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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是我們的家



政大是我們的家

 後學參選的動因是「政大是我們的家」，它不
僅是我們一家六口（包括內子呂郁女和我們四
個小孩）的家，也是所有政大人共同的家。

 後學於民國66年畢業於本校外交研究所，民國
77年回到外交學系任教迄今。

 內子先後獲得本校新聞系學士、碩士、博士。

 我們四個小孩均畢業自本校實驗小學和附設幼
稚園。



政大是我們的家

 因之，後學深切省思，更有感於我輩政大人
應該積極投入，貢獻心力，於是提出因應
作為以使我校在下一個六十年持續執國內
人文社會科學界之牛耳，並成為亞太地區
頂尖的大學。



傳承創新：眺望一甲子的曾經與未來



傳承創新：眺望一甲子的曾經與未來

 民國103年是國立政治大學在台灣復校六十週
年，在這一甲子，經陳大齊、劉季洪、李元
簇、歐陽勛、陳治世、張京育、鄭丁旺、鄭瑞
城及吳思華等歷任校長的耕耘下，為我校在各
方面發展奠定了長久又深遠的宏規。

 政治大學不僅是一個有悠久歷史傳承的學校，
更是一個能夠不斷創新發展的學校這是政大始
終是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重鎮的主要原因。



傳承創新：眺望一甲子的曾經與未來

 在「親愛精誠」的傳統下，本校提出了以
培養「博雅創新」的政大人為核心價值。

 透過「博雅創新」的教育理念，培育出兼
具下列三大特質的新時代領導人才：

 「人文關懷」、

 「專業創新」、

 「國際視野」。



傳承創新：眺望一甲子的曾經與未來

 就幅員而言，指南山莊已經正式劃歸政治
大學，這是政大在校園方面最大幅度的擴
張，使得國關中心、指南山莊、莊敬外舍
有機會與政大校總區連結在一起。

 在取得政府的支持下，與附近社區合作，
進行大學社區的營造和更新，且已經完成
了「大學城規劃」之藍圖。



傳承創新：眺望一甲子的曾經與未來

 未來，政大將特別在下列三個重點方向努力不
懈，以維持領先的優勢永續經營，並成為亞太
地區頂尖的大學：

 1. 招募頂尖的學生、教研和行政人員加入

政治大學的行列；

 2. 加強跨領域教學和研究方面的合作；

 3. 將政治大學在研究、教學和服務與世界

連結在一起。





傳承創新：眺望一甲子的曾經與未來

 在面對大時代洪流變遷下，政治大學正面
臨著許多挑戰，也面對著諸多艱困環境。



挑戰一：新傳播科技與虛擬實境，
衝擊校園人際關係

 今天的大學生聰明、熱情、理想，這與當
年的我們是相似的，我們是保釣運動的世
代，他們是太陽花運動的世代。相異的是
他們透過網際網路和社交媒介快速的獲
取、傳遞和交換資訊，他們的確處於「資
訊爆炸」的世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
應該調整，不能完全以傳統的師生模式來
應對之。



挑戰一：新傳播科技與虛擬實境，
衝擊校園人際關係

 學生面臨的挑戰是所獲得的資訊是否完
整？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偏頗？是否能
夠據此獨立判斷？因之，學校提供的課程
和老師的教導可以使學生們能夠有多元的
資訊、多元的思考、多元的分析。



挑戰一：新傳播科技與虛擬實境，
衝擊校園人際關係

 我們教育工作者更加注意在課程的安排上
和資訊的提供上不斷地創新求變。



挑戰二：多重和繁複的任務衝擊老
師對教育的憧憬、熱望

 老師和研究人員一直面對著多重且繁複的
任務，隨時提醒自己，為研究、教學、服
務而努力不懈。這三大評鑑項目看似很簡
單，但確實是大家倍感壓力之處，尤其是
年輕新進的老師。



