驗經濟等議題亦多所關
聯。是以，人文社會與認知神經科學的跨領域研究社群值得促進發展。
有鑑於腦造影儀器(MRI)的建置經費昂貴，實非一般學校財務所能負擔，
又儀器的營運維護有賴專屬場地與專
業人力，需妥為配置適當空間與人
員，始能順暢運行，爰國內 MRI 多建
置於醫院，對校內教研同仁誠屬不
便。國科會人文處體認該研究領域的
未來趨勢與國內既有的進入門檻，於
2009 年推動「心智科學大型研究設備建置及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期充實國內
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研究所需儀器設備，建立心智科學腦研究推動網。
麗芳時任研發長，責無旁貸與理學院顏乃欣副院長協調校內資源，對外與
陽明大學共組「政陽團隊」
，在吳思華校長、吳妍華校長的全力支持下，向國
科會提案申請，2010 年起獲補助 7,000
萬元，用於建置「臺灣心智科學腦造
影中心」及 MRI。在政陽團隊、理學
院、心腦學中心、中央大學師長的通
力合作，以及曾志朗院士的諮詢指導
下，提供全國人文社會學者便捷的實
驗場域，亦提供教育訓練，發展多元
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新主題，邁入人文社會與認知神經的跨領域合作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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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統合資源，成功啟動「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第二外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
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圖書及資料庫是最重要的研究基礎建設，資源
愈完整，研究工作也愈順利，國家有責任支持核心學術資料庫的建置。爰 2008
年國科會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第二外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選定德、
法及日語作為重點語種，對外徵求建置機構，期能提供國內學者整全的外語
研究資源，掌握最新學術趨勢，促進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
麗芳時任研發長，有感於國內德法日語研究資源長期不足，政大擁有豐
沛的專業與語言人才，若能領銜建置資料庫，不僅能服務社群，更能奠定本
校教學與研究的基石。麗芳深知，若要成功建置外語資料庫，首要籌組跨領
域專業團隊，有效整合校內相關學術及行政單位的人才資源，發揮本校既有
的外語優勢及學術實力。旋即與圖書館劉吉軒館長於 2008 年 8 月召開聯合說
明會，展開縝密的前置規劃，在外語學院及法學院師生全力動員下，終脫穎
而出，獲選建置德語及法語兩項外語資料庫，獲補助經費達 8,600 萬元。
2010 年 3 月，「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第二外語研究資源資料庫」正式啟
用，發揮政大學術軟實力。德語資料庫由圖書館劉吉軒館長擔任主持人，麗
芳及法學院陳惠馨院長、電算中心楊亨利主任擔任共同主持人，籌組跨校工
作小組，其中法學院師生及哲學系張鼎國教授等出力甚多。開放近 10 個資料
庫、逾 250 種免費資源及諸多視聽資源，嘉惠學術研究者及海內外年輕學子。
法語資料庫由圖書館劉吉軒館長擔任主持人，麗芳、外語學院于乃明院
長、歐語學程阮若缺主任、電算中心楊亨利主任擔任共同主持人，籌組跨校
工作小組，外語學院及歐語學程師生出力甚多。開放 10 餘種資料庫供學術社
群使用，學科範圍涵蓋法學、文學、哲學、綜合、百科全書及字典等。同時
增添 Brepols publications(e-journal)及蒐集逾 200 種免費資源嘉惠學術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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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倡議產學合作新價值，帶動政大「產學研究大躍進 破歷史紀錄創新高」
一般社會大眾對產學合作的概念多侷限於專利、智慧財產權、技術移轉
等量化的產出指標。然而，不同於自
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多藉由
著作權、創作、政策貢獻、制度流傳、
營業秘密等方式呈現。有鑑於此，麗
芳倡議「建立人文社會科學產學合作
新價值」，彰顯產學合作是「知識加
值應用的過程」，鼓勵校內各學門領
域發揮專業知識的特色，透過加值與應用，落實社會貢獻，創造知識的價值。
麗芳任職研發長期間，引領實踐產學合作新價值，與研發處全體優秀夥伴
扮演教研同仁的堅強後盾；戮力建置學術交流平台，薪傳學思歷程與研究經
驗；積極爭取外部研究資源，主動提供
種子基金、有效媒合研究人才、搭建產
學橋接管道、啟動智財藍海策略，成功
帶動政大達到產學成果大躍進。不僅獲
得高教評鑑中心「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
費與效率」進步獎，檢視 98 年產學研
究軌跡，逾 9 億元實績的外部產學合作資源，打破政大研究經費的歷史紀錄，
創政大歷年新高，展現校內師長的卓越研究成果與行政團隊的優良服務品質。
此外，麗芳常鼓勵人文學科同仁揮灑屬於自己的產學合作一片天，例如語
言認證可提昇民眾語言能力，也可創造週邊服務與附加價值，其商品化就是
一種文化的推廣歷程。另可將歷史內容重新包裝成為專書、文本、戲劇、電
腦遊戲、漫畫
等，在推廣文
史知識時，也
可創造出知識
商品化的附加
價值，帶來群
眾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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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創新研發制度 建置多元機制，提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能量與社會貢獻
政治大學向以研究型頂尖大學引領社群，立足臺灣、放眼亞洲、連結國際。
為深化政大研究基磐，發揮人文社會軟實力，麗芳任職研發長期間，由「強
化基礎建設、擴增硬體建設、充實研究陣容、爭取研究經費、完備制度建置、
加強合作連結」等六大面向進行研發制度創新，期能落實「前瞻規劃、統合
資源」
，鼓勵「中文對話、國際發表」，達成「研究能力國際級、研究議題在
地化」的三重目標。
麗芳認為，「人才」
實為一所大學學術研究
能量的表徵，校園內各
項研發措施即在協助每
一位來到政大服務的教
研同仁都能成為優秀頂
尖的人才，發揮所長。
在「人」方面，育
才、留才、攬才至為關
鍵，除了要孕育大師，
成為教研的引擎，帶領
團隊，形塑政大學派，
更要觀照新進教師，使
其學術生涯得以蓬勃
開展，汲取組織環境中
的學術養分，蛻變成為
明日的學術大師。
此外，國內外學術
社群的交流與對話，亦
是人才養成的激盪助
力。麗芳引介國際合作
管道與機制，協助教研
同仁與博士生走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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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舞台，參與跨國研究團隊，具備國際競爭力。
在「才」方面，則要激發出色卓越的研究產出。麗芳以為，人文社會科
學的學門領域各有特色，學術期刊論文之外，尤應尊重多元類型的研究成果，
包括專書撰寫、經典譯注、個案研究、資料庫建置、藝術創作、政策論著等。
藉由獎勵措施的變革配套，實質鼓勵同仁撰寫專書，據以傳遞思想及匯聚論
理，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發揮學術及社會的深遠影響。同時，積極促進政大
出版社能量倍增，期加速協助同仁專書出版，擴大知識的影響版圖。
有感於團隊合作是增進人才潛力釋放的歷程，麗芳於是開辦「政大研發
論壇」
，攜手研發處打造一個凝聚師生向心力的場域，藉由參與、對話、價值
創造，發揮學術薪傳與典範擴散的研究真諦。研發論壇依據需求者導向加以
重點設計，包括創新、國際、智財、青年領袖等系列，三年內總計開辦逾百
場，激發師生共同演化成長，並藉由研究成果發表及展覽觀摩，打造師生成
果分享舞台，吸納更多回饋建議，厚植研究沃土，萌發知識的茂盛枝葉。

