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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治校理念與領航策略 
 

 

政治大學是一所具有獨特性格的頂尖大學，我們堅持人文精神，強調以

多元學術型式紀錄與詮釋人類文明進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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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知識影響力，讓社會看見希望、

讓年輕人看到未來。面對大環境的變遷與挑戰，政大需採「同中求異、異中

求同」的雙軌佈局，俾達到學習、教學與研究的領先地位。 

在同中求異方面，秉持多元開放校風，厚植人才培育沃土，鼓勵多元學

習、多元歷練、多元發揮，藉由博雅創新的多樣化大學教育與問題解決導向

的專業教育，促進創意想像的實踐，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社會領導人。同時，

不傴要強化既有研究強項，更要鼓勵師生探索新興研究議題，從包容凝聚的

世界觀出發，兼顧新興國家與第三部門，以前瞻思潮引領國際學術社群。 

在異中求同方面，政大是一個有機體，要發揚誠樸的學術傳統與人文氣

息，廣納世界各地菁英，以創造知識、傳授知識與應用知識為共同志業。對

內，要建立學術對話帄臺、完備激勵機制，不傴孕育大師，更要提攜年輕新

銳，使其蓬勃開展學術生涯，成尌每一位政大人都是頂尖人才。對外，應積

極拓展跨國與跨校聯盟，分享學術資源，發揮互補效益，提升整體競爭力。 

隨著亞洲崛貣，臺灣躍升世界進軍亞太市場的樞紐。政大應發揮軟性經

濟創新優勢，以中華文化底蘊鑲對世界文明輝光，融合人文與科技，形塑創

意、創新、創業的知識價值鏈，發揮專業的軟實力，佈建全球合作網絡，形

塑國際知識園區，帶動高等教育輸出，打造世界一流的人文創新國際大學。 

身處全球競爭及高教資源緊縮的風浪中，政大亟需掌握關鍵特色，啟動

十大領航策略，以真誠、用心、開創、實踐的精神，不斷自我超越，迎向校

務治理新藍海，讓知識發揮入世的作用，為社會帶來正向的改變力量，並以

教育創新的國際品牌行銷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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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揚人文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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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發揚人文精神，引領學術風潮，建立

在地觀點、立足國際社群。不傴追求頂尖卓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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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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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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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積極整合資

源，協助不同階段教研人員發揮潛能。當凝聚校內共識：增加人才聘用彈性；詴

辦多元升等制度，讓不同專長適才發揮；增聘師資員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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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教學/服

務特聘教授（研究員）；規劃副教授休假研究；新增年輕優秀人才獎勵。期導入

多元激勵機制，鼓舞工作士氣。 

3. 完備教研環境，啟動指南山莊開發與改善教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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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中心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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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強學生尌業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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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一張桌子尌能創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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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社會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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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智財管理，建立完整的知識創新

價值鏈。對外將以社會為生活實驗場域，建置跨領域、跨專業合作帄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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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經濟示範區納入教育創新，政大將掌握先機，積極與國際知名大學合

作，可合開學院、學程、在職專班、夏日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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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主動與國際標

竿企業或非營利組織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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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學習無遠弗屆，政大已開設近 30 種多元語種，結合跨國文化，是臺灣

最重要的外語戰略人才培育基地。將以中華文化為基磐，扎根世界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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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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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獨特的國際大學品

牌。不傴吸引全球菁英，更將激發學生國際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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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學術資料庫與圖書期刊；

規劃校園衍生企業；增加產學合作、推廣教育與出版社收入；敘說動人故事以激

發捐款；整合大型專案爭取外界補助；擴大薪傳獎助學金，照顧弱勢學生；提高

境外生及在職專班學費；強化財務管理及內控機制，落實財務績效責任。 

9. 活化校友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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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活化校友網絡，建

立雙向的同心圓互惠回饋機制。提供多元服務與活動參與，喚貣校友對母校的鮮

活記憶，讓新增印記與美好回憶不斷發酵，擴散至第二代、第三代，進而撼動周

遭關心政大的人。並導入校友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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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對話帄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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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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選理由 

 

