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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工作執行進度概況 
    本年度計劃主要方針，在於建立「亞際文化研究全球網路」合作單位的據點，配

合其他經費來源，邀請合作單位師生交流，以便為日後學術合作以及學生交流建立平

台，並且以本年度的活動作為宣傳的基礎。本年度的活動主要以三組短期蹲點模式並

進，（一）點對點深度交流短期蹲點，（二）小型冬季國際營短期蹲點，（三）個別研

究短期蹲點。 
 

第一年已經完成的工作項目包括： 
(一) 前置作業： 

甲、廣泛招募，邀請國際合作單位參與「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 
乙、舉辦亞際文化研究學生成果分享會，並製作國際生發表成果短片，作為宣傳

基礎； 
丙、邀請法國、日本、香港學者與本地學者共同舉辦「城市生活權利工作坊」， 以

建立亞際文化研究問題意識。 
丁、「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啟動工作會議：「東亞社會與共生哲學」，主

題演講：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系 Naoki Sakai 酒井直樹教授，巴黎第八大學

哲學系名譽教授 Alain Brossat 教授，交大社文所劉紀蕙教授，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史書美教授。另有韓國中央大學李娜榮教授、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

科師生以及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師生共 40 人參加。 
 

(二) 三組短期蹲點模式 
甲、點對點深度交流短期蹲點：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以及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師生交流。東大共來訪 5 位教師與 4 位學生，我方也有 5 位教

師與 4 位學生，共 18 位參與發表。 
乙、小型冬季國際營短期蹲點：主題 De-Coding the Cold War and Facing 

Contemporary Societies，由台聯大教師 12 人組成跨校籌備委員會，邀請台

聯大以及國內外教師、藝術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共 18 人授課；另外安排電

影討論會以及田野訪查活動。報名者地區分布有 15 個國家，報名人數 147
人。共計錄取 49 人，其國際分布為印尼、印度、日本、韓國、新加坡、中

國、香港、美國、德國、烏茲別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英國與台灣。 
丙、個別研究短期蹲點：為期 2─4 個月，提供研究所碩士生、博士生來本平台

進行個別研究。本年度有 1 位印度籍學生參與四個月個別研究，並在離台前

報名申請本單位博士學位考試。 
 
 
 
 
 
 
 



 

2 

工作執行進度概況，詳如下表： 

已完成事項 完成月份 

 專任助理聘任 
 建立報名系統及文宣 
 積極與外國機關與組織洽談來台實習之集體或個別合約 

4 月 

 邀請合作單位教師，透過共同關切議題「生活權利工作坊」，

商討日後合作授課以及推薦學生交流等合作事宜──日本獨

協大學平田周 Shu HIRATA，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謝曉陽，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榮譽教授 Alain Brossat （配合其他經費

來源） 

5 月 

 建立「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邀請合作單位師生來

訪，舉辦學術交流工作坊，以便合作單位師生可以回國後可

以協助宣傳： 
甲、第一年度進行交通大學社文所與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

化研究科以及哲學研究中心(UTCP)合作辦理學生以及

教師學術交流工作坊 
乙、邀請韓國中央大學社會系教師 Na-Young Lee 參與「亞

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工作坊 
丙、配合其他經費來源，邀請國際學者康乃爾大學酒井直樹

與 UCLA 史書美一起參與「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

絡」工作坊，合作規劃日後跨國學生交流的網絡 
 開啟第二期個別研究短期蹲點學員的報名審查機制 

6 月 

 召開冬令營籌備會議 
 教師出國進行洽談合作以及招募活動 
 個別研究短期蹲點申請收件與審查 

7 月 

 冬令營開始宣傳及細部工作籌畫 
 計劃書及計畫摘要表 
 個別研究短期蹲點申請收件與審查 

8 月 

 冬令營主題、課程內容與講者名單確定 
 冬令營開放報名 
 個別研究短期蹲點申請收件與審查 

9 月 

 年度講座舉辦 
 完成期中報告並提出新年度計畫 
 接待外國學生來台在指導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田野調查與資

料收集。或是配合研究計畫隨班附讀、實習 
 配合其他經費來源，邀請國際學者 UCLA 教授 Douglas 

Kellner 進行短期講座，吸引本地生以及外籍生參與，並具體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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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的合作據點 
 冬令營開放報名延長報名 
 個別研究短期蹲點申請收件與審查 
 統整 TEEP 冬令營報名資料 
 審查冬令營報名者錄取資格 
 發出冬令營錄取信 
 TEEP 專屬網站視覺確定 
 TEEP105 年度宣傳視覺確定 
 招募冬令營台灣隊輔，以增進國際交流度 
 提出第二期款項申請程序 
 個別研究短期蹲點申請收件與審查 

11 月 

 冬令營 
甲、錄取名單確定，以機票確定 
乙、冬令營住宿確定 
丙、冬令營課程紙本資料確定 

 個別研究短期蹲點申請收件與審查 

12 月 

 01/11-15 舉辦 TEEP-UST 冬令營，主題：Decoding the Cold 
War and Facing Contemporary Societies。 

 個別研究短期蹲點申請收件與審查 

10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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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前置活動──建立「亞際文化研究全球網路」合作單位的據

點 
一、 亞際文化研究學生成果分享會 

(一) 活動宗旨 
學生於此分享會上報告他們的學習進度，以及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藉此促進教師與

同學之間的交流，以及通過師生溝通強化學生們在學術研究裡的問題意識，擴闊學生

的研究視野及研究網絡。 
 

(二) 活動時間與地點 
時間：2015 年 5 月 3 日 13:00-18:00 
地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 110 室 
主講者：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學生 
活動網址：http://iics.ust.edu.tw/publicationpage2.php?gid=4 
 

(三) 照片集錦 

 
全體參與者合照 

 
左起亞際文化學位學程畢業生Nila Ayu Utami、Elsa 

Danieis、李豪善、傅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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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權利工作坊 
(一) 活動宗旨 

