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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人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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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領域歐盟計畫申請說明會

　身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的歐洲聯

盟，為持續提升歐洲在各個領域上的

競爭力並吸引世界頂尖人才，由歐盟

各國集資設立了Horizon2020、新居

里夫人(MSCA)、ERASMUS+等計畫，以

補助及獎助的形式鼓勵歐洲與國際的

學術合作研究。為促進國內人社領域 與國際的合作交流，本中心攜手國家

實驗研究院國際合作H2020計畫辦公

室、歐洲經貿辦事處與臺灣歐洲聯盟

中心，於105年9月1日上午，假科技

大樓一樓簡報室，舉辦「人社領域歐

盟計畫申請說明會」。

　本次說明會主要針對歐盟Horizon 

2020、莫內計畫與新居里夫人計畫中

與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的計畫內

容及申請辦法進行說明，說明會分兩

個部分進行。首先，國家實驗研究院

活動海報

國研院國際合作辦公室劉彥蘭博士
說明Horizon2020與新居里夫人計畫



活動報導

activity

2

歐盟科研架構國家聯絡據點劉彥蘭博

士說明Horizon2020與新居里夫人計

畫之內容與申請方式。劉博士詳細介

紹此兩項計畫的沿革與未來的發展狀

況，幫助與會者快速理解該兩項計畫

的內容以及可進行的研究方向。緊接

著由歐洲經貿辦事處葉恩旬專員解釋

莫內計畫的各項子項目的內容與申請

資格及辦法。

　第二部分則邀請計畫的受獎助人或

執行者進行相關經驗的分享。第一位

進行分享的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

程系楊錦懷教授為新居里夫人計畫的

受獎助人，其於2014-2015年間受該

計畫獎助，至英國諾丁罕大學進行太

陽能發電玻璃的相關研究。楊教授生

動活潑地解釋了新居里夫人計畫的申

請流程與其至英國進行研究合作的經

驗，讓現場的氣氛輕鬆愉快。

　接續楊教授進行分享的為Horizon 

2020的計畫執行人國立臺灣大學農業

經濟系徐世勳教授，徐教授以其與歐

洲地區大學共同合作進行的永續食品

與營養安全相關研究獲得Horizon 

2020的補助。楊教授與徐教授皆於會

中表示，此類跨國研究合作計畫，最

重要的就是要與當地大學或研究機構

建立聯繫與合作機制，並且勇於推銷

臺科大工程營建系楊錦懷教授
分享居禮夫人計畫申請與執行經驗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徐世勳教授
分享Horizon2020計畫申請與執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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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這樣才能有效地促成跨國合作

研究團隊的形成，獲得國際大型計畫

補助的青睞。

　最後則由臺灣歐洲聯盟中心鄭家慶

執行者分享其申請莫內計畫的相關經

驗。不同於Horizon2020與新居里夫

人計畫補助大型研究計畫，莫內計畫

首要的任務是在推廣並增進大眾對於

歐洲及歐洲聯盟的認識，鄭執行長建

議有意申請莫內計畫的學者，可以仔

細研究並衡量各校能力適合的申請項

目，並與學校進行溝通，都有助於增

臺灣歐盟中心鄭家慶執行長
分享莫內計畫申請與執行經驗

左起：臺灣歐盟中心鄭家慶執行長、歐洲經貿辦事處葉恩旬專員、
科技部人社中心王泓仁主任、國研院國際中心袁孝維主任、
臺科大工程營建系楊錦懷教授、臺大農經系徐世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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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最後申請成功的機率。

　說明會最後開放綜合問答時間，與

會者紛紛向各位主講人詢問申請資

格、辦法以及實際執行後可能遭遇的

困難等事宜，踴躍的情形也延續至會

後，會後問卷調查也顯示臺灣人社領

域的學者對於申請國際研究計畫經費

的積極與興趣。中心期盼透過本次說

明會，可以將臺灣優秀的學者與研究

成果推向國際。

活動時間：105年9月1日（四）

活動地點：科技大樓一樓簡報室

主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家實驗研究院國際合作

　　　　　H2020計畫辦公室、

　　　　　歐洲經貿辦事處、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活動報導

activity

5

105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寫作工作坊社科場

　延續去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寫

作工作坊」的成功，本中心今年分別

於北部與南部舉辦社科與人文兩場寫

作工作坊。首先登場的是「105年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社

科場」，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

院合作，於105年9月30日在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上午講題聚焦在對新進青年學者說