面對當前各項經濟社會與環境永續的挑戰，我們深刻體認，單有科技進步
並無法保證為人民帶來幸福，亦無法賡續人類文明的良善傳承。科技發展、
人文創作與制度創新是社會發展的三大核心，三者不可偏廢，唯有融合人文
與科技，方能奠定國家發展的穩健支柱。爰此，提升臺灣人文社會學術能量
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麗芳乃綜整教研同仁所關心的六大訴求，在吳思華校
長的領軍下，於 98 年 5 月 11 日前往國科會為人文學術社群發聲，並遞交意
見書，呼籲重視人文社科的均衡發展與資源合理配置，方能以國家之高度，
導引人文社科學術能量發揮，帶來更大的社會貢獻，獲得國科會積極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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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由現代迎向未來 將人文鑲嵌自然，規劃一座會說話的「政大研究總中心」
有鑑於優質的研究空間、創意的工作場域與合作的團隊氛圍，可提昇教
研同仁的工作效率與產出能量，爰吳思華校長構思
於山上校區新建研究總中心，作為本校各研究社群
腦力激盪與對話交流的基地，除可活化校園空間，
更可打造一座未來研究城，結合人文、科技、創意、
未來等元素，將人鑲嵌於綠意盎然的大自然之中。
麗芳時任研發長，攜手研發處同仁環顧國內外
相關研究總中心的設計理念、空間規劃及運作治理
機制，參考使用端的需求想像，思考如何讓一顆顆
的心靈與心靈、頭腦與頭腦能交流與對話，使研究
的創意靈感得以恣意奔放。在與總務處同仁及潘冀
建築師團隊通力合作下，於 98 年共同完成「研究
總中心構想書」，為本校研究殿堂砌上新的基石。
103 年初將完工的研究總中心充滿現代感，地上建物五層、地下一層，面
積約 16,000 平方公尺，外觀設計運用色彩落差，交疊雙重氣質，穿織內斂精
簡確實的科技內涵、以及外顯自由奔放的人文精神。
新建研究總中心的規劃重點在於
以人為本：建立一個人文與科技對話
的跨領域平台；運用數位資訊科技作
為學習、實驗與創新的工具；強調創
意、實作、創作與展示，回應未來生
活與社會挑戰；知識分享、資源共用、
促成跨領域的互動。在屬性定位上，
研究總中心將以政大過去的研究能量
為基礎，走向人文創新與未來視野；
結合科學方法漸進探索人文行為、學
習、藝術、生活、社會等跨文化議題，
立足臺灣，連結國際；尤其在地實踐
的熱情與社會脈動的關懷，將模鑄出研究總中心的獨特個性與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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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戮力推動校務評鑑，內化評鑑為學生學習成效的品質保證機制
評鑑是自我檢視和反思學習的過程。政大於 100 年度 11 月接受高教評鑑
中心校務評鑑，聚焦學生學習成效。98 年 12 月吳
思華校長召集籌組校務評鑑計畫小組，啟動校務自
評，系統呈現政大在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上的努力成果。時任研發長的麗芳統籌與協調業
務，在各處室、院系所及中心同仁的齊心協力下，於 100 年 1 月初完成五日
的自我評鑑創舉，深受國內外委員肯定，為校務評鑑的佳績奠定根基。
校務治理與教學設計需符膺學校發
展目標。政大以「培養世界公民及未來
社會領導人」及「成為亞太華人社群人
文社科學術重鎮」自我定位。具體發展
策略有六大面向：博雅創新的大學教
育、卓越頂尖的學院發展、人文前瞻的
學者養成、多元開放的國際交流、健康品味的優質校園、及創新共善的校務
治理。麗芳帶領同仁實踐 PDCA（計劃→執行→檢核→行動）的優化品質路
徑，將評鑑內化為日常事務的一環，藉由自我檢核與行動調適，建立學生學
習成效的品質保證機制。政大以教育創新為己任，厚植教學與學習資源，用
以提昇教學績效，回應社會需求，用心培養在地關懷的未來社會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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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導入醫療資源 打造健康大學城，催生「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政大門診部」
政大地處臺北市文山區，師生逾 17,000 人，在此學習、工作與生活。如
何敞開校園藩籬，讓政大人與社區居民融合為一，共享資源、共創價值，一
直是政大人關心的課題。有感於文山區醫療
資源相對缺乏，麗芳常思考如何引入更便捷
的社區健康照護模式，以提供師生更完善的
健康照護，並推展至社區居民的健康營造。
於 95 年接任公企中心主任起，便積極籌劃
本校與臺北市衛生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及
陽明大學的合作，導入健康專業及醫療資源，成功開創多項合作模式。
於 95 年 12 月 23 日，政大與陽大、市立聯醫簽訂三邊策略聯盟，攜手發
揮人文社會與生物醫療的合作綜效。95 年
起，首創非醫學院學校走入醫院開設專班，
為白色巨塔注入溫暖的人文關懷；接續與理
學院及心理系合作，開非醫學校院之先例，
與市立聯醫合聘教師並開設通識課程，將醫
藥健康與生活脈絡緊密連結。97 年 1 月 7
日，麗芳促成臺北市衛生局、市立聯醫與公企中心共同主辦「公共政策論壇：
健康大學城的典範與實踐」
，凝聚共識，將打造政大成為健康大學城示範基地。
政大、臺北市衛生局與市立聯醫於 98
年 5 月 20 日正式簽約設置「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附設政大門診部」，照顧政大師生的健
康，更開放社區居民就診，提供便捷的健康
促進與醫療服務。市立聯醫政大門診部於
98 年 6 月 23 日正式揭幕，在學務處及身心
健康中心同仁的辛勤籌備下，首開健保看診
服務，並納入醫療網的轉診體系，獲得市立
聯醫各院區的全方位支援照護。政大門診部
不只提供看病，更用心守護大家的身心健
康，讓文山區邁向健康大學城的嶄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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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共同倡議「人文創新」以人為本、在地創新、共創價值，讓臺灣看見未來
政治大學自創建以來，師生秉持「知識報國」的情懷，於不同時空，貢
獻專業、照亮社會。躋身頂尖大學，政大更有責任提出前瞻思潮，帶領社會
迎戰未來，讓民眾看見希望。爰此，吳思華校長帶領
師生倡議「人文創新」思維：「以人為本、在地創新、
共創價值」
，期能翻轉軸心、加速轉型，為臺灣開創下
一個黃金年代。麗芳向以「為這塊土地作研究」自我
期許，遂共同倡議「人文創新」
，並積極進行系統擴散。
人文創新核心思維，
「以人為本」主張從未來需求出發，非從產品功能升
級出發；以未來生活的想像為標的，不以數字為績效指標。
「在地創新」需融
入在地的人文地理元素；透過在地實驗，分享創意成果，發展適切的服務模
式；以獨特的價值主張，行銷全球。
「共創價值」強調生產與消費、菁英與普
羅、科技與人文、製造與服務之間的衡平對待與調和發展；尤其人文能落實
科技價值，科技則彰顯人文關懷，有必要將人文與科技加以融合。
爭取經濟部的支持，再獲經濟日報的認同，政大與經濟日報攜手於 101
年 10 月 27 日舉辦「人文創新高峰論壇」
，由吳
思華校長領軍對產官學界及社會大眾闡述人文
創新的核心主張、理念落實與典範案例。該論
壇由麗芳籌劃，與政大創新創造力中心、公企
中心攜手執行。智融集團施振榮董事長、清華大學史欽泰講座教授、商研院
徐重仁董事長共襄盛舉，以人文創新為經緯，期打造臺灣成為全球創新的華
人品牌與知識基地，實踐創新強國的願景。
「人文創新高峰論壇」引起各界廣大迴
響與討論，將人文創新的種子灑播到臺灣的
每個角落，蓄積明日臺灣躍升的動能。
 社會發展層面：臺灣的出路在哪裡？
金融海嘯、歐債風暴衝擊全球，臺灣經
濟成長疲弱不振，社會大眾徬徨苦悶。臺灣的出路在哪裡？臺灣如何重建發
展動力，尋找高附加價值的經濟活動、高創意的工作機會、高品質的生活環
境、高關懷的社會系統，使經濟成長與全民生活幸福感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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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念翻轉層面：如何由科技製造走向人文創新？