    2014 年 09 月，香港發生佔領運動，高峰期有 10 數萬市民佔領香港主要政經樞

紐地段：金鐘夏𢡱𢡱道、旺角彌敦道及銅鑼灣崇光百貨，發起佔領運動者的初衷是爭取

香港政治民主化，是一項爭取「公民權」運動。運動前後持續 79 天，所有被佔領道

路才回復佔領前的狀態。 
佔領運動主張透過「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去爭取香港 2017 年特區行政長官選舉

應該在國際標準的「民主選舉」下進行。本工作坊希望探討的是，從運動的目標、參

與者的屬性來看，這場佔領運動較接近一場爭取「公民權 citizenship」的運動。然而，

就在運動發生不久，我們便看到一爭取「城市權 The right to the city」運動的元素出

現，參與運動者在佔領區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去將「城市權」元素注入了「公民權」

運動，成為這場運動的特色。此工作坊開啟蹲點計畫建立學者以及學生的國際交流管

道的第一站，為未來合辦學術工作坊或是學生營隊，並且進行合作出版計劃建立初步

的基礎。 

(二) 活動時間：2015 年 5 月 6 日周三下午 14：00-18：00 
(三) 活動地點：交大人社二館 210 教室 
(四) 主持人  

Alain Brossat（教授巴黎第八大學教授及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講座教授） 
林淑芬教授（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 

(五) 主講人及講題 
平田周 Shu HIRATA（日本獨協大學法文系兼任講師） 
探討城市生活權利-空間的產生與社會關係的複製 
謝曉陽（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傳播系兼任講師） 
香港雨傘運動-一個佔領金融中心的日常生活空間爭奪運動 

(六) 回應人 
台權會副秘書長王寶萱 

交通大學社文所博士生莎瓏‧ 伊斯哈罕布德 

(七) 主辦單位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

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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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研討會照片集錦 

Alain Brossat（巴黎第八大學教授及國立交通大

學社文所講座教授） 
林淑芬（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 

 

 
主講者：平田周 Shu HIRATA 

（日本獨協大學法文系兼任講師） 

 

 
主講者：謝曉陽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傳播系兼任講師） 

 
回應人：王寶萱小姐（台權會副秘書長） 

 
回應人：莎瓏‧ 伊斯哈罕布德（交通大學社文所博

士生） 

討論時間 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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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 

(一) 活動宗旨 
「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Transnational Network for Critica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為「文化研究國際中心」(NCTU, UST)於 2015 年開始推動的中程計畫，以跨國

研究中心聯盟以及多邊國際合作的模式，針對當前亞際文化亟需進行的批判思想計劃，

邀請合作單位學者訪問或是進駐，建立學者以及學生的國際交流管道，合辦學術工作坊

或是研討會，並且進行合作出版計劃。這個跨國網絡鼓勵國際學者以及研究生在這個以

台灣為基地的平台進行學術交流，激發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構想，進而提供有突破性的人

文社會跨領域研究成果，並藉此機會宣傳並吸引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更多優秀學程

來本學程以及各校支援系所交流，進而修讀博碩士學位。 
 

計畫研討環繞四大主題： 
I 跨國邊界的批判研究：檢視亞洲現代政治思想如何影響亞洲地區現代國家主權概念與

邊界管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議題； 
II. 亞際電影的批判研究：透過電影視覺文化，探討亞洲各國政治張力、階級矛盾、種族

衝突、性別議題與身份政治； 
III. 亞太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批判研究：透過冷戰時期以及後冷戰時期的亞太地區政治

經濟部署，探討意識形態與社會結構的關聯與後續影響，以及當前新自由主義、全球資

本主義、貧富差距等問題； 
IV.  共生社會的構想：結合上述三大議題，朝向二十一世紀土地正義、公民運動、弱勢

者權利與共生社會的探討。 
 

     藉此計畫，交通大學暨台聯大與下列學術機構共同構築跨國合作平台： 
日本東京大學哲學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高等

人文研究院、上海大學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北京清華大學高

等人文科學研究中心、美國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系、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比較文學、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Ici-et-ailleurs: Association pour une Philosophie Nomade  

 
（二）系列活動 

1. 史書美教授公開演講 
  講題：“World Studies and the Global Racial Line” 

主持人：Joyce C.H. Liu 劉紀蕙教授 
回應人：Alain Brossat 教授， Der-Liang Chiou 邱德亮教授 
地點：R106A, HA Building 2, NCTU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A 教室 
時間：5/ 27 (Wed)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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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史書美教授 

 
主持人：交大社文所劉紀蕙教授 

 
(左起)交大社文所邱德亮副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史書美教授、交大社文所劉紀蕙教授、巴黎第八

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 Alain Brossat 教授 

 
提問者：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唐慧宇 

 
2. 李娜榮教授(韓國中央大學)專題演講 

講題：Hidden History, Subversive Narratives:U. S. Camptown Prostitution in South Korea 
主持人：Shu-fen Lin 林淑芬教授 
回應人：Peng, Jen-Yu 彭仁郁助理研究員 
地點：R110, HA Building 2, NCTU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10 教室 
時間：6/3 (Wed) 10:00-12:00 

 
講者：韓國中央大學社會系李娜榮副教授及系主任 

 
(左起) 韓國中央大學社會系李娜榮副教授、中研院民

族所彭仁郁助理研究員、交大社文所林淑芬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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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酒井直樹教授(康乃爾大學)公開演講 
6/ 4 (Thu) 14:00-17:00  
講題：The Loss of Empire: the Nationalism of Hikikomori (reclusive withdrawal) 
主持人：Yuan-Horng Chu 朱元鴻教授 
回應人：Shu-mei Shih 史書美教授、Alain Brossat 教授 
地點：R106A, HA Building 2, NCTU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A 教室  
 