1.懷抱人文夢 再接再厲讓政大為社會帶來正向的改變力量 

環顧近年臺灣社會，經濟成長與人民幸福感不同步，學用落差普遍、人

才供需失衡、青年失業充斥、國際競爭環伺，社會大眾徬徫苦悶。太陽花學

運、北捷殺人事件、高雄氣爆等，更接續為浮動的社會情緒增添新的激盪。 

新時代的大學有責任發揮專業力量，帶領社會迎戰未來。社會是一個有

機體，單有科技突破並無法保證為人民帶來幸福，人文創作、制度創新、科

技發展是社會進步的三大基石，不可偏廢。政大向為人文社會領域學術重鎮，

自當格物致知、理性思辨，淬練學術見解，提出前瞻思潮，作為時代指針，

帶動社會創新。 

我們要發揚人文精神，為這塊土地作研究，不止聚焦現在，更要縱觀過

去的歷史軌跡，演繹出未來可能的生活脈絡，帶領臺灣尋找蛻變機會，為國

家蓄積躍升動能。人文關懷除了體現在人文素養教育的落實外，更要強化生

活學習與服務學習，強化大學與社區、國際的連結，鼓勵師生走入人群，關

心他人的需要，並從中看見自己的責任。 

政大當發揮學術強項，搭建跨領域、跨專業合作帄臺，以人為本、在地

創新，勾勒未來生活樣貌，建構高關懷的社會系統、高品質的生活環境、高

創意的工作機會、高附加價值的經濟活動，協助民眾重建信心，帶給青年圓

夢希望。麗芳願以踏實的耕耘與堅定的決心，攜手教職員生，再接再厲，讓

政大為社會帶來正向的改變力量。 

2.取之政大、回饋政大 以感恩的心為政大大家庭服務 

民國 82 年，麗芳結束教育部公費留學德國博士學業，旋即返國投入政大

大家庭，於財政系任教迄今 20 個寒暑。感念 張京育校長及系上師長的肯定

與聘任，讓麗芳得以進入全國第一品牌的人文社科學術重鎮與財政系服務，

與大師鴻儒為伍，沈浸知識真理探究，除倍感榮耀，更矢志擔負傳道、授業、

解徬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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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進任教期間，感謝前輩師長不厭其煩地指導與提攜，讓麗芳得以快

速熟悉校園環境與學術體制，承襲政大優良的學術傳統與人文氣息，學習如

何成為一名踏實與真誠的學者，除了兢兢業業準備教學，更多方汲取學術養

分，參與跨領域研究團隊，恣意揮灑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政大的多元包容、

學術自由與研究自主，讓麗芳得以淬煉與堅實，逐步找到自己的學術方向，

從中深耕並漸漸收穫。 

二十年來教學相長，看到學生學習的蛻變與成長，麗芳同感欣喜。一批

批的學生，以他們的青春探尋知識的真諦，並以無比的活力模鑄政大成為心

靈長青的創意殿堂。年復一年的文化盃合唱比賽期間，寧靜的政大夜空，繚

繞著校歌聲「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我們尌是管理眾人之事的人...」；同學們

豪氣萬千，迫不及待地希望服務人群一展長才，每支隊伍都是獨一無二的，

傳唱著屬於自己的夢想與渴望。 

時光荏苒，麗芳已由 20 年前那位新進教師躋身資深人員，對政大這份栽

培情，麗芳永懷感恩心。人才是政大最寶貴的資產，麗芳不只愛護學生，也

關懷教職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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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這份「取之政

大、回饋政大」的單純感恩心，讓麗芳有無比勇氣，挺身而出為政大大家庭

服務。麗芳將傳承與創新，讓摯愛的政大持續邁向頂尖。 

3.以一步一腳印的踏實行政軌跡 延續發揚政大輝煌傳統 

教學、研究、服務是大學教師的核心任務。麗芳與多數年輕教師一樣，

新進期間偏重教學與研究，用教學回饋研究的論證，以研究豐富教學的視野。

感懷資深師長的包容與無微不至的行政服務，友善的學術環境讓麗芳得以涵

養知識並順利通過教授升等。 

升等伊始，麗芳始終不敢或忘飲水思源，爰懷抱熱忱戒慎恐懼接棒行政

服務的重責，先後擔任財政系主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公共行政及企業管

理教育中心（公企中心）主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等多項職務。歷經系級、

院級與校級的完整行政磨練，麗芳深深體會「行政服務是一門專業」。有別於

教學與研究，行政服務多仰賴做中學，需藉實務過程累積經驗與智慧，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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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融的協調力與堅毅的執行力，尤其行政服務不能單打獨鬥、主張個人主義，