明計畫執行規範、論文構想及學術倫

理，下午則邀請不同學門召集人對計

畫撰寫與審查重點向與會者分享寶貴

的經驗。

　開場首先由本中心王泓仁主任簡介

中心核心業務，王主任積極鼓勵在場

所有新進學者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提

升學術研究實力。接著，由科技部政

風處陳康生處長說明計畫執行時應注

活動海報

開場由人社中心王泓仁主任
致歡迎詞並簡介中心各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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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規範，會中特別列舉各種實際發

生過的案例提醒與會者，在使用經費

時應注意「實質正義」和「程序正

義」：實質正義即「經費須用於研

究」，程序正義即「須依法規報

銷」，兩者不可偏廢，力求過程合法

合理。陳處長強調，科技部旨在培育

人才、提供研究環境，重視過程更甚

於成果。

　論文發

　論文發想與與寫作部分則由政治學

門召集人、中研院政治所的吳重禮研

究員進行分享。吳研究員建議與會學

者應以投稿國內與國際期刊為優先目

標，先從一流期刊開始嘗試，即使被

拒率較高，但會得到相當有價值的審

稿意見。在論文寫作方面，執筆者應

力求參考書目的正確與完善，多使用

大型資料庫，以期論文給予審稿人良

好第一印象。最後吳研究員也鼓勵學

者應勇於挑戰主流學術觀點，找出主

流學派值得質疑之處進行研究探討。

　下午開場，則由清大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林文源教授、臺大國家發展研究

所劉靜怡教授、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陳恭平研究員及政治大學國

際經營與貿易學系邱志聖教授接力說

明，分別就社會學門、法律學門、經

濟學門與管理二學門的審查重點分享

經驗。

　四位主講人指出，計畫的撰寫除了

強調學術上的價值及特殊性，也應闡

述該研究對社會的意義，同時注重研

究與實務的關聯度，皆有助於磨練自

我並提高研究的能見度。劉靜怡教授

科技部政風處陳康生處長
說明專題研究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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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計畫書必須能夠彰顯申請者對

於該研究議題的掌握度，非研究初步

的草稿。而對議題的掌握度往往與計

畫書的字數正相關，一年期的計畫建

議應為10至30頁，多年期計畫則落在

30至40頁之間。經濟學門召集人陳恭

平研究員說計畫書要是一個「具有說

服力的故事」，所提出的「故事」必

須有系統地呼應過往文獻，且須展現

新意。雖然各學門的審查標準及重點

各有不同，總體而言，各學門共有的

審查標準有：對議題的掌握度；對研

究議題學術、社會與實務價值的展

現；申請者過去的成果等。

　延續四位主講人的討論，本中心執

委、臺大經濟系蔡崇聖教授向與會者

說明計畫審查的過程。蔡教授指出，

申請人過去的研究表現是重要的評分

綜合座談時間，左起：臺大經濟系蔡崇聖教授、臺大國發所劉靜怡教授、
本中心王泓仁主任、政大國貿系邱志聖教授、中研院人社中心陳恭平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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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審查人會看到申請人前期的結

案報告，因此每個結案報告皆不可輕

率，且「質」遠比「量」重要。而新

進人員在申請計畫時，應避免複製博

士論文，也避免將接近完成的論文作

為申請案。文獻回顧堪稱最重要的部

分，應詳實、深入的羅列並分析。在

具體呈現執行步驟時，申請人可以列

出尚未完成，但預期產生的結果，而

非傳統的甘特圖。最後，蔡教授指出

科技部計畫不僅事關經費，更呈現出

臺灣學界對一名研究者的評價。蔡教

授以經濟學術語「流動性陷阱」為

例，提醒各位學者不要陷入「連年失

敗」的泥沼，應力求每年通過計畫。

　最後的綜合座談時間，與會的新進

學者莫不把握機會，向在場的各位主

講人提出計畫申請與撰寫的疑問，主

講人也具體回應並鼓勵在場學者們積

極申請計畫。藉由寫作工作坊的舉

辦，也希望能引領更多青年學者精進

學術研究之產出。 

活動時間：105年9月30日（五）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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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寫作工作坊人文場