6/10 (Wed) 13:20-15:20  
講題：From Relational Identity to Specific Identity 
回應人：Viren Murthy 慕唯仁、Mei-Lin Chien 簡美玲 
地點：207R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CTU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207R（新竹縣竹北市

六家五路一段一號） 

 
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系 Naoki Sakai 酒井直樹教授 

 
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系 Naoki Sakai 酒井直樹教授 

 
(左起) 交大社文所朱元鴻教授、康乃爾大學東亞研

究系 Naoki Sakai 酒井直樹教授 

 
(左起) 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 Alain Brossat 教
授、交大社文所朱元鴻教授、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系

Naoki Sakai 酒井直樹教授 

 
 
4. Launching Meeting for the Transnational Network for Critica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Agenda 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工作坊 

時間：3rd June, 2015, 13:30-17:30 
地點：110R, HA Building 2, NCTU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10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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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議程 

Time Title 

13:40-13:55 
Opening remark：Joyce C.H. Liu（Direct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NCTU & UST） 

13:55-15:10 
Vision Statement by IICS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Naoki Sakai， 
Alain Brossat，Shih Shu Mei 

15:10-15:30 Tea break 

15:30-16:00 Feedback ：ISHII Tsuyoshi，Lee Na-Young 

16:00-17:30 Open discussion 

 

 
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跨國網絡活動全體參與

者合照 

 
(左起) 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系 Naoki Sakai 酒井直樹

教授、交大社文所劉紀蕙教授 

 
(左起)、交大社文所劉紀蕙教授、巴黎第八大學哲學

系名譽教授 Alain Brossat 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史書美教授 

 
(左起) 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系 Naoki Sakai 酒井直樹

教授、交大社文所劉紀蕙教授、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

名譽教授 Alain Brossat 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史

書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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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三組短期蹲點模式 
一、 點對點深度交流短期蹲點 

(一) SRCS-NCTU／UTCP Students Workshop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與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學生交流工作坊 

時間：1st June, 2015, 13:00-17:30 

地點：106R, HA Building 2, NCTU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教室 

Agenda 議程  

13:00-13:40 Registration  
13:40-15:00 PAN

EL 
PRESE
NTER  

AFFLIATION TITLE 

A Mr. Akihiro 
MIYATA 
 

Master cours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UTCP 

Where Does the 
Question of Philosophy 
Come from? – In the 
Case of Heidegger and 
Me 

薛熙平 Doctoral course SRCS, 
NCTU. 

Life beyond the Law: 
Giorgio Agamben’s 
Legal Philosophy  

Mr. Hayao 
KAWAI 

Master cours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BD 

Merleau-Ponty's concept 
of liberty 

唐慧宇 Doctoral course of 
SRCS, NCTU. 

Ideology, Historical 
Sentiment, and Politics 
of Aesthetic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5:00-15:30 Discussion 綜合討論 

15:30-15:50 休息 

15:50-17:10 B 陳中勳 Master course of SRCS, 
NCTU. 

The Cold War Body 
Movement: Amerasian 
and U.S. Military 
Hostess in Taiwan 

Ms. Yuka 
HIRAI 

Doctoral course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TBD 

Bodies and Bodily 
Wast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Dirty on 
Kawabata Yasunari’s 
Literay Works 

李惠敏 Master course of SRCS, 
NCTU., 

The Actor-Enacted 
Animal Vital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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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Stockmanships” 
─Notes in A 
Slaughterhouse 

Mr. 
Beomkeun  
LEE 

Master cours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n the Close Reading 
of Single Photograph: 
Through Domon Ken’s 
‘Social Photography’ 

17:10-17:40 Discussion 綜合討論 

18:00 Dinner 會後晚餐 

 
(二) SRCS-NCTU／UTCP Faculty Workshop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與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師交流工作坊 

時間：2nd June, 2015, 10:00-17:30 

地點：106R, HA Building 2, NCTU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教室 

Agenda 議程 

09:30-10:00 Registration 報到 

10:00-10:30 Opening 開幕 

10:30-11:30 P
A
N
E
L 

PRESENTER  TITLE 

A Joyce C. H. Liu  
劉紀蕙 

Against Confucianism: Reassessing the idea of 
equality in the age of Chinese revolutions 

Tsuyoshi Ishii  
石井剛 

Li Zehou's Concept of 'Cultural-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East Asian Aesthetic Nationalism 

Hung Yueh Lan  
藍弘岳 

Japanese Studies in Postwar Taiwan: Focusing on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11:30-12:00 Discussion 綜合討論 

12:00-13:30 Tea Break 休息 

13:30-14:50 B Shinji KAJITANI  
梶谷真司 

Dialogue as Philosophical Practice for Inclusion 

Futoshi Hoshino  
星野太 

After the Social Turn: Socially Engaged Art in East 
Asia 

Yuan-Horng Chu  
朱元鴻 

Philosophical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Autism as 
Human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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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總合文化科博士生：平井裕香(前)與碩士生：

李範根(後) 

 
東大總合文化科博士生：平井裕香(前)與碩士生：

李範根(後) 

Der-Liang Chiou 
邱徳亮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Cultural Elites in Postwar 
Taiwan (on－going project)  

14:50-15:20 Discussion 綜合討論 

15:20-15:50 Tea Break 休息 

15:50-16:50 C Satofumi 
Kawamura  
川村覚文 

Untamable other within hybridity: Anime and 
politics in cold-war and post cold-war period of 
Japan 

Lin Shaoyang  
林少陽 

Making National History with Literary History: 
Hegel’s Influence via Taine on Meiji Japan and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Ming-Wei Peng 
彭明偉 

The Remodeling of New Personality and New 
Literatur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around 1949 

16:50-17:30 Discussion 綜合討論 

18:00 Dinner 會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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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交大社文所劉紀蕙教授、東大總合文化科石