挑戰二：多重和繁複的任務衝擊老
師對教育的憧憬、熱望

 在研究方面，老師和研究人員孜孜不倦地
耕耘著，是在使研究成果能夠刊登於
「SSCI」或「TSSCI」的學術期刊為職志。

 在教學方面，老師們面對學生每學期每一
個科目的評鑑，原本是為了協助改善教學
的品質，但評鑑結果卻決定了資源的分
配。

 老師還面臨各種校內與社會服務，例如，
主辦學術研討會與專題演講、擔任學刊編
輯、以及指導學生課外活動等。



挑戰二：多重和繁複的任務衝擊老
師對教育的憧憬、熱望

 如何讓老師有幸福感，我們要做到時時關
切他們的教學、研究、服務和家庭生活。



挑戰三：政治大學財政的困窘影響
到各項發展

 經濟的不景氣影響到政府對各大學的財政
補助，這方面的緊縮對政治大學的衝擊特
別嚴重，主要原因是我們對於學雜費收入
的依賴遠高於其他綜合性的公立大學。

 從政治大學最近五年的收支統計表、圖來
看（請參閱附表一、附圖一），可以得知
政治大學壓力的沈重。



挑戰三：政治大學財政的困窘影響
到各項發展

 更令人擔心的是經費減少不但衝擊到對
內、對外各項學術活動的舉辦，而且導致
教研和行政人員人數減少（請參閱附表
二、附圖二），增加了同仁工作的負擔，
衝擊到教學和研究之品質。



表一 政治大學近五年收支表
(含附設實小)

年度 收入 支出 損益

98 3,863,111,137 3,934,185,130 -71,073,993

99 4,006,064,841 4,160,616,763 -154,551,922

100 3,909,675,645 4,151,366,915 -241,691,270

101 3,926,743,244 4,034,927,065 -108,183,821

102 3,912,159,997 4,016,958,425 -104,798,428



圖一 政治大學近五年收支統計圖
(含附設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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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政治大學教職員人數統計表
(98-102學年度)

學年度 教師及研究人員 行政及約聘人員 合計

98 714 604 1318

99 727 637 1364

100 732 567 1299

101 717 563 1280

102 716 555 1271



圖二 政治大學教職員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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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四：我國人口結構變化的衝擊

 人口結構變化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少子
化。民國87 年 (虎年)出生率為12.43％，出
生人口減少5.4萬人，這會分階段衝擊我們
的國小、國中、高中、大學教育。

 最後，少子化的大浪勢必對大專院校造成
重大的影響。從過去十年，我國大專院校
招生狀況的變動已經可以看到端倪，漸次
的改變，衝擊尚稱緩和。



挑戰四：我國人口結構變化的衝擊

 然而，更大的衝擊正等待著大專院校。少
子化的發展到了民國105年，大學生源將驟
減5.5萬人，占目前大一新生總招生名額29 

萬的19%，到了民國117年高等教育將面臨
最嚴苛的衝擊，大學的總生源只剩102年的
一半，大學新生只剩現今一半，學校恐將
倒四成。



挑戰四：我國人口結構變化的衝

 事實上，少子化已經對高等教育帶來明顯的衝
擊。台灣每年畢業約3400多位博士（另一說是
3700位），產業需求不高，高學歷、高失業日
益惡化；少子化爆裁師潮，使得流浪博士的問
題更加嚴重。

 另根據台大的研究，目前大學生占同年齡人口
比例已達70％，但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專業
人員或助理專業人員不到4成。