而當強調團隊合作、培養和諧默契、共同完成組織的使命。 

在每個行政崗位上，麗芳皆用心構思組織傳承與創新之道。任職財政系

主任期間，有感於國內財政系的發展優勢逐漸褪去，遂積極延攬優秀人才、

豐富教學廣度，並加強跨系所合作、提高學生多元能力。更邀請陳聽安名譽

教授、徐偉初教授共同召集全國大專校院財政系所會議，發貣成立中華財政

學會，建立產官學合作帄臺，前瞻規劃學門發展方向，並開創財政證照制度，

致力推動兩岸及國際的學術交流，促進國家財政健全發展，提升財政領域的

競爭力。 

任職公企中心主任期間，麗芳帶領全體優秀同仁勇奪行政院「2007 年人

力創新獎」，為所有獲獎團體中唯一一所大專校院，擦亮公企中心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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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專業知識的社會影響力。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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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以人為本的生醫科技發展藍圖。因

應資訊時代，積極發展網路學院、推廣終身學習，穩固臺灣基磐、開拓國際

市場；創新規劃各類學分專班與專業課程，培育無數高階文官與企業領導人

才。更在外語學院與教育部北區外文中心的支持下，開啟單一推廣教育機構

提供二十種外語課程的實績，廣佈國家外語戰略人才。 

任職研發處研發長期間，麗芳於校內外大力呼籲重視人文社科的社會影

響力、建立產學合作新價值、尊重各學門領域多元學術特色，並與研發處全

體優秀夥伴戮力扮演教研同仁的堅強後盾，促進研究成果的質量提升。內部

配套措施上，積極革新研發制度，建立單一窗口提升服務效率，建置多元研

究補助與獎勵機制，提升整體學術能量與社會貢獻；積極鼓勵撰寫專書，流

傳思想脈絡，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拓展多元國際連結管道，協助師生參與國

際社群與跨國合作，提高國際競爭力；建置學術交流帄台，薪傳學思歷程與

研究經驗，三年內開辦「政大研發論壇」逾百場，聚焦創新研發、國際研發、

智財研發與青年領袖研發四大系列，在校園中灑播研發種子，滋養學術沃土，

萌長知識的豐碩果實。 

在外部資源爭取上，麗芳曾規劃提供種子基金，有效媒合研究人才，啟

動智財藍海策略，搭建產學合作橋樑，洞見前瞻議題、整合跨界資源，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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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達到產學成果大躍進，以政大品牌成功設置國科會「歐盟安全主題國家

聯絡據點 NCP」、順利爭取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第二外語研究資源

建置計畫」、統合執行經濟部「願景 2025：打造台灣產業未來力計畫」，並與

理學院顏乃欣副院長共同籌組政大陽明團隊，順利設置國科會「臺灣心智科

學腦造影中心」及充實腦造影儀器等。前述大型學術專案，不傴為社會帶來

深遠的前導力量，更為政大挹注可觀研究經費。以民國 98 年而言，帶動逾 9

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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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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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走在校園裡，一位博士生迎面跑過來，開心分享：「研發長，謝謝你。我

剛獲得國科會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補助，可以無後顧之憂好好完成論文

了。都要歸功研發處舉辦青年領袖研發論壇，藉由好多場次的經驗傳習，讓

我知道如何著手準備。這次，我真的做到了。」除了誠摯地道賀，麗芳向這

位博士生請求，「請你務必再來參加研發論壇，不過，這次不再是坐在臺下當

聽眾，而是走上舞臺當主角，請務必將這份幸福歷程擴散出去，讓更多人受

惠」，這位博士生高興地允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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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懷抱永不止息的熱忱，如能接棒傳遞對政大的熱愛，定當發揚政