井岡教授、交大社文所藍弘岳副教授 
 

交大社文所博士生薛熙平 

 
交大社文研究所朱元鴻教授 

 
(前左起)東大總合文化科梶谷真司、美國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的史書美教授、交大社文所劉紀蕙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的酒井直樹。(後左起) 東大總合

文化科博士生平井裕香、韓國中央大學社會系主任

Lee Na-Young 教授、東大總合文化科石井岡教授、

川村覺文教授、林少陽教授。 

 
東大總合文化科與交大社文所學生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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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型冬季國際營短期蹲點 

    營隊為期一週，安排國際講座以及田野實習，由台聯大三校合作執行。預計開放 40
位名額供國際學生申請，另開放 20 位本地學生參與。本年度主題為：De-Coding the Cold 
War and Facing Contemporary Societies，由台聯大教師 12 人組成跨校籌備委員會，邀請

台聯大以及國內外教師、藝術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共 16 人授課；另外安排電影討論會以

及田野訪查活動。報名者地區分布有 15 個國家，報名人數 147 人。共計錄取 49 人，其

國際分布為印尼、印度、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美國、德國、烏茲別克、

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英國與台灣。 

一、 營隊簡介 

    2016 TEEP 冬令營，是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IACS-UST）主辦的眾多活動之一。本活動希冀透過跨領域交流，提供亞際文化研究相

關訓練，並促進相關知識的累積與具體實踐。冬令營主題是 De-Coding the Cold War and 
Facing Contemporary Societies。課程規劃著重五個面向，分別為「移民與冷戰認識論」、

「殖民與冷戰的知識生產」、「亞洲民主」、「農民復興」，以及「新自由主義年代的文化生

產」。沿此五個面向，反思由殖民歷史、冷戰政治，及民主想望共塑的亞洲現代性。授課

教師囊括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亞際文化研究學者，及多位國際學者、電影導演和文化工

作者。參與冬令營的學生或青年學者不僅受惠於相關課程，也加入分組論壇及田野考察。

更有機會透過冬令營活動，與台灣學者近距離接觸、交流，彼此分享研究成果。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期望藉此營隊闢拓國際交流平台，以供相關學者及

創作者流通經驗、分享工作成果。相信參與這場難得的冬季盛會，會在來自全球各地的

學員心中，留下難忘的台灣經驗。 
 
二、 學員國籍分布與人數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印尼 9 新加坡 1 
印度 1 中國 6 
日本 3 香港 5 
韓國 4 美國 1 
德國 1 菲律賓 2 
烏茲別克 1 馬來西亞 2 
台灣 11 越南 1 
英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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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規劃 

 
(詳細課程內容與授課師資參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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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照片集錦 

 
冬令營全體人員合影 

 
左至右：印尼籍 Sulistyatim 與日本籍 Yuri 
Takahashi 

 
田野活動：桃園馬祖新村 

 
田野活動：新竹沺源清 

 
田野活動：桃園馬祖新村 

 
田野活動：新竹沺源清 

 
2016/1/11 共享晚餐 

 
2016/1/15 結業晚宴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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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15 結業式頒發證書 

 
左至右：印尼籍 Sulistyatim 與 Ardila Putri 

 
授課老師之一：中央大學白瑞梅教授 

 
小組討論時間 

 
 
 
五、 冬令營影片記錄參與者心得報告 

官方網頁：http://iics.ust.edu.tw/teep/ 
官方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TEEPprogram/timeline 

影片紀錄 6 https://www.facebook.com/TEEPprogram/videos 

學員心得報告 32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wYh9Cw3fp6eWFdqdXky
eGx0c00&usp=sharing 

網路新聞 
(聯合新聞網) 

1 http://udn.com/news/story/3/1465719 

*影片紀錄截圖、心得報告摘要與網路新聞截圖參見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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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生「個別研究」短期蹲點 
一、 活動宗旨 

      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中國的崛起，亞洲各國經濟的突飛猛進，東北亞與

東南亞的海域衝突，都讓世界的眼光朝向亞洲。「亞際文化研究全球網絡」透過台

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的跨校平台，結合，提供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

點」，以便讓外國學生可以進一步了解「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所提供的課程與

師資，並透過短期修課、獨立研究、收集資料以及田野實習，讓外國學生進入亞

洲地區各個國家相互關聯的複雜歷史過程以及當代社會問題，以及涉及歷史、政

治、經濟、文化、宗教、種族與社會衝突的錯綜狀況。資料收集以及田野實習地

點包括國家電影中心、美術館、博物館、社區文化機構、社會運動場域、新聞媒

體（平面媒體以及網路媒體） 。本計劃以鼓勵優秀外籍學生來本學程修讀學位為

主要目標。 
      「亞際文化研究全球網絡」（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Global Network)為教育

部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計畫，提供 2-4 個月的獎學金，供國際生進行短期

修課、獨立研究、收集資料以及田野實習。參與計劃的國際生將可獲得每月一萬

元台幣獎學金，安排相關領域教授諮詢，並可利用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

學程的平台，銜接台聯大系統三校人社領域系所，進行暑期修課與個別研究。   
   

二、 名額：為期 2～4 個月，提供研究所碩士生、博士生來本平台進行個別研究。暫定

開放 18 個名額（每人二個月為單位，可以計算為一人四個月，以二人計算） 
三、 申請方式：採網路申請。 
四、 申請應備文件：（1）申請表：內容包含申請原因、語言能力（中文以及英文）、研

究群以及校區志願序。（2）研究計畫書。（3）推薦函一封。（4）在學成績單。（5）
護照影本。（6）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五、 課程安排： 2～4 個月的修課、個別研究與實習：由學生與指導老師商量後，安排

修習中文課程、隨班附讀、短期獨立研究課程、短期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資料

收集及參與研討會等。實習地點：新聞媒體（平面媒體以及網路媒體）、國家電影

中心、美術館、博物館、社區文化機構，社會運動場域。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辦公室、支援系所、老師計畫辦公室。 
六、 對象：（1）優先邀請對象初步以現有合作基礎的幾個單位為優先邀請對象。（2）