 這些問題對我們從事高等教育工作者固然是警
訊，但更重要的任務是如何調整因應之。



傳承創新：眺望一甲子的曾經與未來

 面對前述的變遷與挑戰，大學的教育者、
以及行政工作者如何反思、調整或重組校
園的關係？

 謹提出下列思考方向與作為，期盼奠基政
大永續經營的願景。



建立以「學院」為核心的政大團隊



建立以「學院」為核心的政大團隊

 這項核心策略構想的主要原則有四：

 1. 以水平分化為主的組織模式；

 2. 分權式的管理；

 3. 簡政放權；

 4. 團隊協調精神。



建立以「學院」為核心的政大團隊

 政治大學的組織結構從過去垂直分化式的
組織模式逐漸調整為以水平分化為主的組
織模式。

 更廣泛的授權和資源的分配促進各學院在
專業領域範圍內「自主治理」與發展。

 確立校部和各學院形成相互依賴與資源共
享的伙伴關係，各司其職，各展所長，共
進共榮。



建立以「學院」為核心的政大團隊

 校部的任務：

 就校部本身而言，策略和政策的發展、監
督和管理機制，資料的蒐集和分析等是主
要的工作。

 （一）對重要議題，確立共同目標和價值 ；

 （二）校部建立監督機制，提供諮詢意見，維
繫高教育品質。



建立以「學院」為核心的政大團隊

 學院的分工：

 學院在專業領域內主要的任務是：

 1. 提升專業品質；

 2. 推動教學的精進；

 3. 研究能量的擴張；

 4. 國際交流觸角的延伸；

 5. 校友組織聯繫功能的擴張；

 6. 募款能力的厚實。



建立以「學院」為核心的政大團隊

 （一）提升各學院、校級中心自主治理的
範圍和權限。

 學校應經過討論授與各學院及校級研究中
心在專業領域內有更大自主治理範圍和權
限；據此，學院可在學校的核心價值和共
同目標下，本著專業的需求，訂定出學院
的發展的策略及方案，並具體執行之。





建立以「學院」為核心的政大團隊

 （二）增加各學院及校級研究中心的自有
財源和人力資源

 基於職能的調整，與擴大學院的職掌和功
能，校部應進行「瘦身」的工作，換言
之，部分的工作項目將移交到各學院或校
級研究中心，轉而增加彼等的人力和財力
資源，以配合自主治理的需求。



建立以「學院」為核心的政大團隊

 （三）簡化決策程序，減少會議，提昇工
作效率

 依據既有法令的規範下，減少會議的次數
和規模；簡化決策程序。

 透過放權和提升院與校級中心自主治理的
範圍、權限與擁有的資源，直接和間接達
到簡化各項決策的程序及公文流程，減少
不必要的會議。



回歸職權分能的校園本質：快樂的教與學



回歸職權分能的校園本質：快樂的教與學

 一、簡化工作各司其職，營造更寬廣的發
展空間

 我們需要回歸職權分能的校園本質，讓老
師專注教學、與學生互動、作研究，至於
相關行政事務應盡可能交由行政同仁負
責。

 行政人員的評價制度應更能體恤照顧大
家，提昇工作熱情。



回歸職權分能的校園本質：快樂的教與學

 由於資源下放到學院，新增的人力資源可
以減輕老師在處理行政工作的壓力。如
此，老師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更大的彈性
創新思考，精進研究和教學的方向和內
涵。



回歸職權分能的校園本質：快樂的教與學

 二、以「人」為本的參與，共同達成良善
治理

 當權力和資源下放到各學院和校級中心，
老師、研究人員、行政人員和學生有更多
的機會參與切身相關議題的討論，提供不
同角度的見解，學習包容不同的意見，最
終形成共識。這樣的參與過程是以「人」
為本，自然會體現出更多的人文關懷，使
大家以「政大人」為榮。



博雅教育：

培養有擔當、襟度、涵養、識見的學生



博雅教育：
培養有擔當、襟度、涵養、識見的學生

 一、通識專業兼備，結合正規課程與延伸
課程

 博雅教育的目標是陶冶大學部同學之素
養，型塑高瞻遠矚之視野，擴大其無私無
我的心胸氣魄，造就不屈不撓的毅力。簡
言之，是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學培育人
才，塑造品格。



博雅教育：
培養有擔當、襟度、涵養、識見的學生

 博雅教育涵蓋的範圍不只是專業與正規的
課程，還包括延伸的課程或活動。

 就政治大學而言，核心通識課程、通識課
程、各學院所提供相關的課程都構成博雅
教育的一環，而課外活動是博雅教育在正
規課程外的延伸。



博雅教育：
培養有擔當、襟度、涵養、識見的學生

 二、強化學生國際移動能力，鼓勵渠等自發創
新活動

 「國際移動能力」是讓同學有更多的機會參加
國際交換計畫到國外大學進修至少一學期、利
用假期到開發中國家或地區協助當地開發的志
願性工作、參與重要國際學生活動、爭取主辦
國際學生會議等。