長期以來，臺灣經濟政策側重生產製造，以投入
面為導向，強調科技驅動。面對未來社會巨幅變遷，
創新驅動已成國家發展關鍵。創新應以人為本，從
需求面出發，融入在地人文與地理元素，強調經濟
產出需與人民生活連結互動，為人創造價值。如何
帶動社會各階層觀念翻轉，乃至形塑新的生活態度？尚需各界響應落實。
 政策工具層面：如何轉型並推動需求型、共創型的發展政策？
臺灣過去以製造研發見長，政府經年投入大量經費於科研製造，從投入
面協助企業。惟創新應以人為本，清楚掌握社會未來需求，同時號召消費者
共同進行才能克盡其功。如何轉型並推動「需求型、共創型」發展政策，帶
動產經結構全面調整，打造臺灣成為全球創新樞紐？亟需政府企業積極布局。
 治理機制層面：如何導入治理創新並打造創意樂活大國？
人文創新攸關國內產業發展能量與國際競爭潛力。國家公共治理，亦需人
文創新思維，引領整體規劃，驅動我國下一個黃金年代。如何建立跨部門對
話平台，開創中央與地方的合作新模式，鬆綁法令規章，鼓勵多元發展，促
進人文科技的整合創新？有賴各界攜手努力。讓臺灣成為創意樂活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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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積極推動「國際創意生活城」
，引領八校聯盟 打造國際高教特區實驗基地
臺灣自然資源匱乏，人力資源是唯一珍貴資產。在全球化競爭之際，如何
厚植本國人才、吸引國際人才，形塑人才
聚集基地與知識交換樞紐，打造臺灣成為
教育產業輸出大國，亟需各界共謀對策。
爰由吳思華校長、麗芳及邊泰明前總務長
發起，於 101 年底向教育部提出「國際創
意生活城」建置構想，經教育部同意，於
102 年初正式籌組八校合作聯盟
（政治大學、陽明大學、臺北藝術
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科技大
學、臺北科技大學、世新大學及臺
北醫學大學）
，由吳思華校長擔任
召集人，於信義區陸保廠 9.79 公
頃的基地展開擘劃，麗芳擔任協同主持人，與總務處優秀同仁一起合作。
八校團隊所完成之「國際創意生活城可行性
評估及先期規劃構想書」業已陳報行政院，刻由
經建會審查中。此間，麗芳參與協調行政院、財
政部、國防部、內政部、經建會、臺北市政府及
聯盟學校 40 餘次。國際創意生活城融合國際、創
意、大學城三大元素，將串連臺北市東區發展廊
帶，激發公共建設跨域加值效益，落實教育國際
化，建置教育創新的高教特區實驗基地，開創產
學合作新模式，打造青年創業家樞紐，
培植創意人才與驅動文創發展，形塑都
會區獨特亮點。預計帶動直接與間接投
資 400 億元，每年吸引 5,000 名國際人
才，每年創造 3,000 個就業機會、培育
1,000 名青年創業家，每年創造消費產
值 100 億元、增加國庫稅收 7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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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創意生活城如能成功建
置，將對政大產生深遠影響。以此
據點，可致力高教國際化，導入學
校豐沛的外語及華語能量，挹注特
色獨具的專業實力，實踐教育創
新，打造「國際高教特區實驗基
地」，使其成為臺灣與國際知名大
學合作辦學的首選樞紐。
另為使國際學舍、獨立特色小
鋪、國際文創商店及國際文化美食
餐廳能與眾不同，運用在地人文與
自然脈絡，融合多元異國風情，吸
引民眾目光，麗芳已攜手跨領域師
長、總務處及八校團隊，完成七套
國際案例盤點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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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創意生活城所規劃的「青年共用創業空間(Coworking Space)」與「生
活實驗室(Living Labs)」更是政大在青年創業與教育創新上的新亮點。
 建置青年共用創業空間
金融危機與經濟萎縮劇烈衝擊青
年的就業。僵化的就業市場與工作型
態、斷鏈的教育訓練與技術應用，更拉
大就業市場的鴻溝，處處充斥著「人找
不到事、事找不到人」的矛盾現象。青
年初踏入社會、啟動職涯之際，社會應
給予機會，創造青年揮灑的舞台。
青年共用創業空間是一種新的工
作型態，只要支付廉價租金，就能夠擁
有一張桌子，成立微型辦公室，符合青
年創業初期資金不足的困境與需求。不
同領域的青年齊聚共用創業空間一起工作，更能形塑互助氛圍，激發創意潛
能，帶動協力成長。政大公企中心「創立方」的成功案例可加以深化並擴散。
 啟動生活實驗室
國際創意生活城的規劃與推動，即
在體現人文創新精神，由「想像（未來
想像）
、實作(創意展演)、試點(生活實
驗)、擴散（系統移轉）」的推動程序，
逐步建置以大學為核心的區域創新系
統，建立產學合作新模式。迥異於傳統
實驗室的測試功能，生活實驗室是大社
會的縮影，是以當代生活與未來社會為
實驗主體，核心價值在於「以使用者為
中心的共同創造(Co-Creation)過程」
，強
調開發者與使用者的連結、技術與應用的整合、實驗與生活的鑲嵌，期能以
需求導向，激盪更多創意與創新的火花，改善民眾未來生活，並創造社會價
值與商品化商機。藉由生活實驗室，大學可釋放前瞻研發能量，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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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整合跨校研究團隊，主持「國科會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豐碩成果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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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芳帶領跨校研究團隊（政治大學、臺北大學、臺灣大學）專研綠色能
源財經政策，為國家規劃未來藍圖，並將臺灣低碳治理經驗行銷全世界，提
高國際能見度。研究成果豐碩、跨國連結多元，備受各界稱許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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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主持「教育部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培育國家未來人才
近年來，能源危機、生態崩壞等現象層出不窮，全球開始反思，人類發
展應何去何從。
「能源絕非單純自然科學議題，能源更是人文社會科學議題」，
實有必要集結人文社會領域學群，共同關心
能源發展與綠色內涵，從經濟管理、風險法
制、國際外交等面向，將能源覺知與永續意
識融入教學與研究，培養未來綠色種子。麗
芳遂籌組跨校研究團隊，於 101 年起獲教育
部遴選主持能源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能源
經濟管理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
，服務全國
社群，創新能源經濟管理人才培育。
資源中心三大目的在於「培育能源人才、驅動綠色經濟、邁向永續社會」，
致力推動節能減碳及能源基礎教育，深耕節能減碳素養，培育能源經濟管理
人才。推動以下八大任務：1.將創造力導入教
學，規劃能源經濟管理特色課程；2.規劃 K12
人才培育方案與教材編撰；3.建置能源經濟管
理實驗室，體驗能源市場運作；4.架設互動知
識網站，提供資料利用的雲端服務；5.建構產
官學研合作平台，舉辦能源財經論壇；6.舉辦
創意實作競賽，加深學生對能源的認識；7.
帶動非營利組織，打造低碳家園；8.參與國際社群，提升國際能見度。
感謝跨領域專家及校內教職員生的熱情對話與擴散，逐漸讓各界體認，能
源科技需以人文社科的制度創新為前導，方能鑲嵌於生活，創造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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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財經論壇】自 101 年起舉辦逾 80 場，並獲政大【校園新聞】報導