台聯大四校姊妹校學生。（3）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際合作計劃成員系所。（4）
已獲得該國或其他獎助學金者。（5）具備華語能力者。（6）開放其他各國優秀學

生申請。 
七、 學生權利：（1）每月一萬元台幣補助。（2）安排導師，由導師安排學習夥伴。（3）

選修獨立研究、短期實習課程、1~2 週短期營隊或是隨班修課(需自費，姐妹校免

費)。（4）進行資料收集，田野實習。（5）由計畫辦公室以及指導老師協助安排實

習地點。（6）擴大及深化 TEEP 外國青年與國內校園、機構之互動。（7）參與 TEEP
計畫之學生，將為往後進入「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博士學位學程」之有利支持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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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義務：（1）參與三場台聯大跨校學術活動，並撰寫部落格或臉書文章，每人

三篇。（2）離台前繳交一份 3 千字以上研究報告。（3）參與 TEEP 共同校園分享

會。 
 

九、 2015 年來臺短期交流國際生名單 

姓名 國籍 主修 學位 訪問期間 

Akihiro Miyata Jap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asters 2015/5/31-2015/6/4 

Hayao Kawai Jap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asters 2015/5/31-2015/6/4 

Yuka Hirai Japan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PHD 2015/5/31-2015/6/4 

Beomkeun Lee Kore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asters 2015/5/31-2015/6/4 

 
十、2015 年來臺個別研究蹲點 2-4 個月國際生名單 

姓名 國籍 主修 學位 訪問期間 

Feeza Vasudeva Indian Law and Business Masters 2015/10/13-2016/2/29 

 

 
印度籍蹲點生 Feeza Vasudeva 

 
社文所博士生唐弘廷、UCLA 講座教授 

Douglas Kellner 與蹲點生 Feeza Vasud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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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16 年來臺短期交流國際生申請名單 

姓名 國籍 主修 學位 預計訪問期間 

Nguyen Duc An Vietnamese Art BA 2016/03/01-2016/04/30 

Alexander Dawson British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 

2 to 4 months within 
January 2016-September 

2016  

Sara di Nardo Italian Languages BA 2017 

Moccia Stefania Italian Languages BA 2016/07/06-2016/10/30 

Minwoo Jung Korea Sociology PHD 2016/09/01-2016/11/30 

Liliana Liao Italy 
Language 
Mediation MA 

2016/08/01-2016/11/30 

Naomi Kojen Israeli 
Asia and Middle 
Easter Studies MA 

2016/05/01-2016/09/30 

Vlada Perekrestova Ukraine 
Asia-Pacific 

Studies PHD 
2016/05/01-201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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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經費支用 
計畫經費總額：$1,905,418 元，教育部補助金額：1,841,418 元，學校自籌：

64,000 元。 

經費項目 教育部核

定計畫金

額 

教育部撥

付金額 
教育部補

助比例 
實支總額 計畫結餘

款 

人事費 593,843  593,843  100% 588,473 5,370 

業務費 991,575  991,575  100% 991,575 0 

學生津貼 320,000  256,000  80% 86,800 169,200 

經費使用率：90.50% 

 
經費剩餘說明： 
1. 人事費剩餘5,370元。其原因為計畫實施期間經歷一次專任助理更換，

兩位助理因工作年資不同，因此造成經費之剩餘。 
2. 學生津貼剩餘 169,200 元。其原因有三： 

I. 計畫核定開始日為 104 年 4 月 1 日起，確定計畫核定後才使招募

國際生個別研究短期蹲點，因宣傳需時間擴散，確實因此來臺蹲

點人數不如預期。 
II. 因學生津貼項目中有校內配合款，在經費支用上需要先使用校內

款，因此教育部補助經費部分有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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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成果與展望效益 

    本計劃自 104 年 4 月實施以來，分別規劃三項前置作業：亞際文化研究學生成果分

享會、城市生活權利工作坊與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串聯起台灣文化研究與亞太

各地區文化研究的連結。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以及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師生交流，加深了教師間與學生之間的國際交流，並也奠基了日本青年學者與學生對於

台灣文化研究地認識，其外擴效應促使了亞太地區學術青年來台進行學術交流，連帶也

打開台灣文化研究在歐美地區東亞研究、漢學研究圈的知名度。105 年 1 月所舉辦的冬

令營活動更吸引世界各地 15 國學生來台進行一周課程。授課教師囊括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的亞際文化研究學者，及多位國際學者、電影導演和文化工作者。參與冬令營的學生或

青年學者不僅受惠於相關課程，也加入分組論壇及田野考察。透過冬令營活動，與台灣

學者近距離接觸、交流，彼此分享研究成果。此項活動收到參與學員的正面回應，多位

參與者極有意願申請在來台進行個別研究，或是參與下一年度的冬令營。 

   本計劃提供國外研究所碩士、博士階段學生短期蹲點，配合本學程安排的各校指導

教授，安排國際生選修實習課程、獨立研究課程，或是配合研究計畫隨班附讀，並藉

此機會進行田野調查與資料收集，且規劃冬令營活動為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研究生開闢

交流的管道。並藉由合作網絡，提供本地學生日後跨國移地研究之網絡平台。使現有

學生與交換生在學業上彼此觀摩，提升學習品質。進而吸引各國之東亞研究、漢學研

究以及亞太區域最優秀學生來台留學，以便培育人文社會跨領域之尖端人才。 

    更進一步希望能透過強化國外姐妹校交換平衡的機制，改善國內學生赴海外交換

的條件，並使優秀國際青年學子學成後為我所用，達成育才、留才之目標使現有的台

聯大系統跨校平台學術機制能夠在國際學界更有知名度，向外輸出本學程的高等教育

模式，吸引國際學生來台修讀學位，促成本學程以及各校支援系所的國際化平台。，

促進亞太地區文化、學術與社會發展之合作。 

    最終具體建立全球國際合作平台，以便日後推動合作單位的交換學生、合作授課、

交換教學、共同指導或是雙學位等長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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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錄 