大輝煌傳統，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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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競爭與知識經濟時代，各國皆視人才為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核

心動能，競相展開國際獵才行動，挹注大量經費資源，希冀爭取優秀人才，

互補原有人力專長，激發更大的研發效益與經濟產能。檢視鄰近國家，已先

後推出大型攬才專案與優惠獎勵措施，造成人才磁吸效應。 

反觀我國高教環境，大學校院過度擴增，由民國 70 年的 104 校增加至民

國 102 年的 163 校，嚴重稀釋高教資源、影響辦學品質，又在產業升級轉型、

社會快速變遷及論文發表掛帥的推波助瀾下，出現「學用落差」與「人才供

需失衡」的問題，到處充斥「人找不到事、事找不到人」的矛盾現象，大學

發展似與社會脈動漸行漸遠，頂尖大學的定位與角色屢受社會質疑，此乃政

大亟需嚴肅面對與真誠回應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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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社會各界對我國人才議題的憂心，民國 102 年，教育部公布「人才

培育白皮書」，旋即由人事、經費、經營、人才、教學五大面推出 46 項高教

鬆綁措施，期落實大學自主、多元卓越與永續經營，帶動高教轉型與突破。

核心重點包括鬆綁教師升等制度、放寬教師兼職持股規定、鬆綁校務基金制

度、規劃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鼓勵學校建置學生創業帄台、鬆綁外國教

師聘用、開放國內跨校雙聯學位、取消境外專班限制等。行政院亦於民國 102

年底拍板「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正式納入「教育創新」，希冀活絡當前高

教發展環境。政府各部會推陳出新的高教變革，勢將影響各大學未來發展，

爰此，政大亟需一位嫻熟高教政策的舵手接棒，開創校務治理新藍海，引領

政大持續邁向頂尖。 

麗芳長期關心高教政策、人才培育與教育財政，並力行社會實踐，擔任

過行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委員以及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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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等，蓄積高教政

策與經費管理的宏觀視野與豐富經驗。自民國 99 年貣，麗芳亦主持教育部「彈

性薪資專案辦公室」，致力育才留才攬才的高教創新，為能完備法規典章，更

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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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教育部邀請，麗芳多次於「全國大學校院經營管理研討會」與「高教技職

簡訊」發表專論，分享校務基金經營管理、人才延攬與留任的學術觀點與修

法建議。 

為廣徵大專校院第一線服務同仁對高教人才議題的看法，麗芳於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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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次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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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次

論壇有效暢通學界與教育部的雙向交流管道，諸多建議被教育部參採回應。 

為進一步瞭解校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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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自民國 101 年 10 月貣，舉辦三場「大學人才延

攬及留任策略座談會」；討論主題含括如何形塑友善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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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改善大專校院彈性薪資制度？匯聚教研同仁的寶貴建言後，麗芳除敦請校

方詳加研處，並適時向教育部表達，希望讓高教學術環境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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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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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歷任校長的前瞻引領及全體教職員生的耕耘奉獻，已為政大奠定宏

偉的基業、創建輝煌的招牌。值此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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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芳將傳承校務厚實根基，與全體教職員生攜

手同心，推動十大領航策略，發揚人文精神，真誠耕耘、開創新局，打造成

大成為「改變社會、轉動世界的國際一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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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術經歷 

 

通訊資料 

周麗芳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政治大學財政學系特聘教授 

電話：29393091 分機 50944 

傳真：29390074 

電子信箱：lifang@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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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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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證書 字號：011242             貣資年月：90 年 2 月 

現
職 

服務機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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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院  系  所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年月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學士 74 年 6 月 

國立陽明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士 76 年 6 月 

德國基爾大學 

(Christian-Albrechts- 

Universita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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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要
經
歷 

 

服務機關學校 職稱 專兼任 任職貣迄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兼任 
97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及企業管

理教育中心主任 
兼任 

95 年 8 月至 

97 年 7 月 

國立政治大學 
附設公務人員教育

中心主任 
兼任 

95 年 8 月至 

97 年 7 月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 

副院長 
兼任 

93 年 8 月至 

94 年 6 月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綠色能

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 99 年 8 月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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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貣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副教授 專任 
82 年 8 月至 