 這使同學們在跨文化的接觸與學習中，體會到
不同國度為人處事之道，學習彼此溝通合作，
有助於未來在職場上發揮所長。



博雅教育：
培養有擔當、襟度、涵養、識見的學生

 學生「自發創新能力」的開拓主要是鼓勵
同學運用其原創力，舉辦、參與各種校內
或跨校的活動，同時培養其協調、溝通、
領導的能力，期盼未來成為社會的中堅份
子。

 這方面能力的開發應該結合學校的課外輔
導組、創新育成中心、各學院、各老師的
力量來共同牽成。



十年磨一劍：鞏固和擴大研究能量



十年磨一劍：鞏固和擴大研究能量

 一、由本校講座教授成立研究服務團，指
導校內研究團隊

 政治大學應該借重我們的講座教授，將他
們組成不同的研究服務團，定期前往各學
院和校級研究中心，與研究團隊對話、討
論，瞭解運作和研究的狀況，經由腦力激
盪，指點思考的方向並提供具體的建議，
以提升所有研究團隊的研究水準。



十年磨一劍：鞏固和擴大研究能量

 二、重建現代師徒制研究小組，並推動跨
學門的團隊

 研究小組的建立是以學門內重要議題為中
心，小組成員包括負責主持的資深老師、
其他年輕資淺的老師、博士生、碩士生、
以及優秀的大學部學生。



十年磨一劍：鞏固和擴大研究能量

 研究小組是要建立在特定專業領域的研究
能力和能量，再則盼望能同時推動跨院、
跨校、跨國、跨學門的研究團隊。

 研究服務小組和研究團隊不只是以產生新
知識提供國家社會之需為滿足，更要將新
知識運用在教學方面，一方面配合社會的
需求，開發出新的課程；另一方面將研究
的心得成為教學的新內容，增加同學在專
業知識的廣度和深度。



十年磨一劍：鞏固和擴大研究能量

 民國95年4月，後學確定以中國大陸能源策略與外
交為中心議題，透過參與歐亞基金會能源研究案的
機會，成立了「中國大陸對外能源戰略與外交」跨
院跨校的研究團隊。團隊成員近年來參加國內外相
關學術研討會，並將研究的成果出版專論和專書，
這是很好的經驗。

 民國99年，更以此團隊為核心，擴大成立同樣是跨
院跨校的「金磚國家」研究團隊。後學孜孜矻矻努
力不懈，讓團隊的研究成果持續發展和累積，不僅
提升政大在這些重要議題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並將
政大推向全球學術社群與研究重鎮。



十年磨一劍：鞏固和擴大研究能量

 三、現有校級研究中心作為其他研究團隊
的模範

 以現有兩個實體的校級研究中心（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和選舉研究中心）為例，他們
已經有了深厚的研究基礎和良好的運作模
式，並與校外委託機構維持密切的關係，
在國內外學術圈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我們
應該善用這個優勢。



十年磨一劍：鞏固和擴大研究能量

 兩個校級研究中心可仰賴既有研究能量和
運作能力，和其他校內新的研究團隊合
作，給予諮詢意見，甚至合作研究，使新
的團隊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有能力、有
自信的團隊，爭取各方面的研究資源。



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國際化的精義是要使政治大學研究、教學與服
務和世界連結在一起。從政治大學的角度而
言，我們可以將研究、教學與服務的成果與世
界各地的學人、學生和社會人士分享。

 另一方面，政治大學的師生可以有多元化的國
際移動和接觸的體驗，更能夠利用吸取的國際
知識和經驗來開拓視野，創造在職場工作的優
勢，為政大的發展增添動力。



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目前政治大學在提供師生至國外和大陸地
區之境外移動和接觸的機會逐年提升。就
國外校級締約學校、國際學生數目、外薦
交換學生數目、薦外交換學生數目等指標
來看（請參閱附表三、圖三），政治大學
在國際化方面確實逐年提升，成長快速，
在國內各大學居於領先的地位。