附錄一：城市生活權利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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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5 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際網路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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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國際生短期來臺蹲點活動海報與宣傳 

 
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中國的崛起，亞洲各國經濟的突飛猛進，東北亞與東南

亞的海域衝突，都讓世界的眼光朝向亞洲。「亞際文化研究全球網絡」透過台聯大「亞

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的跨校平台，結合，提供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以便讓

外國學生可以進一步了解「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所提供的課程與師資，並透過

短期修課、獨立研究、收集資料以及田野實習，讓外國學生進入亞洲地區各個國家

相互關聯的複雜歷史過程以及當代社會問題，以及涉及歷史、政治、經濟、文化、

宗教、種族與社會衝突的錯綜狀況。資料收集以及田野實習地點包括國家電影中心、

美術館、博物館、社區文化機構、社會運動場域、新聞媒體（平面媒體以及網路媒

體） 。本計劃以鼓勵優秀外籍學生來本學程修讀學位為主要目標。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Asia. With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sian economies, in addition to the maritime conflicts between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he world has turned its attention to the countries of the largest continent on earth. 

Utilizing the interschool plat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IACS-UST),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Global Network has combined faculties fro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four 

member universit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which constitute the 

UST to provide the Taiwan Experience Education Program (TEEP), TEEP allows foreign 

students to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field, courses, and faculty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IACS. Through short-term study, independent research, information-gathering 

and field internship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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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and interrelated historical processes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of 

Asian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conditions that involve history, politics, 

economic, culture, religion, 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conflicts. Opportunities for 

information-gathering and field internships include the Taiwan Film Institute, museums, 

community cultural centers, social movement venues, and news media (print and Internet). 

The main goal of the program is to encourage outstanding foreign students to apply for full 

time enrollment in order to earn a degrees.   

  

「亞際文化研究全球網絡」（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Global Network)為教育部外

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計畫，提供 2-4 個月的獎學金，供國際生進行短期修課、

獨立研究、收集資料以及田野實習。參與計劃的國際生將可獲得每月 一萬元台幣獎

學金，安排相關領域教授諮詢，並可利用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的平台，

銜接台聯大系統四校人社領域系所，進行暑期修課與個別研究。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Global Network" is a program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suppor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ing to Taiwan for short-term visits and 

research. This program will provide each international student a scholarship for 2-4 months 

as well as short-term courses, individual research, and/or field internship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gram will be awarded a monthly scholarship of NT$ 

10,000 and will receive consultation with local professors.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IACS-UST) will serve as a 

platform to connect students with related department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the partner universities (in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at which they can attend 

summer courses and conduct individual research.  

 

內容安排：   

1. 為期 2-4 個月。可以進行兩個月的暑期實習與個別研究，或是四個月 的修課。  

2. 安排導師，由導師安排學習夥伴，進行獨立研究、資料收集、田野實習課程、隨

班修課或是參與研討會等學術活動。  

3. 資料收集以及田野實習地點包括： 國家電影中心、美術館、博物館、社區文化機

構、社會運動場域、新聞媒體（平面媒體以及網路媒體） 。  

4. 與本地學生以及國際學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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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間 ： 

申請時間(每年)  蹲點期間  公告錄取名單  

4-5 月  8-12 月  6 月  

6-7 月(2015 only)  8-12 月  7 月底  

7-9 月  2-6 月  10 月  

12-1 月  5-9 月  2 月  

  

Application Schedule ： 

Release of Application 

Forms  
Visiting Period  

Admission 

Announcement  

April –May  August-September  June  

June-July(2015 only)  August-December  July 31   

July-September  February-June  October 

December-January  May-September  February  

  

Details of the program:  

1. The visiting period is 2-4 months: Two months for a Summer Internship to conduct 

individual research, or 4 months of courses.  

2. Each international student will be assigned an advising professor. In addition, a learning 

partner will be arranged by his or her advising professor to assist with independent 

research, information-gathering, and field internships, or to participate in courses and 

attend seminars.  

3.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field internships include: The National Film Center, art 

galleries, museums, community cultural institution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media 

(print media and Internet media).  

4. The program will also foster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student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申請方式：  

•採網路上傳表格及相關附件報名。第二期開放至 7/31 日截止 

http://iics.ust.edu.tw/TEEP-IACS  

• 今年開放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三校「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四大研

究群申請： 1.「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http://iics.ust.edu.tw/TEEP-IACS
http://iics.ust.edu.tw/TEEP-IACS
http://iics.ust.edu.tw/TEEP-IACS
http://iics.ust.edu.tw/TEEP-I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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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3.「性別研究」  

4.「視覺文化」  

 

Application details:  

 Selected students will receive a stipend of NT$10,000 each month.   

 There are four research clusters (1.Critical Theory and Asian Modernity,2. 