資料及頁面來源：政治大學【校園新聞】網站
http://www.nccu.edu.tw/news?search_query=%E7%B6%A0%E8%83%BD%E4%B8%AD%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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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主持教育部「彈性薪資專案辦公室」
，致力育才留才攬才的高教創新
近年來，臺灣各界相當重視人才議題（育才、留才、攬才）
。各大專院校
致力於形塑優質的學術環境，讓教研
同仁能安身立命，充分發揮教研潛
能。我國於 99 年導入大專校院彈性薪
資制度，期能提昇整體學術表現與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彈性薪資制度分別
由教育部、國科會及各大專校院執
行，主要在延攬國際頂尖人才
來臺長期服務、提升現任優異
人才薪資、提升專業領域國際
學術競爭力、引進國際高教經
營人才提升大學視野。
大專校院彈性薪資制度
實施迄今，成效尚待檢討。現
行制度裡，學術成果與資源分配多仰賴評鑑，各校所獲補助資源差異懸殊，
校際挖角頻傳，徒增緊張關係。為精進人才培育政策，持續檢視與修正制度
配套，教育部於 99 年起設置彈性薪資專案辦公室，委請政治大學辦理，由麗
芳擔任彈性薪資專案辦公室主持人。自從主持彈性薪資專案辦公室以來，麗
芳秉持政大人文關懷與專業創新
的思維，希望廣納更多教師及研
究人員的寶貴經驗與心聲，共同
勾勒我們期待的未來。首先，立
即建置彈性薪資網站，作為學術
社群的知識交流平台，連結產官
學界資源，廣佈國內外最新人才
政策與相關資訊，強化教研人員
的學術支持系統，累積網站瀏覽
人數已逾 1 萬 5 千人，發揮知識擴散的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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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麗芳於各年度代表教育部向大專校院學界社群說明彈性薪資政策與
各項遴選方案，協助籌組彈
性薪資人才獎勵審查委員
會，進行優秀人才遴選。考
量各領域別對人才的多元
需求，遴選重點已跳脫個人
單方面的卓越研究成果，而是強調個人學術表現能符合
學校發展策略，帶動學校整體教研水準的提昇。此外，多所鼓勵學校延攬新
進具潛力的人才，活絡人才養成，並增進補助額度的多元性。
為廣徵大專校院服務同仁的意見，凝聚學界社群的共識，並與教育部形
成良性的雙向溝通管道，麗芳於 101 年 8 月 25 日籌辦「公
共政策論壇：大學彈性薪資與人才培育、延攬暨留任」，
獲得各界熱烈迴響。各大專院校協進會及教師代表發言踴
躍，一致呼籲，彈性薪資制度應該更「彈性」，配套措施
也需全面檢討與「鬆綁」
。教育部陳德華次長、何卓飛參
事、高教司黃雯玲司長、技職司李彥儀司長均
全程參與聆聽，允諾參採大家的建議，儘速檢
討回應，有效建立學界與教育部的溝通平台。
為進一步瞭解校內教研同仁最關切的學
術基礎建設與制度環境等課題，麗芳與教學發
展中心及人事室於 101 年 10 月起，舉辦三場「大學人才
延攬及留任策略座談會」
，匯聚師長的寶貴建言，化為彈
性薪資制度持續改善的依據。舉凡如何形塑友善環境，確
保教輔品質與卓越學術表現？如何提供適當支持，維持學
校與教研同仁的長期夥伴關係？如何改善大專院校彈性
薪資制度？麗芳匯集寶貴建言，多次向校方及教育部表達。
另麗芳擔任教育部「教育政策諮詢會」委員及「高等
教育審議會」委員，期能完備法規典章，嘉惠學術社群，
爰完成「2013 大專校院彈性薪資法規彙編」
，提供全國最
完整的彈性薪資制度綜覽，俾各校觀摩與典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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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國家第一位健保學門公費留學生，積極回饋社會 引領國家健保發展方向
麗芳 76 年畢業於陽明醫學院（現為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回到
臺大經濟系擔任助教，適值我國政府積極規劃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首次於教
育部公費留學考試設置健康保險學門（碩士後）
，指定赴歐洲深造。僥倖脫穎
而出，成為我國第一位健康保險學門的公費留學生，赴社會保險發源地德國
深造四年，順利取得博士學位，論文主題為德國健保藥品費用部分負擔的經
濟分析 (Selbstbeteiligung bei Arzneimitteln aus ordnungspolitischer Sicht: Das
Beispiel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被收載於德國「財政叢刊」
(Finanzwissenschaftliche Schriften, Band 55)，亦為德國多種健康保險期刊評述。
82 年返國於財政學系任教後，有感於健康保險及醫療經濟領域人才缺
乏，人才培育有其急迫性，在教學方面，曾於本校商學院保險學系（目前改
稱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講授健康保險必修課程多年，亦在財政學系開授醫
療經濟學，薪傳所學，為我國健康保險與醫療經濟人才培育的先鋒。在著述
方面，除了學術期刊論文外，亦多次撰文於報章媒體倡議健保制度興革，並
撰寫一系列文章登載於「臺灣醫界」（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刊），闡述健康
保險的學理與國外實務制度（例如：總額預算制度、藥品費用部分負擔制度、
醫療費用審查制度、健康儲蓄帳戶、藥品參考價格制度、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措施等）
，迴響熱烈，為健保開辦初期國內醫護人員及醫政人員瞭解國際健保
制度的重要資訊來源之一，將專業知識廣為應用至實務領域及政府部門。
二十年來，因專業知識與跨領域視野，麗芳曾獲聘擔任過衛生署（現為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局（現為中央健康保險署）與國家衛生研究院二
十多種委員會與工作小組委員，例如全民健康保險精算小組委員、全民健康
保險監理委員會委員、衛生署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全民健康保險會委員等；
亦曾於 94 年借調至中央健康保險局擔任副總經理一年，負責健保財務管理與
會計精算，甫上任即擔綱處理健保費微調、部分負擔調漲等事宜，亦參與規
劃二代健保等政策。在學術服務方面，曾擔任「保險專刊」、
「保險實務與制
度」、
「醫務管理」與「健康與社會」等期刊編輯委員，上述期刊皆為國內該
領域理論與實務的重要學術期刊。一路走來，麗芳回饋國家公費的栽培，積
極創造知識、轉換知識、傳播知識，導引我國衛生政策與健保制度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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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深耕醫藥經濟與管理，獲聘多本國際學術期刊編輯 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