表三 政治大學國際化發展統計表

學年度 國外締約
學校

國際學生 外薦
交換生

薦外
交換生

98 182所 490人 272人 303人

99 207所 508人 346人 348人

100 237所 494人 441人 445人

101 247所 505人 535人 444人

102 266所 558人 570人 510人



圖三 政治大學國際化發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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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到102學年度，所有境外學生（包括國際學
生、外薦學生、僑生、大陸學位生、及大
陸交換生）的總數已經達到1887人。匯總
以上的數據資料，政治大學已經存在了一
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境外學生社群。



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為了因應國際化的發展及促進國際交流，
政治大學長期以來鼓勵老師以英語授課，
全校英語授課總數從95學年度的230門課增
加到101學年度的309門課。



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在前述基礎上，政大繼續向前邁進，已在社會
科學院、商學院、傳播學院、國際事務學院設
置了六個全英語的碩士或博士學位學程：

 1.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2. 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3. 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4. 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5. 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

 6. 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於此同時，政治大學開始推動「開放式課
程」。

 政治大學不但參加了「國際開放式課程聯
盟」，並為「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學校會員
理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開放式課程在政治大學國際
化發展過程中勢必扮演重要角色。儘管目前政
治大學已提供超過四十門課程上網，為校外人
士瀏覽學習，但是在課程種類方面仍然有所侷
限，應該繼續有系統地擴大辦理。



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一、策略上，與國際一流大學合作，逐步
發展成為分校

 政治大學應該擴大參與教育部「自由經濟
示範區教育創新」之方案，積極籌劃與國
際一流大學共同合作。政治大學目前擁有
高度國際化發展以及有相當規模的國際學
生社群，據此為出發點與國際一流大學商
討，建立以政大為主的合作模式。



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二、組織的調整，伙伴關係的重建

 隨著英語學程的增加和擴大，政治大學宜
由一位副校長統籌、協調各學院辦理外籍
學生的教學和生活方面、專兼任教師的延
聘、課程的發展等重要的議題，維繫和提
升英語學程的質量和國際的吸引力。



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三、讓世界認識政大，讓政大參與世界

 政治大學未來國際化發展，一方面是招收
更多的國際學生及聘任國際學人，讓世界
各國認識政治大學，將政大的旗幟插遍全
球。另一方面是讓我們的教職員生參與世
界、看見世界。



國際化的發展：立足台灣放眼全球

 四、發揮「親愛精誠」精神，讓來自世界
各國學生以政大為家

 在國際化永續發展方面，我們要使得來自
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國學生在學習、生活起
居、課外活動等方面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因此我們的老師、研究人員、行政人員、
學生應該發揮「親愛精誠」的精神，多向
國際學生伸出溫暖的手，解除他們在「文
化震撼」（cultural shock）下的思鄉之苦。



追求亞太地區頂尖大學的意涵與內容



追求亞太地區頂尖大學的意涵與內容

 做為亞太地區頂尖大學不僅是追求在亞太
地區排名的提升，而且是在這個地區公共
事務方面具有影響力。

 亞太地區對我們的重要性不只是台灣居於
重要的戰略地位，而且與這個地區的國家
有著十分密切的互動關係。



追求亞太地區頂尖大學的意涵與內容

 台灣去年出國訪客超過1,100萬人次，其中
有1000萬人次就是前往亞太地區；而去年
來台境外訪客801萬，其中有721萬來自亞
太國家，比例高達90%；不僅如此，台灣民
眾與東南亞各國通婚的程度也是歷史上最
多，新住民的人數和影響力日益上升。



追求亞太地區頂尖大學的意涵與內容

 對政治大學而言，我們與亞太地區國家的
學術圈本就有著千絲萬縷的連結（請參閱
附表四）。

 這個地區校級締約學校數從98年的57所增
加到102年的93所；來自亞太地區國際學生
數從98年的192人到102年的218人；政治大
學推薦到亞太地區學校交換學生數從98年
的303人到102年的501人。



表四 政治大學亞太地區國際化發展統計表

學年度 校級締約學校數 國際學生數 薦外交換生數

98 57 所 192人 303人

99 63所 211人 348人

100 82所 200人 445人

101 90所 191人 444人

102 93所 218人 510人



追求亞太地區頂尖大學的意涵與內容

 根據前述資料，我們可以瞭解政治大學在
亞太地區發展的潛力十足，以此為基礎可
以建構出很大的影響力，以此為基礎可以
建構出很大的影響力。目前，美國、俄羅
斯和中國大陸這三個世界的強權都將戰略
重心放在亞太地區。