Contemporary Thought-trends and Social Movements,3.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4. Visual Culture) in NCTU, NTHU or NCU. ·   

 The second application period is from June 10, 2015 to July 31, 2015. Please upload  

an application packet including the documents listed below before the deadline: 

A.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include a passport-sized photo)        

B. Study Plan  

C. One recommendation letter from your advising professor.          

D.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E. Official Transcript (English Version)  

  

http://www.ncku.edu.tw/%7Eintl/english/download/exchange/2008/ExApplication2008.doc
http://www.ncku.edu.tw/%7Eintl/english/download/exchange/2008/ExApplication2008.doc
http://www.ncku.edu.tw/%7Eooia/isad/admissions/download/exchange/2008/RecommendationForm200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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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冬令營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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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2016冬令營活動視覺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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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2016 冬令營問卷回饋統計 

一、 參與者如何得知冬令營資訊： 

Our website 25% 

Mailed invitation 10% 

Friend / Colleague 50% 

Internet search 10% 

Other 5% 

二、 參與者建議下一期冬令營課程 

Human rights 5% 

Mantimism and peace 5% 

South/east Asia Inter-Asia 

(histoy/society de/colonialism

 Capit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45% 

Migrant labor/border 20% 

ideology and colonialism 5% 

culture of death 5% 

Social movements  5% 

China 5% 

diaspora 5% 

young generation 5% 

Taiwan & Hong Ko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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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冬令營影片記錄參與者心得報告 

一、 臉書粉絲團與影片截圖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EEPprogram/timeline)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EEPprogram/videos) 

二、 心得報告摘要 

姓名 心得摘要 

Farkhod 

Abdurakhmonov 

(烏茲別克籍) 

To conclude, I believe that the Winter Camp was very productive and it covers all parts of 

Taiwan Socie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Cold War era and till modern days. Topics of 

conference include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and science: politics, sociology, economics, and 

https://www.facebook.com/TEEPprogram/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TEEPprogram/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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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I enjoyed meeting so many interesting people from a wide variety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s 

this provided m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them many discussions about culture. I think 

the whole event was organised extremely well. 

Winter Camp proved to be a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erms of listening speeches, watching 

historical documentary movies, visiting in historical place.  In addition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raise an issue that is important to all participants and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a variety of discuss different topics. The Winter Camp also helped to provide me with 

new ideas about how to raise other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future. It was, in total, a unique 

experience. I hope that in future I will hav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conferences which 

will hold in other countries. 

Genevieve Leung 

(美國籍) 

Suffice it to say, I was deeply humbled by what I observed and learned and wish my 

own M.A. students at USF could be here to experience what I did this week.  Had I 

been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a camp like this as a graduate student, I think my 

nascent worldviews would have been expanded and my research much more 

nuanced.  For example, there was a time that I was taught (and that I somewhat 

believed) that the Cold War was over.  It is very clear now, though, that everything, 

from my Vietnamese-Chinese refugee friends’ harrowing experiences, my Korean 

adoptee friends’ conflicted identities with their birth and adopted families, and even 

my own M.A. students’ papers on espionage and repatriation, has always pointed to 

the fact that remnants and legacies of the Cold War continue to persist and require 

our (re)examination.  There is always more than what we think we know, and we 

must always think about what we think we know.  In the next sections I will share 

some reflections about what I thought I knew and how that has been changed. 

Aya FURUHASHI 

(日本籍) 

Finally, I'd like to say that I very enjoined the camp. I know this is the scene learning 

working knowledge. I can discuss with young researchers from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All staffs did me many favors. Moreover, as mention above, I got many 

insights from programs and discussions. Thank you for your grate organization. And 

I wish to keep in touch for building Inter-Asian knowledge production. 

Nurma Diani Sekarsih 

(印尼籍) 

As a citizen of Indonesia, a 60 year old nation which before its independence have 

been under colonialisation by Dutch for 350 years and Japan for 3,5 years, and also 

had its own anti communist massacre in 1965, participating in TEEP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for myself. Not only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the experts in the 

field and learning inter-cultural studies from Taiwan’s perspective and also other 

countries’ perspectives but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related issue in 

Indonesia in the group discussions.   

The five highlighted materials in the camp: migration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Cold 

War, colonial/Cold War knowledge production, democracy in Asia, the agr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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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issance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is the era of neoliberalism has successfully 

gave me lot of thoughts to ponder about my own country.  The face of Indonesia 

actually is multilayered.  What I write on this report might only be the way an 

Indonesian seeing her own country from her own perspective.   

KONG Ju 

(韓國籍) 

I have got useful information for my further research projects about each Asian 

society in various aspects, especially in political way, from listening to enthusiastic 

presentations by experts in various fields, joining the group discussions, and sharing 

our own experiences throughout the lunch time. Moreover, I have spent meaningful 

hours to think about the effects of colonialism, Cold War politics, and democracy not 

only in South Korean context but also in a broader Asian context, which I had not 

addressed thoroughly to date. It was even more surprising that Asian societies shared 

fairly similar historical as well as political features affecting people in various ways. 

……..Finally, it was such a great chance for me to be part of this 2016 TEEP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Global Network Winter Camp. It offered me an 

invaluable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selected researche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who have similar aspirations as I do. The diversity of the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2016 TEEP winter camp enabled me to see Asia as a whole and the World 

through different eyes, and to build a network that will last for a lifetime. I believe 

that the 2016 TEEP winter camp was also a fascinating and stimulating place where 

lively discussions about many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which I had not considered 

seriously so far, addressed in Asian context taken place. I have truly enjoyed the 

moments sharing my own experiences as well as listening to my colleagues’ 

opinions throughout this camp. It was even greater that everyone who wante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opinions have fair chances to speak, and the rest of the 

people were very careful about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pinions. With new 

experiences at the 2016 TEEP winter camp, I hope to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greater inequal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specially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i Mei Ting 

(香港) 

Before the TEEP winter camp, the history of Cold War is just about the competitive 

towards Liberal Party and Communist Party. But it means a lot for me now. In the 

case of Vietnam refugee, the most sadly things are that,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m which were born and grow up in Hong Kong cannot regarded as legal citizen 

until now. Not to mention that the history about Vietnam refugee is always as the 

missing piece in history textbook in Hong Kong. Under the ideology battle between 

the Liberal Party and Communist Party, refugee becomes the tools for propaganda 

use.  

 

In my point of view, the TEEP winter camp’s theme of de-coding Cold War help me 

to reconsidering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challenging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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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come from the West. Again,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chance for joining this 

winter camp. 

Jonathan S. Parhusip 

(印尼籍) 

The memory constructions by New Order and Soeharto was rooted so strong, even 

though we are live now in reformation era, we still cannot product a knowledge fully 

based on truth. Because goverments would like control our research and  decided 

everything about our research. But, at this winter camp I get a lot of new idea to 

produce a new knowledge. 