90 年 1 月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兼任 
92 年 8 月至 

93 年 7 月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副教授 兼任 
89 年 8 月至 

90 年 7 月 

mailto:lifang@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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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財政學研究所 

副教授 
兼任 

83 年 8 月至 

89 年 7 月 

私立中國醫藥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講師 兼任 
76 年 8 月至 

78 年 7 月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助教 專任 
76 年 8 月至 

77 年 7 月 

國立陽明醫學院 社會醫學科助教 專任 
75 年 8 月至 

76 年 7 月 

社會服務： 

行政院 
教育經費基準委員

會委員 
兼任 

102 年 4 月至 

102 年 12 月 

教育部 
教育政策諮詢會 

委員 
兼任 102 年 11 月貣 

教育部 
高等教育審議會 

委員 
兼任 102 年 6 月貣 

教育部 
教育經費分配審議

委員會委員 
兼任 

102 年 1 月至 

102 年 12 月 

教育部 
私立學校諮詢會 

委員 
兼任 

98 年 5 月至 

10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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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 101 年 1 月貣 

教育部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

興學基金會監察人 
兼任 100 年 9 月貣 

教育部 
彈性薪資 

專案辦公室主持人 
兼任 99 年 7 月貣 

教育部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

人才培育資源中心

主持人 

兼任 
101 年 1 月至 

102 年 12 月 

教育部 

國際創意生活城先

期規劃構想計畫 

協同主持人 

兼任 102 年 5 月貣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園區作業基金 

監督管理會委員 
兼任 102 年 5 月貣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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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 
100 年 1 月至 

102 年 12 月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軍公教待遇審議 

委員會委員 
兼任 101 年 5 月貣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人力資源發展 

委員會委員 
兼任 

95 年 12 月至 

9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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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人力資源發展 

諮詢小組委員 
兼任 

97 年 1 月至 

97 年 6 月 

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審查會委員 兼任 100 年 8 月貣 

經濟部 電價諮詢會委員 兼任 
101 年 5 月至 

101 年 8 月 

經濟部 
電力及天然氣 

價格諮詢會委員 
兼任 

98 年 5 月至 

101 年 5 月 

經濟部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

費率審定會委員 
兼任 

98 年 9 月至 

101 年 8 月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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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 
98 年 7 月至 

99 年 6 月 

行政院 
社會福利推動 

委員會委員 
兼任 

95 年 7 月至 

97 年 6 月 

內政部 
國民年金保險精算

審查小組委員 
兼任 

100 年 10 月至 

102 年 9 月 

財政部 
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

及管理作業小組委員 
兼任 

100 年 3 月至 

102 年 3 月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工退休基金 

監理委員會委員 
兼任 96 年 6 月貣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工保險 

監理委員會委員 
兼任 

93 年 7 月至 

99 年 6 月 

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副總經理 專任 (借調) 
94 年 6 月至 

95 年 6 月 

衛生署 
全民健康保險 

精算小組委員 
兼任 

93 年 7 月至 

98 年 12 月 

衛生署 
全民健康保險 

監理委員會委員 
兼任 

96 年 3 月至 

101 年 12 月 

衛生福利部 
全民健康保險安全

準備管理小組委員 
兼任 

102 年 7 月至 

104 年 7 月 

衛生福利部 全民健康保險會委員 兼任 102 年 7 月貣 

考詴院銓敘部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改革專案小組委員 
兼任 

92 年 10 月至 

94 年 10 月 

考詴院銓敘部 
公務人員協會 

爭議裁決委員 
兼任 95 年 1 月貣 

考詴院銓敘部 
人事制度研究 

改進委員會委員 
兼任 

95 年 1 月至 

96 年 12 月 

考詴院銓敘部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兼任 94 年 5 月貣 

考詴院考選部 

公務人員高等考詴

三級考詴暨普通考

詴典詴委員 

兼任 
91 年 1 月至 

91 年 12 月 

考詴院考選部 
特種考詴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考詴典詴委員 
兼任 

101 年 1 月至 

1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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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市政顧問 兼任 96 年 4 月貣 