　本年度另一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寫作工作坊」人文場，於105年10

月14日假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

三演講室舉行。

　開場首先由本中心副主任、臺大文

學院院長陳弱水教授致歡迎詞，簡介

本中心核心業務。中心自101年成立

以來，一直積極協助學界追求卓越、

特色研究及跨領域研究的發展，其中

與在場與會新進學者最密切相關的業

務為中心推動的青年學者跨領域研究

與諮詢，陳副主任也鼓勵在場學者踴

躍申請。

　本場工作坊邀請科技部政風處黃俊

祥科長向與會者講解執行專題研究計

畫應有的認知及規範。黃科長指出經

費較常涉及的違法方式主要是詐領人

頭費及浮報或虛報採購兩種，近年科

技部經費的流用與支用的彈性雖逐漸

放寬，但仍應注意相關規定以避免違

法情事發生。黃科長建議計畫執行人

如遇到有經費核銷上的問題也應向相

關單位詢問以求過程合法，若碰到經

費執行爭議時，建議上簽學校單位或

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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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函給科技部協助處理。

　上午的活動最後由本中心執行委

員、政治大學中文系林啟屏教授向與

會者說明論文的發想與學術倫理。林

教授以自身文學一學門為例，指出一

個好的計畫應該要呈現清楚思考的脈

絡、明確地提問，同時應點出該計畫

可能的結論與研究的價值，研究方法

的建立與相關研究資料的準備也不可

偏廢。林啟屏教授建議申請者可注意

論題範圍大小的適切性，盡量將重心

放在能解決、可能解決、有能力解決

的問題上，要理解自己的研究偏好及

能力所在，針對自己的專長進行最大

程度的發揮。申請者也應當確認一年

期計畫與多年期計畫之間的區別，以

便更清楚地規劃、掌握該計畫中各方

面闡明的黃金比例。關於學術倫理部

分，林教授提醒與會者應當避免造

假、變造、抄襲、隱匿已發表之著

作、重複發表、引註的清晰性或以違

法不當手段影響審查。

　下午的活動則聚焦在研究計畫的撰

寫以及向與會者介紹審查重點。活動

由林啟屏教授主持，邀請逢甲大學中

文系及唐代研究中心主任廖美玉教

授、中山大學外文系林玉珍教授、長

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黃寬重講座

教授與中正大學哲學系謝世明教授等

四位主講人，分別向與會者分享文學

一、文學二、歷史以及哲學學門的計

畫書撰寫與審查經驗，最後則安排中

山大學中文系賴錫三老師來進行申請

計畫的實例分享。

科技部政風處黃俊翔科長
說明專題研究計畫的相關執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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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申請每年都

會公告於科技部的網頁，每個申請件

都會由科技部進行建檔及嚴謹的審

核，同時設有申覆制度，力求過程的

公平公正，並保障申請者的權益。主

講人們指出，提出申請的研究計畫書

應力求內容完整且清晰呈現出該研究

的目的、欲解決的問題及方法、預期

結果與學術上或應用上的價值。若是

多年期，應清楚說明計畫的整體性與

各個年度的目標、執行步驟與預期結

果等；整合型計畫則需要說明主計畫

與子計畫之間的關聯性。

　文學一主講人廖美玉教授提醒與會

者申請截止時限前已投稿或已發表之

研究成果不得再「複製」、「改裝」

為研究計畫書，若為延續性研究，應

當檢附已發表著作並詳細說明與新計

畫內容方面的差異。文學二主講人林

玉珍教授表示申請者通常有幾項迷

思，包含：計畫申請失敗會影響下次

申請、經費越少勝算越大或是認為某

些領域的計畫比較難或容易過關等，

這些與實際申請及審查情況沒有必然

的相關。林玉珍教授建議各位申請人

應在事前充分準備，力求完備，並相

信審查人的專業性，專注在自己的研

究申請，便是對申請計畫最佳的心理

建設。黃寬重教授以歷史學門為例，

黃寬重教授說明與分享
歷史學門的申請與審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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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申請者應注意如何有效連結過去