健康保險、醫務管理與醫藥經濟的關係密切，相較於健康保險多處理制
度面的問題，醫務管理與醫藥經濟則多著重在個體面的實務與理論分析。麗
芳在醫務管理與醫藥經濟的研究可以民國 90 年為分水嶺，90 年之前，多偏重
經濟模型的建構與推導（如：醫師診療行為的經濟分析、我國藥品部分負擔
經濟效果衡量模型之建立）及小規模資料的實證分析（如：臺灣地區老人照
護機構效率之研究、探究臺灣地區老人失智症經濟成本）
。90 年起，中央健康
保險局將其所有全國醫療院所每月申報費用支付的檔案資料釋出，交由國家
衛生研究院成立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提供學界研究使用，所開放的資
料量傲視全球，迄今造就一千多篇國際學術期刊論文，成績斐然。
麗芳係屬健保資料庫的早期使用者，運用資料庫得以系統性分析數據，
藉以驗證假設，並與國際相關研究主題進行跨國比較分析。在健保資料庫開
放前三年，即參與發表八篇國際學術期刊論文，截至目前已累積近三十篇利
用健保資料庫的論文發表，申請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亦多以健保資料庫
為研究資料。列舉幾篇較具代表性的論文為例，Patterns and costs of
antipsychotic drug use in Taiwan: 1997 to 2001 (Advances in Therapy, 2003, 20:6,
344-351.) 係計算抗精神病製劑（特別是新一代的製劑）的使用與醫療費用趨
勢，為我國健保總額支付制度下，有關新藥與新科技合理醫療資源配置的先
驅性研究；The ecology of mental health care in Taiwan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in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06, 33:4,
492-498.) 係根據 K.L. White 的 The ecology of medical care 模式，來瞭解臺灣
地區精神醫療的就醫生態，藉由民眾就醫行為網絡，有助我國精神醫療網的
建置及前瞻精神醫療政策的擬定；Application of concentration ratios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next-door" pharmacy in Taiwan (Clinical Therapeutics, 2006,
28:8, 1225-1230.) 使用廠商集中度為測量指標，闡述臺灣藥品市場的生態與競
合，為藥政管理領域重要論著；Application of a data-mining technique to analyze
coprescription patterns for antacids in Taiwan (Clinical Therapeutics, 2003, 25:9,
2453-2463.) 係將資料探勘的關聯性法則探勘應用於醫師處方行為的分析
上，醫療實務多係依循既定規則行事，少有探勘未知規則的研究視野，此篇
著作應是全世界此方面（醫師處方）應用的先驅研究，亦曾被多種領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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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所引用；Application of frequent itemsets mining to analyze patterns of
one-stop visits in Taiwan (PLoS ONE, 2011, 6:7, e14824.) 則係應用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分析臺灣健保體系內特殊的逛醫院現象。
有鑑於就醫的公平性為醫療政策重要的一環，改善城鄉差距、確保民眾
就醫的可近性，實為提昇國家醫療品質的基礎建設。爰此，近兩年的研究重
點在於分析臺灣醫療利用的城鄉差距，致力於找出城鄉差距的癥結，提出具
體的學術建議。已有三篇論文發表：The rural-urban divide in ambulatory care of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in Taiwan (BMC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2013, 13, 15.) 分析臺灣胃腸疾病門診治療的城鄉差距，Trend of urban-rural
disparities in hospice utilization in Taiwan (PLoS ONE, 2013, 8:4, e62492.) 分析
臺灣安寧病房使用的城鄉差距趨勢，Urban-rural disparity of generics
prescription in Taiwan: the example of dihydropyridine derivatives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2014, in press.) 分析臺灣學名藥處方的城鄉差距。
由於長期投入醫藥衛生政策研究，97 年時麗芳獲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BMC 衛生服務研究）期刊邀請擔任 Associate Editor，該期刊為 open
access 雜誌，係 BioMed Central (BMC) 出版社的重要期刊。BMC 是全世界本
世紀 open access 風潮的推手，目前屬於德國 Springer 出版集團。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在最近一年 JCR 2012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SCI 版 Health
Care Sciences & Services（衛生照護科學與服務）學門 82 本期刊中排名 37，
一年刊登 481 篇論文。麗芳擔任該雜誌的 Associate Editor 時，是臺灣唯一的
一位編輯。102 年麗芳亦為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eCAM，實證的補充與另類醫學）期刊邀請擔任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 包含所有非主流醫學的
醫術，如各國的草藥、民俗醫療、近代的音樂治療、藝術治療、能量治療，
其中以中醫藥為大宗，近年頗受歐美先進國家重視。CAM 中醫在西方為另類
醫學，在臺灣、中國、韓國、日本則為主流醫學之一，與西醫並行。eCAM
雜誌是 CAM 領域重要期刊，前兩三年都是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SCI
版 Integrative & Complementary Medicine（整合與補充醫學）學門排名第一的
期刊。藉由參與多本國際學術期刊的編輯工作，麗芳得以擴大國際社群網絡，
並將臺灣的學術成果與實務經驗分享給全世界，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
74