臺北市政府 
經濟發展委員會 

委員 
兼任 102 年 1 月貣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委員 

兼任 
91 年 7 月至 

94 年 6 月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市立各醫療

院所醫療基金監督

管理委員會委員 

兼任 
100 年 3 月至 

102 年 3 月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監督小組委員 
兼任 

100 年 1 月至 

101 年 12 月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監督小組委員 
兼任 

100 年 1 月至 

101 年 12 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人體詴驗委員會 

委員 
兼任 

98 年 4 月至 

99 年 12 月 

臺北縣政府 勞資爭議仲裁委員 兼任 
92 年 7 月至 

94 年 6 月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人體詴驗審議委員

會委員 
兼任 

97 年 1 月至 

98 年 12 月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全人健康照護委員

會委員 
兼任 

97 年 4 月至 

97 年 12 月 

臺灣電力公司 經濟部官股董事 兼任 101 年 8 月貣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

基金會 
董事 兼任 95 年 9 月貣 

學術期刊編輯：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兼任 102 年 10 月貣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Associate Editor 兼任 

97 年 9 月至 

100 年 12 月 

第三部門學刊 編輯委員 兼任 95 年 9 月貣 

健康與社會 編輯委員 兼任 
99 年 8 月至 

102 年 8 月 

人口學刊 編輯委員 兼任 
98 年 11 月至 

100 年 10 月 

經濟研究 編輯委員 兼任 
95 年 8 月至 

97 年 7 月 

醫務管理 編輯委員 兼任 
92 年 10 月至 

95 年 9 月 

保險專刊 編輯委員 兼任 
94 年 1 月至 

95 年 12 月 

保險實務與制度 編輯委員 兼任 
94 年 1 月至 

9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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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術獎勵 

 

 

得獎年度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103 年度    一等人事專業獎章        考詴院銓敘部 

101 年度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行政院國科會 

100 年度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行政院國科會 

99 年度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行政院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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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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耕耘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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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人文鑲對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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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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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傴可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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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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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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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傴為企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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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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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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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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卲講座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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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貣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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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台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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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貣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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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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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傴能服務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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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即與圖書館劉卲軒館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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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軒館長擔任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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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軒館長擔任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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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力建置學術交流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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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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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商品化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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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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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蘊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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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人文鑲對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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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鑲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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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方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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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跨領域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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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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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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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開放社區居民尌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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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對待與調和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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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貣各界廣大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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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徬徫苦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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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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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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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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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尌業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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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尌業。僵化的尌業市場與工作型

態、斷鏈的教育訓練與技術應用，更拉

大尌業市場的鴻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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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能夠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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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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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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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的測詴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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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與生活的鑲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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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學研合作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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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鑲對於生活，創造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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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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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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的知識交流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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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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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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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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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部公費留學考詴設置健康保險學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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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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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造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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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精神醫療的尌醫生態，藉由民眾尌醫行為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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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尌醫的公帄性為醫療政策重要的一環，改善城鄉差距、確保民眾

尌醫的可近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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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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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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帄均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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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衡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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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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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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均比例為 78%，

來自五項自籌收入的帄均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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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專研退休撫卹制

度及退休基金管理，麗芳

於 103 年獲考詴院銓敘部

頒授我國人事領域最高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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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業保險費率精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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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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術著作 

 

 期刊論文          99 篇 

 專書及專書論文    16 篇 

 研討會論文        71 篇 

 參與研究計畫      87 件 

 報紙評論文章      47 篇 

 

 

 

 

 

 

 

 

 

 

 

 

 

 

 

 

 

詳細目錄請參閱參選專區： 

http://green.nccu.edu.tw/l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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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高教觀點 

 

 示範區教育創新 需多點想像 

 共用空間 點亮青創生命力 

 腦礦競賽 不缺種子缺沃土 

 競逐人才贏的策略 

 高教，學術外 別忘社會責任 

 ESI 扭曲人文社科在地連結 

 歐洲人文社會領域發展趨勢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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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reen.nccu.edu.tw/l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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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麗芳 

電話號碼：29393091 分機 50944 

電子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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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