的研究結果與未來的研究發展之間的

關聯性，申請者對於新史料的掌握會

讓研究別具意義，而在既有史料中新

觀點的切入也具有相當大的價值。

　黃寬重教授也指出科技部的計畫申

請是最公允的，然而申請者們往往會

因為對流程的不理解而導致不必要的

誤會，因此建議各位申請者盡可能申

請過程不要假手助理，要親力親為，

以便精確掌握每一個申請案的各個環

節。謝世民教授則說哲學學門申請件

的審查主要著重在思想方面的推進，

因此計畫書的內容應呈現申請人提出

的計畫的合理性、可行性、創新性與

邏輯關係。謝世民教授表示，申請人

應當假設審查人很挑剔，以便去撰寫

一個所有人皆可以同意、理解與閱讀

本次工作坊主講人接受現場提問，
左起：謝世明教授、廖美玉教授、林啟屏教授、林玉珍教授與賴錫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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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5年10月14日（五）

活動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主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的標準而縝密的計畫申請案。

　最後則由賴錫三教授分享自身計畫

申請的經驗，將四位主講人提出的各

種建議以脈絡化的方式一步步說明，

讓與會者能進一步吸收反芻在本次工

作坊中聽到的內容。

　綜合座談的時間與會者十分踴躍提

問，內容從文獻回顧、研究成果呈

現、計畫時程安排、申請資格、審查

重點等等無所不包，與會的五位主講

人及主持的林啟屏教授也一一回答，

本年度寫作工作坊人文場就在熱烈的

討論聲中劃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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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她的研究，就知道她會唱崑曲
國內暑期進修訪問學者──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林佳儀副教授專訪