20.專研政府基金管理與高等教育財政，屢獲政府部會聘任為政策諮詢專家
當前大學校院經營的重大挑戰之一在於高教經費稀
釋、財務能力不足。惟身處全球化競爭時代，大學如何
在逆境中尋求突破與轉機，創造校務基金的永續經營，
符合社會大眾對大學的期待，為麗芳近年致力專研的重
點。基於經濟與財政的專業訓練，輔以對高教政策的長
期研究，麗芳屢受政府部門邀請於重要會議發表校務基
金專論，引領政策規劃方向。例如 100 年應教育部邀請，
於「100 年度全國大學校院經營管理研討會」對各大專
校院高階主管講述「校務基金經營管理與應用」
，深受好
評，繼而受邀發表於 100 年第 59 期「高教技職簡訊」高
教論壇，以廣為擴散。另於 102 年再受邀針對「校務基
金條例修正建議」撰寫專論，登載於 102 年第 82 期「高
教技職簡訊」高教論壇，以加速校務基金革新。
麗芳檢視 101 學年度 52 所國立大學校院之教學收入結構，學雜費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之 52 校平均比例為 59%、38%、3%。以 12 所
頂尖大學而言，亦存在相當差距，著重人文社會領域發展的政大，建教合作
（產學合作）收入比例相較為低，可強化學術軟實力與在地社會的連結，創
造知識加值。另麗芳接受教育部委託於 99 年進行合理學雜費研究，建議衡平
考量學生財務負擔與學校辦學成本，達成雙贏的高教環境，提昇高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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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101 年 52 所國立大學校院的收入決算數觀
察，來自政府補助與學雜費收入的平均比例為 78%，
來自五項自籌收入的平均比例為 22%。囿於國家財政
拮据，政府對高教補助實難增加，又近年學雜費凍
漲，以及五項自籌收入難以大幅擴增，校務基金年度
短絀已是校際普遍現象，101 年即有 42 所國立大學
呈現基金短絀，金額累計 54 億元，實為一大挑戰。

