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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國際知名大學往往要歷經上百年的
風華淬煉，方能彰顯其思想的博大精深、
對人類文明的具體貢獻以及對社會發展
的深遠影響。 

 政大自民國16年創校以來，歷經改制與
遷校，民國43年在臺復校，逐步蓬勃發
展。今年適逢在臺復校一甲子，即將邁
向百年大學新里程。 

 站在政大歷史發展的分水嶺，此刻，全
體師生自當回顧過去、檢視現在、展望
未來，沈澱再出發，並堅持理想，走一
條政大獨特的卓越道路。 

 
3 圖片來源：政治大學秘書處 

政大的使命 (1/3) 

扮演社會良心、導引社會創新 



 「這偉大的時代需要我們有力的思想、有力的行為、               

有力的生命。」  引自羅家倫先生《新人生觀》民國31年 

 羅家倫教育長強調，培養領導人才與建設現代化大學，
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任重道遠。政大當培養掌握歷史脈
動、結合時代需要，兼具人文關懷、民主素養的人才。 

 羅家倫教育長期勉政大，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
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為標竿，培育國家菁英。 

 

政大的使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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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來源：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開幕時間:103年4月22日 

  光緒23年 – 

民國58年 

志希樓 
早年為圖書館 

目前為理學院 

羅家倫先生，字至希，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 

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 



成為臺灣看見世界的眼睛、通往未來美好社會的橋樑 

 作為一所頂尖大學，政大有責任對人類文明、社會
進步做出具體貢獻，成為時代的砥柱、創新的引擎。 

 面對全球化、高齡化、少子女化、環境永續、數位
匯流等挑戰，政大應帶領社會解決未來問題，為年
輕人帶來希望，為人民帶來幸福。 

 政大當以創新教學、前瞻研究、在地實踐，建構知
識基地與創新平台，培養未來社會領導人，打造華
人地區人文社科學術領導樞紐。 

 發揚人文創新精神，以人為本、在地創新、共創價
值，發揮知識的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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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的使命 (3/3) 



全球化競爭與知識經濟時代，人才為國家發展與社會
進步的核心動能，鄰近國家已展開國際獵才行動，挹
注大量經費資源，造成人才磁吸效應。 

產業升級轉型、社會快速變遷及論文發表掛帥的推波
助瀾，出現「學用落差」與「人才供需失衡」，到處
充斥「人找不到事、事找不到人」的矛盾現象。 

數位資訊匯流，翻轉教室來臨，應先勾勒未來社會的
可能樣貌，形塑未來大學的運作輪廓，模擬未來教與
學的演化軌跡，方能培養未來社會所需人才。 

高教資源稀釋與緊縮，財務經費困窘，衝擊校務發展。 

大學發展需與社會脈動、在地生活緊密連結，頂尖大
學的定位與角色有賴嚴肅面對與真誠回應。 

政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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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理由 
1.取之政大、回饋政大，以感恩的心為政大大家庭服務 

   在政大服務逾20年，希望延伸政大親愛精誠的向心力，發揮大手牽小手的  

   精神，讓每一位來到政大的夥伴，都能以政大為家，與麗芳一樣，在政大 

   安身立命，在政大找到學習、學術與工作的價值，在政大展翅遨翔。 

2.以一步一腳印的踏實行政軌跡，延續發揚政大輝煌傳統 

   常有同仁關心：「行政服務很辛苦，不覺得累嗎？怎麼還能甘之如飴？」   

   在行政服務中，一步一腳印地踏實走來，麗芳逐漸參透「施與受的幸福循 

   環」，始終懷抱對政大永不止息的熱忱，期盼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3.臺灣高教正處轉捩點，政大亟需嫻熟高教政策的舵手接棒 

   開創新藍海 

   面對劇烈的高教環境變化，政大正處於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轉捩點， 

   航行在全球競爭與資源緊縮的高教風浪中，亟需一位嫻熟高教政策的舵手 

   接棒，開創校務發展新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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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學士 

 國立陽明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士 

 教育部 碩士後赴歐公費留學考試 

 德國基爾Kiel大學 財政學暨社會政策研究所 博士 

 

重要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系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 副院長 

 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副總經理（借調） 

 國立政治大學 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 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學術經歷 
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健康與社會 

 保險專刊 

 保險實務與制度 

 醫務管理 

 經濟研究 

 人口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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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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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行政總處「軍公教待遇審議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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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科學委員會「園區作業基金監督管理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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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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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委會「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委員 
 勞委會「就業保險費率精算」審查委員 
 勞保局「勞工保險基金管理及運用諮詢 
 內政部「國民年金保險精算審查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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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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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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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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校理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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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校理念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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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領航策略 (1/10) 

1.發揚政大根基，彰顯學術的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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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關心人類文明進步與社會創新，重視建立在地觀點、取得
學術話語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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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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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資料庫建置、個案研究、
經典譯注、藝術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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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思想 

文化 

制度 

政策 

創作 
影
響
力 

學術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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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不同階段教研人員釋放能量，提升教學品質與學術成果。
營造友善環境、鼓勵團隊合作、 積極整合資源、 主動搭建舞台，
讓每一位同仁各美其美，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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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校內共識，儘速啟動人才專案 

增加人才聘用彈性，支持院系所中心發展 

盤點與精實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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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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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679人 

教授 298人 

副教授 217人 

助理教授 141人 

講師 23人 

研究人員 37人 

研究員 15人 

副研究員 9人 

助理研究員 13人 

表：政大103年3月現有員額 

註：另有約聘教學人員18人、 

        約聘研究人員1人。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人事室 

 十大領航策略 (2/10) 



3.充實教研建設，啟動指南山莊開發與改善教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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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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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館的興建規劃，擴及
國關中心空間再利用。 