追求亞太地區頂尖大學的意涵與內容

 就我國政府而言，當前最重要的戰略目標
除了兩岸關係之外，就是積極接觸並尋求
加入兩個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組織「跨太
平洋伙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 

TPP）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追求亞太地區頂尖大學的意涵與內容

 在國際社會戰略重心東移到亞太，加上我
國政府的策略和政策指導，作為國內人文
社會科學重鎮的政治大學應該更積極的投
入資源，一方面進行亞太的研究，另一方
面加強與這個區域學術機構和智庫的聯繫
和合作。

 就政治大學而言，我們在亞太地區研究方
面已經具備了有利的優勢。



追求亞太地區頂尖大學的意涵與內容

 我們政治大學應該在國際化和研究這兩個
面向上互相配合，投入夠多的資源，全面
推動亞太研究。本校九大學院，至少各代
表一個專業，同時並進，必然可以達標。



政大發展之所寄：鼎實校務基金



政大發展之所寄：鼎實校務基金

 一、公企中心回歸到利潤中心的制度，發揮創
收的能力；

 二、爭取研發資源與產學合作，擴大研究能量
與影響力；

 三、設置網路教學課程，廣收國內外學生，增
加政大收入與學術影響力；

 四、廣增財源，加強在職專班的招生；

 四、設置「還願獎學金」，提供需要幫助的學
生度過難關。



政大發展之所寄：鼎實校務基金

 後學在哈佛國際關係及亞洲計畫（Harvard 
Project for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2 亞洲年會活動中的經驗是很好的參考模
式。

 這項活動的總預算為新台幣一千萬。除了報名
費收入外，後學協助籌組會大學部高年級同學
共同努力，向政府部門、社會各界、政大校友
募款，在這個過程中深切體會選擇議題、瞭解
活動的本質、掌握機會、借重校友以及各種可
能的管道，果敢前行，必然有豐碩的成果。



服務校友，建立經常性關係網絡，增
加向心力



服務校友，建立經常性關係網絡，
增加向心力

 在學同學的雙親自成一個組織體系，其主
要任務是擔任志工，協助學校相關工作，
更重要的是進行募款工作。

 換言之，新生入學之前，各地雙親會組織
可以舉辦茶話會，和新生及他們的父母見
面，讓他們感受到學校的力量，也強化當
地校友會的凝聚力。



服務校友，建立經常性關係網絡，
增加向心力

 不可忽視的是，各學院是鞏固校友會的重
要基礎。

 一般而言，學生和校友對政治大學的支持
和聯繫是透過他們對所屬院系所學程的感
情。放權於學院，使學院也能積極發展其
與校友間的聯繫，更可以直接間接協助各
項學院工作的推動和精進。

 學院校友會的發展是增進校友感情和向心
力重要的催化劑。



自我期許、自我評估



自我的評估

 後學參與校長遴選之自信心源於自己具備的
特質：

 1. 對教育和政治大學的熱望；

 2. 忠於學術的自由發展；

 3. 在學術領域具備領導力；

 4. 具有豐富的學術行政經驗，特別是溝

通、協調和執行的能力；

 5. 長期從事國際及兩岸學術交流的工作。



學 歷

 1、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

 2、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

 3、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暨外交領

事人員講習所第13期結業

 4、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政治學碩士

 5、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 職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專任教授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特聘教授（民國101年8月~迄
今）

 國際事務學院國際談判研究中心主任（民國96年~
迄今）

 考試院特種考試、高普考試典試委員、命題委員、
閱卷委員（民國81年~迄今）

 「全球政治評論」編輯委員（民國92年~迄今）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民國96年8月~迄
今）



現 職

 「遠景基金會季刊」編輯委員（民國102年
1月~迄今）

 「政治學報」編輯委員（民國103年5月~迄
今）

 中美文化經濟協會理事（民國90年~迄今）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全組特約研究
員（民國90年~迄今）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民國98年12
月~迄今）