爰此，麗芳提出校務基金修法建議。首應增進校務基金財務績效責任，
加強校務基金營運的靈活度，提昇教育投入與產出的效率。各校當以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作為校務基金編製與營運之依歸，並定期公告財務報告，增進
校內教職員生與社會大眾的瞭解與支持。此外，校務基金收入來源有賴多元
活化，應鬆綁法令限制，創造自籌收入誘因；並強化國立大學內控機制，由
「環境控制、風險控制、程序控制、資訊控制、監管控制」等面向著手，落
實校務基金財務自主與績效責任，俾挹注高教經營的財源活水。
對退撫制度與基金
管理的特殊貢獻，麗芳於
103 年獲考試院銓敘部頒
發我國人事領域的最高榮
譽「一等人事專業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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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專業知識的社會影響力，提供「政府基金與經費管理」政策諮詢



教育財政與高教政策
行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教育政策諮詢會」委員
教育部「高等教育審議會」委員



人力資源政策
人事行政總處「軍公教待遇審議委員會」委員










政府退休基金管理
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顧問
勞委會「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委員
教育部「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監理會」顧問



綠色能源財經
經濟部「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會」委員
經濟部「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委員
經濟部「電價諮詢會」委員



科技發展與園區管理
國家科學委員會「園區作業基金監督管理會」委員





















醫務管理與醫藥經濟
衛生署「醫療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精算小組」委員
衛生署「健康照護基金管理會」委員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民健康保險安全準備管理小組」委員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市立醫療院所醫療基金監督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市立各醫療院所醫療基金監督管理委員會」諮詢顧問
社會保險與財務精算
勞委會「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委員
勞保局「勞工保險基金管理及運用諮詢委員會」委員
勞委會「就業保險費率精算」審查委員
內政部「國民年金保險精算審查小組」委員
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
主計總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設算制度諮詢小組」委員
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委員
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小組」委員
新北市政府「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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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校理念與抱負 (以三千字為限)