　暑期訪問的研究主題，是崑曲鈔本

曲譜。雖然鈔本曲譜通常僅有使用者

鈔藏的一份，不像刊本曲譜，往往校

訂精審，並經由刊行而流播廣遠，但

匯聚眾多鈔本曲譜，卻得以窺見在刊

本曲譜定於一尊之外，歷史流傳的其

他唱法或演法，有的還是藝人兼帶身

段譜的鈔本，雖然解讀起來較為辛

苦，但其真實與豐富，非常迷人。

　當被問及未來是否會繼續相關研究

時，她表示大方向不會更動，不過最

近她也開始思考，一名學者除了專注

於研究之外，是否也能有更多的社會

參與？以戲曲而言，像是規畫藝術推

廣活動或是撰寫戲曲藝術家生命史

等，雖然勢必會占用學術研究時間，

但她認為，除了累積學術著作外，亦

有許多有意義的事值得參與，她期許

自己能以所長回饋社會。

來訪感想

● 資源豐富

臺灣大學圖書館資源豐富，借閱上限

也相當充足。另外因研究戲曲，經常

下載演出影片，中心硬體設備良善，

對研究相當有幫助。

● 跨領域交流

研究空間有許多來訪學者，每位老師

關切的領域和思考的角度皆有所不

同，能彼此交流拓展視野。

● 督促自己

暑期進修計畫需先提出研究計畫，結

束時需提交成果。這樣的規畫與環

境，比起在家中，更能夠摒除雜務，

專心於研究。

● 研究主題自由

申請研究主題不限，能依各研究者興

趣及專長自由發揮。

　目前任教於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的林佳儀副教授，今年利用

暑期時間至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進修訪問。因2016年適逢明代劇

作家湯顯祖逝世400週年，遂選定湯

顯祖《玉茗堂四夢》鈔本曲譜為研究

主題，亦是博士論文研究《納書楹四

夢全譜》的後續開展。

　研究專長為古典戲曲的她，其實早

在多年前就與崑曲結下不解之緣。就

讀政大之際，因為師長的促成，擔任

崑曲社復社社長，這股對崑曲的熱情

持續至今，使她多年來不斷督促自己

將興趣與學術研究做結合，鑽研崑曲

相關的曲譜編訂、曲牌音樂和表演發

展等。

　曾有學者表示，看她的研究著作就

知道她會唱崑曲，事實上，林佳儀副

教授也真的有過不少粉墨登場演出的

經驗，至今她仍為水磨曲集崑劇團的

團員。她說，能夠親身站上舞臺表

演，擴展了她看待戲曲的視野。低頭

研讀文獻時，她研究的是他人的故

事，但在親身表演時，她也參與了崑

曲的歷史。

林佳儀副教授



人物專訪

people

15

　暑期訪問的研究主題，是崑曲鈔本

曲譜。雖然鈔本曲譜通常僅有使用者

鈔藏的一份，不像刊本曲譜，往往校

訂精審，並經由刊行而流播廣遠，但

匯聚眾多鈔本曲譜，卻得以窺見在刊

本曲譜定於一尊之外，歷史流傳的其

他唱法或演法，有的還是藝人兼帶身

段譜的鈔本，雖然解讀起來較為辛

苦，但其真實與豐富，非常迷人。

　當被問及未來是否會繼續相關研究

時，她表示大方向不會更動，不過最

近她也開始思考，一名學者除了專注

於研究之外，是否也能有更多的社會

參與？以戲曲而言，像是規畫藝術推

廣活動或是撰寫戲曲藝術家生命史

等，雖然勢必會占用學術研究時間，

但她認為，除了累積學術著作外，亦

有許多有意義的事值得參與，她期許

自己能以所長回饋社會。

來訪感想

● 資源豐富

臺灣大學圖書館資源豐富，借閱上限

也相當充足。另外因研究戲曲，經常

下載演出影片，中心硬體設備良善，

對研究相當有幫助。

● 跨領域交流

研究空間有許多來訪學者，每位老師

關切的領域和思考的角度皆有所不

同，能彼此交流拓展視野。

● 督促自己

暑期進修計畫需先提出研究計畫，結

束時需提交成果。這樣的規畫與環

境，比起在家中，更能夠摒除雜務，

專心於研究。

● 研究主題自由

申請研究主題不限，能依各研究者興

趣及專長自由發揮。

　目前任教於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的林佳儀副教授，今年利用

暑期時間至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進修訪問。因2016年適逢明代劇

作家湯顯祖逝世400週年，遂選定湯

顯祖《玉茗堂四夢》鈔本曲譜為研究

主題，亦是博士論文研究《納書楹四

夢全譜》的後續開展。

　研究專長為古典戲曲的她，其實早

在多年前就與崑曲結下不解之緣。就

讀政大之際，因為師長的促成，擔任

崑曲社復社社長，這股對崑曲的熱情

持續至今，使她多年來不斷督促自己

將興趣與學術研究做結合，鑽研崑曲

相關的曲譜編訂、曲牌音樂和表演發

展等。

　曾有學者表示，看她的研究著作就

知道她會唱崑曲，事實上，林佳儀副

教授也真的有過不少粉墨登場演出的

經驗，至今她仍為水磨曲集崑劇團的

團員。她說，能夠親身站上舞臺表

演，擴展了她看待戲曲的視野。低頭

研讀文獻時，她研究的是他人的故

事，但在親身表演時，她也參與了崑

曲的歷史。

林佳儀副教授崑曲表演後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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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訪問的研究主題，是崑曲鈔本