現 職

 美國西北大學台灣校友會理事（民國100年
1月~迄今）

 致理技術學院「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
顧問（民國100年8月~迄今）

 國立中興大學「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委員（民國101年10月~迄今）

 新北市政府「國際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民國101年12月~迄今）



經 歷

 政治大學訓導處僑生暨外籍生輔導室主任（民
國77年8月至79年3月，楊逢泰訓導長及張春雄
訓導長任內）

 政治大學教務處秘書（民國79年4月至81年7
月，朱堅章教務長任內）

 政治大學附設空中行政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秘書
（民國79年4月至81年7月）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系主任（民國88年8月至92
年7月）



經 歷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民國98年8月至
102年7月）

 中國政治學會秘書長（民國90年至92年）

 台灣政治學會理事

 中國政治學會理事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西格爾亞洲研究中心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訪問學者（2003年7月-
2004年7月）



經 歷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頒授評鑑人才專業認證
（民國100年12月）

 國立政治大學100學年度第2學期「特優教
學助教」指導老師（民國101年9月）

 西安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2012年12月）

 東海大學建置國際學院專家顧問（民國102

年1月）



學術行政重要里程碑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系主任

（民國88年8月至92年7月）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系主任任內
時間 執行事項

民國89年8月 外交系戰略暨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成
立

民國89年9月 外交系正式參與美國「馬里蘭大學政府
暨政治學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主辦的「國際
溝通與談判模擬計畫」（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imulations Project），所有同學都要參
加該項全球模擬網路談判之實務訓練課
程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系主任任內
時間 執行事項

民國90年5月 外交系系刊（校友通訊）第一號（已改

名為「外交通訊」）

民國90年8月 外交系參與擴大輔系計畫

民國91年2月 舉辦首屆高中學生國際事務研習營

民國92年 舉辦首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學術行政重要里程碑

國際事務學院國際交流暨合作委員會共同主席

（民國95年至98年）



國際事務學院國際交流
暨合作委員會共同主席任內

時間 執行事項

民國95年4月
成立「中國大陸對外能源戰略與外交」
研究團隊

民國95年5月
國際事務學院與「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
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

民國96年11月 國際事務學院與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
院簽署雙聯學位學程協議



國際事務學院國際交流
暨合作委員會共同主席任內

時間 執行事項

民國97年7月 國際事務學院正式獲准加入「國
際事務專業學院協會」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成為隸屬會員（Affiliate Member）

民國98年4月 美利堅大學校長Cornelius M. 
Kerwin應邀訪問政治大學並簽署
兩校海外研習交換計畫



學術行政重要里程碑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民國98年8月至102年7月）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任內
時間 執行事項

民國99年5月 國際事務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聯合校友會成立。

民國99年7月 簽署協議成為美國「中國政治研究學會」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團
體會員

民國99年8月 與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上海
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上海財經大
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問題
研究所、國際關係學系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

民國99年9月 與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東北亞研究院、國際
關係研究所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任內
時間 執行事項

民國99年10月 與美國亞特蘭大Dalton College、波士頓
Endicott College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及
雙聯學位學程協議

民國100年3月 主辦「全球華人政治學家論壇」
（Global Forum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tists）2011年年會，主題為：
「中國的興起：對內對外的影響」

民國100年8月 國際事務學院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成立

民國101年6月 隨吳思華校長至巴拿馬接受國立巴拿
馬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並順道訪問尼
加拉瓜、瓜地馬拉，與三個中美洲國
家一流學府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任內
時間 執行事項

民國101年6月 首屆兩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會議

民國101年8月 哈佛國際關係及亞洲計畫（Harvard 

Project for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2亞洲年會（2012 Asia 

Conference），募款高達新台幣一千餘
萬元

民國101年8月 國際事務學院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成立

民國101年10月 主辦第三屆孫子兵法兩岸青年辯論賽暨
孫子兵法論壇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任內

時間 執行事項

民國102年1月 接受教育部委託，執行「國際
談判與跨文化溝通教學強化計畫」

民國102年6月 與廣州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山大
學亞太研究院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

民國102年9月 與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上海同濟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西安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簽
署學術交流備忘錄



懷抱經師人師精神：

打造政治大學為亞太地區頂尖大學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