 進行法學院館興建、 

公企中心改建、體育館
整修、學生活動中心規
劃等。八校聯盟的國際
創意生活城將是教育創
新的獨特亮點。 

圖片來源：吳思華校長，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發展報告（2013.09.12）。 

 十大領航策略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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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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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進輔導團隊，鼓勵「一張桌子就能創業」。 

 導入公企中心創立方的成功模式，建立青年創業家培育樞紐，
讓多個創業團隊在同一開放空間工作，激發創意潛能，協助年
輕人將創意點子，化為具體創業行動。 

 強化三創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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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賢達擔任導師，帶領學生自信地踏上
創業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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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領航策略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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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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領航策略 (5/10) 



6.佈局全球競爭，打造教育創新的國際高教特區實驗基地 

 自由經濟示範區納入教育創新，政大將掌握先機，率先推動。 

 積極與國際知名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朝合開學院、學程、
在職專班、夏日學院佈局，亦可開辦國際文官學院、華語文
及漢學學院、數位傳播學院、亞太學院、中東與中亞學院等。 

 主動與國際一流企業或非營利組織合作，串連人文、科技、
產業、智財，形成完整的知識價值鏈與創意加值鏈。可開辦
企業研究院、國際企業大學、第三部門學院、國際經貿談判
學院、國際教育中心、青年共用創業空間等。 

 引領八校聯盟推動國際創意生活城，融合國際、創意、大學
城三大元素，落實教育國際化，體驗學習生活化，可作為教
育創新的高教特區示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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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領航策略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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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爭力是大學
發展致勝關鍵。 

 政大具備廣博與厚實的外語優勢，開設多元語言課程近30種
語種，如英、日、德、法、西、俄、土、阿、韓、越、馬、
泰、捷克、波蘭、葡萄牙、拉丁、義大利、古希臘、希伯來、
波斯、非洲斯瓦希里、維吾耳、滿、蒙、藏等，多元語言結
合跨國文化，成為臺灣最重要的外語戰略人才培育基地。 

 政大有完整的人文社科領域，將以中華文化為基磐，從未來
想像教育出發，以傳播創新為媒介引擎，融合多國語言、國
際事務、國際關係、文化創意、創新創造力、區域研究、數
位人文、華語文教學等強項，發揮人文創新優勢，以專業知
識建構世界網絡，建立獨特的國際大學品牌。 

 吸引全球菁英聚集，激發學生國際移動與教師跨國合作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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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領航策略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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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產學合作、推廣教育、政大出版社收入 

 敘說動人的政大故事以激發捐款 

 整合大型專案爭取公私部門補助 

 鼓勵各界認養學術資料庫與圖書期刊 

 規劃校園衍生企業 

 鼓勵各界認養栽培校園明日之星 /每年100人 

 擴大薪傳獎助學金，照顧弱勢學生 

 強化財務管理及內控機制 

 落實財務績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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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領航策略 (8/10) 

海報來源：政治大學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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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撼動周遭關心政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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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校友網絡，建立雙向的同心圓互惠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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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酵、擴散 

 十大領航策略 (9/10) 

美好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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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酵、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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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教職員工生及校友， 

     將建立以人為本的知識學習型組織典範 

 給予更多進修機會與升遷管道 

 盡力維護各項權益與福利 

 提供多元藝文與運動保健 

 信任、授權與激勵，自發提升行政效能 

 提高服務品質，簡化行政與會計程序 

 加強溝通，凝聚共識，提高議事效率 

 建立對話平臺，暢通意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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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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領航策略 (10/10) 

公企中心勇奪行政院人力創新獎 



高教觀點 
 高教，學術外 別忘社會責任 

 歐洲人文社會領域發展趨勢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啟示 

 ESI 扭曲人文社科在地連結 

 政治大學對台灣 ESI 大學排名的七大回應 

 頂尖大學的意義與反思 

 人文社會科學產學合作新價值 

 提升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能量六大訴求 

 大學驅動的區域創新系統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經營與管理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經營管理與運用 

 校務基金條例修正建議 

 教育資本投資 改善所得分配之政府作為 

 我國大學永續校園與再生能源利用 

 政大公企中心建立菁英搖籃標竿地位 

 政大創新研發展現軟實力 
詳細內容請參閱參選專區： 

http://green.nccu.edu.tw/l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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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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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目錄請參閱參選專區：  http://green.nccu.edu.tw/l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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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服務事蹟 (1/5) 

25 

考試院銓敘部張哲琛部長於103

年3月7日將我國人事領域的最高
榮譽「一等人事專業獎章」頒贈
給本校周麗芳教授，表揚其對我
國公務人員退撫制度的特殊貢獻 

獲頒我國一等人事專業獎章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校園新聞報導 

http://www.nccu.edu.tw/news?id=531d69e71d41c84a8e000013 



學術服務事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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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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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靜吉講座教授鼓勵青年追夢 

聖嚴法師支持「政大法鼓人文講座」 

願景2025 



學術服務事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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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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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服務事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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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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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服務事蹟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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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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reen.nccu.edu.tw/lifang/ 
 校長參選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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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追求的頂尖 

不是冰冷的數字、虛幻的排名 

而是點燃學術熱情、發揮知識的影響力 

讓社會看見希望、讓年輕人看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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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誠摯邀請惠賜寶貴意見，攜手讓政大持續邁向頂尖   

           

  聯絡麗芳 

  電話：29393091分機50944               傳真：29390074 

  辦公室：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南棟9樓  社科院財政學系 

  電子郵件信箱：lifang@nccu.edu.tw 

  

  參選專區：http://green.nccu.edu.tw/lifang/ 

  個人網頁：http://pubfin.nccu.edu.tw/faculty/lif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