曲譜。雖然鈔本曲譜通常僅有使用者

鈔藏的一份，不像刊本曲譜，往往校

訂精審，並經由刊行而流播廣遠，但

匯聚眾多鈔本曲譜，卻得以窺見在刊

本曲譜定於一尊之外，歷史流傳的其

他唱法或演法，有的還是藝人兼帶身

段譜的鈔本，雖然解讀起來較為辛

苦，但其真實與豐富，非常迷人。

　當被問及未來是否會繼續相關研究

時，她表示大方向不會更動，不過最

近她也開始思考，一名學者除了專注

於研究之外，是否也能有更多的社會

參與？以戲曲而言，像是規畫藝術推

廣活動或是撰寫戲曲藝術家生命史

等，雖然勢必會占用學術研究時間，

但她認為，除了累積學術著作外，亦

有許多有意義的事值得參與，她期許

自己能以所長回饋社會。

來訪感想

● 資源豐富

臺灣大學圖書館資源豐富，借閱上限

也相當充足。另外因研究戲曲，經常

下載演出影片，中心硬體設備良善，

對研究相當有幫助。

● 跨領域交流

研究空間有許多來訪學者，每位老師

關切的領域和思考的角度皆有所不

同，能彼此交流拓展視野。

● 督促自己

暑期進修計畫需先提出研究計畫，結

束時需提交成果。這樣的規畫與環

境，比起在家中，更能夠摒除雜務，

專心於研究。

● 研究主題自由

申請研究主題不限，能依各研究者興

趣及專長自由發揮。

　目前任教於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的林佳儀副教授，今年利用

暑期時間至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進修訪問。因2016年適逢明代劇

作家湯顯祖逝世400週年，遂選定湯

顯祖《玉茗堂四夢》鈔本曲譜為研究

主題，亦是博士論文研究《納書楹四

夢全譜》的後續開展。

　研究專長為古典戲曲的她，其實早

在多年前就與崑曲結下不解之緣。就

讀政大之際，因為師長的促成，擔任

崑曲社復社社長，這股對崑曲的熱情

持續至今，使她多年來不斷督促自己

將興趣與學術研究做結合，鑽研崑曲

相關的曲譜編訂、曲牌音樂和表演發

展等。

　曾有學者表示，看她的研究著作就

知道她會唱崑曲，事實上，林佳儀副

教授也真的有過不少粉墨登場演出的

經驗，至今她仍為水磨曲集崑劇團的

團員。她說，能夠親身站上舞臺表

演，擴展了她看待戲曲的視野。低頭

研讀文獻時，她研究的是他人的故

事，但在親身表演時，她也參與了崑

曲的歷史。

訪問學人：林佳儀副教授

服務單位：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來訪計畫：國內暑期訪問學者

來訪時間：105年6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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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習營

　「學術研習營」為中心透過規劃課

程的方式，邀請各學門領域專家學者

至申請單位開班授課。自101年「補

助學術研習營」業務創立以來，中心

不斷充實課程的相關規劃。至今，學

術研習營已完成十九個學門或領域的

課程設置（中文、外文、語言學、歷

史學、哲學、藝術學、人類學、社會

學、社會工作、傳播學、教育學、心

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管

理學、財務會計、區域研究及地理

學、跨領域類別），六百多門課程講

題的創建，本年度新增課程的內容納

入熱門前瞻議題，同時增建「數位人

文」類別，未來依然會就課程建立與

學門拓展，持續成長。

　學術研習營的申請方式，是由各單

位在每年的5月、11月申請本中心所

建立的課程，通過申請後，由中心聯

繫講員前去申請單位授課。推動至今

已邁入第5年的「學術研習營」，於

今年8月新增「單位聯合申請」及

「單位自行研擬課程」的全新形式。

　「單位聯合申請」是將原本申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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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講員陳振宇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
講員陳振宇教授

式引入群體研究的概念，新增許多單

位聯合申請複數課程的方式，擴大舉

辦規模，使地理位置相近或課程需求

相互配合的申請單位能跨校、跨單位

聯合申請，並使學術資源發揮至最大

值。

　「單位自行研擬課程」的申請方

案，特色在於申請單位能夠自行邀請

國內、外各學門領域的專家學者，並

由單位與講員討論講題、課程大綱與

授課方向後，向中心提出研習營課程

申請，經過中心審查會議審核後，申

請單位即可開設課程。此形式是鼓勵

單位自主研擬，藉由從下往上的方

式，使參與單位轉變為主導角色，也

使中心從中獲得學界需要的課程與議

題，並將熱門課程加入中心建置的課

單，提供未來申請單位擁有更多元的

選擇。

　新增的申請形式是延伸學術研習營

「促進各學門研究資源的整合，激發

學術單位研究能量和新進人員的研究

潛力」的主要宗旨。新增的申請方

案，則希望更多學門下的子分類課題

獲得助益，增長整體學術社群的交流

與對話。近年來，因應中心大力推動

青年學者培育計畫，學術研習營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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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授課對象的資格，開放博士生學員

為授課對象，碩士生亦可一同列席旁

聽。

　經過變革，期望「學術研習營」能

夠不斷創新，同時擴大服務範圍、拓

展青年學者的學術網絡，並吸引更多

單位一同參與，累積更多學術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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