治校願景

傳承與創新

引領政大持續邁向頂尖

打造政大成為世界一流的人文創新國際大學
培養世界公民與未來社會領導人、建立亞太地區人文社科學術重鎮

多元開放校風
探究真理

崇尚自由

追求公義

校務核心主軸
人文關懷

專業創新

在地實踐

校務發展原則

卓越的專業領域

理論與實務兼顧

本土與全球接軌

厚實的基礎學門

教學與研究並重

國際視野

校務推動任務
提升
教學品質

引領
卓越研究

強化
國際連結

精進
校務治理

建構
永續環境

十大領航策略
1. 發揚政大根基，彰顯學術的社會影響力
2. 啟動人才專案，營造育才留才攬才的友善環境
 增加人才聘用彈性
 普遍調降授課時數
 延長限期升等年限
 試辦多元升等制度
 新增各類獎勵機制
3. 充實教研建設，啟動指南山莊開發與改善教研環境
4. 縮短學用落差，擴大業界實習與開闢青年三創園區
5. 強化產學合作，建置以大學為核心的區域創新系統
6. 佈局全球競爭，打造教育創新的國際高教特區實驗基地
7. 領航數位時代，建立人文創新的國際大學獨特品牌
8. 創新財務管理，開拓多元財源與提高自籌收入
9. 活化校友連結，建立同心圓互惠回饋機制
10. 提升行政效能，創造信任幸福的知識學習型組織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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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自民國 16 年創校以來，師生力行親愛精誠校訓，秉持知識報
國使命，扮演社會良心、導引社會創新；承羅家倫教育長訓勉，政大向以英
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為標竿，培育無數國家菁英。
時值在臺復校一甲子，除傳承優良學術傳統，更當以前瞻思維開創校務百年
發展大業，打造世界一流的人文創新國際大學。
名列我國頂尖大學，政大有責任對人類文明與社會進步做出具體貢獻，
成為時代的砥柱與創新的引擎。面對全球化、高齡化、少子女化、環境永續
與數位匯流等挑戰，政大應帶領社會解決未來問題，以創新教學、前瞻研究、
在地實踐，建構知識基地與創新平台，打造華人地區人文社科學術領導樞
紐，讓政大成為臺灣看見世界的眼睛、通往未來美好社會的橋樑。
長期以來，臺灣科研發展與資源配置偏重自然理工，然而，單有科技進
步並無法保證為人民帶來幸福。人文創作、科技發展、制度創新是社會發展
的三大基石，不可偏廢。政大當秉人文創新思維開展校務，以人為本、在地
創新、共創價值，以知識為經、實踐為緯，勾勒未來生活藍圖、發展獨特創
新模式、鼓勵大眾共同參與，讓政大成為國家進步與人民幸福的動力。
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躍登社會發展的結構中心，知識影響力與學生競
爭力是大學重要指標。政大應堅持多元開放的校風，鼓勵師生探究知識真
理、崇尚學術自由與大學自主，發揮知識份子的公共角色，追求公民社會的
公與義，篤行知識的創造、轉換與傳播，樹立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典範。
人才是政大最寶貴的資產，未來要深化博雅創新的大學教育與問題解決
導向的專業教育，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未來社會領導人；更要厚植人才沃
土，形塑合作氛圍、建立分享平臺，不僅孕育大師、建立政大學派，更當觀
照年輕新銳，使其蓬勃開展學術生涯，成就每一位政大人都是頂尖人才。
校務發展將戮力學術深耕、資源整合與自我超越，俾提升教學品質、引
領卓越研究、強化國際連結、精進校務治理與建構永續環境。更要連結校友
與外部資源，攜手邁向創新成長、永續成長與包容成長，以獨特的政大品牌
行銷全世界，創造新時代的政大價值。
身處全球化競爭及高教資源緊縮的巨浪中，政大亟需掌握自身特色，開
創校務發展新藍海。展望未來，將傳承校務厚實根基，啟動十大領航策略，
以人文創新優勢，領航臺灣、揚名亞洲、立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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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揚政大根基，彰顯學術的社會影響力
政大關心人類文明進步與社會創新，建立在地觀點、立足國際社群，追
求頂尖卓越、並重視學術的社會影響力 SCI（Social Contribution Impact）。
應尊重不同學門領域的學術價值與特色發展，除期刊論文外，鼓勵專書撰
寫、個案研究、經典譯注、藝術創作、資料庫建置、政策論著等多元學術成
果，並同步檢視升等、評量與獎勵制度。
2. 啟動人才專案，營造育才留才攬才的友善環境
人才是政大最寶貴的資產，需厚植人才沃土，激發學術熱情，提升教研
產能。將凝聚校內共識：增加人才聘用彈性；精實系所課程，普遍調降每週
基本授課時數 2 小時；延長新進同仁限期升等年限 1-2 年，豐富學術著作的
深度與廣度；試辦多元升等制度，讓不同專長適才發揮；新增教學/服務特
聘教授（研究員）、年輕優秀人才獎勵等，以鼓舞工作士氣。
3. 充實教研建設，啟動指南山莊開發與改善教研環境
政大教研空間不足，11 公頃的指南山莊校地是新契機，將連結多元資
源，啟動指南山莊開發，帶動理學院館、傳播學院館的興建及文學院、外語
學院、國關中心的空間再利用。進行法學院館興建、體育館整修、公企中心
改建及學生活動中心興建，八校聯盟的國際創意生活城將是新亮點。
4. 縮短學用落差，擴大業界實習與開闢青年三創園區
為增強學生就業競爭力，將增加業界實習機會（由 10％畢業生逐年提
高至 20%），並鼓勵青年創作與開闢青年三創（創意創新創業）園區。將建
置青年共用創業空間(Coworking Space)，提供種子基金，鼓勵「一張桌子就
能創業」。強化三創教育與職涯輔導，提高輔系、雙主修與跨院學程的學習
機會，邀請校友及社會賢達擔任導師，帶領學生自信地踏上創業舞台。
5. 強化產學合作，建置以大學為核心的區域創新系統
政大將建置以大學為核心的區域創新系統，鼓勵服務學習與在地實踐，
將知識回饋社會，帶動區域再生。對內將強化問題導向的課程設計與研究議
題，建立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對外將以社會為生活實驗場域，連結產
業、社區、第三部門及地方政府，打造創意城鄉，建立產學合作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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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佈局全球競爭，打造教育創新的國際高教特區實驗基地
自由經濟示範區正式納入教育創新。政大將掌握先機，積極與國際知名
大學合作辦學；可朝合設分校或合開學院、學程、在職專班、夏日學院佈局，
亦可開辦企業大學、國際文官學院、國際經貿談判學院、華語文及漢學學院、
數位傳播學院、第三部門學院或亞太學院等，從點線面立足世界。
7. 領航數位時代，建立人文創新的國際大學獨特品牌
全球化與數位時代，人才移動跨越國界，教學場景走出教室。政大將從
未來想像教育出發，以傳播創新為媒介引擎，融合國際事務、多國語言、文
化創意、創新創造力、區域研究、數位人文等強項，建立國際大學獨特品牌，
吸引全球菁英聚集，激發學生國際移動力與教師跨國合作能量。
8. 創新財務管理，開拓多元財源與提高自籌收入
校務經營與教研建設首重財源籌措，將由節能減碳、經濟規模節流，並
積極開拓財源：鼓勵各界認養栽培校園明日之星（每年 100 人）；規劃校園
衍生企業；擴大薪傳獎助學金，照顧弱勢學生；增加產學合作、推廣教育與
政大出版社收入；創造感人標的以激發捐款；整合大型專案爭取補助；提高
境外生及在職專班學費等。並強化財務管理及內控機制，落實財務績效責任。
9. 活化校友連結，建立同心圓互惠回饋機制
政大是社會領導人培育搖籃，12 萬名校友遍佈全球。將強化校園資訊
交流、提供多元服務與活動參與，喚起校友對母校鮮活的記憶，讓新增印記
與美好回憶不斷發酵，擴散至第二代、第三代。同時，導入校友能量，協助
校務建設、薪傳學思經驗，凝聚恆久的向心力。
10. 提升行政效能，創造信任幸福的知識學習型組織典範
政大是個有機體，串連教職員生及校友，將建立以人為本的知識學習型
組織典範。給予同仁更多進修機會與升遷管道，維護各項權益與福利，以信
任、授權與激勵，自發提升行政效能。同時，提高服務品質，簡化行政與會
計程序，提高議事效率，提供多元藝文與運動保健，建立對話平臺，打造政
大成為溫暖的家，讓每位政大人得以安身立命，在工作中實現自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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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承諾
一、本人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所列各項情事，並已充分瞭解政大校長遴選相關規定
同意擔任校長候選人。
二、本人同意於應聘為政大校長前，放棄黨政職務。
三、本人所提供之學經歷資格證明文件均正確無誤，如有不實，責任自負。
四、本人同意姓名、年齡、國籍、學歷及經歷等基本資料得用於本次校長遴選作業之需。

承諾人：
103 年 3 月 29 日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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