Nguyen Ngoc Anh – 

Stacie 

(越南籍) 

It could not be more true to the textbook we used in Vietnam – one of five 

communist countries left in the world. I should not say “lie” but they avoid  to 

mention some significant events related to anti-communist regime in South Vietnam. 

For instance, we have never been taught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fall of Saigon in 

1975 or the ethnic cleaning in 1979 at school; the former civil servants and military 

personnel who served the Americans, as well as traders of whom majority were 

ethnic Chinese who dominated trade and were not sympathetic to the communist 

regime have never been mentioned. However, this huge gap cannot be covered up, I 

knew the term Vietnamese boat people through my grandparents’ stories and I care 

enough to look it up on the internet and to be amazed with all the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this history period. I also grabbed some books of the second or third 

generations of the boat people to know more what they really think about this sad 

immigration wave. It is a valuable chance for me to join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global network winter camp to know 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nk about 

the boat people. 

Joo Kyung Lee 

(韓國籍) 

These questions of “original identity” can be compared or contrasted with the case of 

Korea or Japan. Korea, for instance, is a country that prides itself (or at least used to 

pride itself) on its racial homogeneity. Additionally, Korea is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built upon the same land mass for centuries if not millennia. As such, the idea of 

“original Korean identity” is much more evident in this case: it refers to the Korean 

person who was bor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ich have been occupied by the 

nation for millennia. Of course, now the question is often obfuscated or made 

difficult by the presence of two Koreas, North and South Korea. Nevertheless, 

Koreans’ somewhat exclusive sense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s something that is 

singular and inviolable, is one that is very much comparable to and with the case of 

Sinophone identity. If we then take the example of Sinophone identity to apply it to 

Korean identity, can we say that one day Korean identity may follow the same 

procedure that Sinophone identity had followed? Is it possible that one day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define what being a Korean is? Such are questions that we are left with in 

today’s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ones that are specifically applicable to the case 

of the Sinophon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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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聞截圖 

  (網址：http://udn.com/news/story/3/1465719) 

 

Sujardin Syarifuddin 

(印尼籍) 

Finally, it has been an amazing week here in Hsinchu. I am honoured to have met 

such hardworking committee who were always ready to help all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program. 

All inspiring speakers have inevitably brought extensive knowledge under very 

specific theme from which I gain insightful feedbacks. I have been taught to 

critically analyse the 

world issue in the perspective Asia and that it will be something I can share to my 

community both in Indonesia and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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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各活動主辦及協辦單位介紹 

1.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NCTU & UST 國立交通大學暨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 「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要合作宗旨，是促進台聯大系統四校（中央大學、

交通大學、清華大學、陽明大學）人文社會跨領域研究群的整合，強化跨校研究群

之優勢，以便達到跨校研究與教學資源共享的目的。 

     目前已經成立並且在教育部備案的「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由總辦公室以及四

校辦公室共構，「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由四校師資合作執行，便是台聯

大文化研究領域同仁長達十餘年的合作宗旨所達成的目標。這個跨校平台結合研究

以及教學，克服單一系所與校區的研究人力局限，透過跨校行政支援，藉由整合四

校人文社會學科的跨領域研究優勢與跨校合作研究團隊，推動國際合作計畫以及國

際學位學程的重點發展，能夠落實跨校研究中心與國際化頂尖人才培育的創制，並

且進一步具體強化各校內部的研究能量與國際知名度。 

        在「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及「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的基礎之

上，台聯大文化研究團隊將持續實踐以跨校合作為平台的國際化學術活動，推動跨

國合作計畫，累積學術研究成果，並透過國際學位學程培育頂尖學術領導人才。 

   目前這個平台組織了四校的 19 個系所、7 個研究室、68 位教師，形成了穩定發展的

四大研究群：「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視覺文化」，「性/別研究」，「當代思潮與

社會運動」，推動學術與學程兩大方向。 

    我們的宗旨與工作目標為推動台聯大系統內各校研究群的深耕以及永續經營，並強

化國際交流的平台。 促進四校聯繫以及資源共享。透過各研究群原有國際合作關係，

建立延展性國際網絡，以便提供跨校研究群國際交流的管道。台聯大文化研究領域

同仁歷年持續合作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學術工作坊、定期邀請國際講座與駐

校研究學者、教師互訪並授課、推動跨國合作計畫，也透過各種國際交流管道，匯

聚研究成果，累積國內以及國際的學術出版。 

 

2.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IACS-UST)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團隊突破現有大學體制，具體連結各校相近領域師資，

以跨校合作平台，成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在教育部

立案，招收國際生以及本地生，由四校分別入學，利用四校整合規劃之課程，分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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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授予學位。 

  學程設計宗旨：本學程以亞際文化作為重新理解世界史與全球文化參照主軸，以

台灣之特殊地緣位置以及歷史經驗為基礎，銜接香港、大陸、日本、韓國，以及越南、

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澳洲等亞洲地區的的社會文化經驗與學術資源。本

學程的規劃，除了培育高等研究人才，累積博碩士論文之研究成果，更期待能夠擴展

國際交流網絡、增加國際學術觸角，以便實質強化四校現有的人文社會領域研究成果。

本學程之跨領域文化研究以及亞際文化之重點發展，將可開拓具有積極而開放的知識

視野，引導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趨向。 

  學程發展方向：本學程以「亞際文化」作為重新理解世界史與全球文化的參照主

軸，利用台聯大系統四校文化研究團隊人才所集中凸顯的重點研究優勢，以四大研究

專題作為課群規劃之方向，以探討亞際文化在全球脈絡下的意義：（一）「批判理論與

亞洲現代性」，（二）「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三）「視覺文化」，（四）「性／別研究」。

本學程四大課群的師資橫跨四校人文社會科系，包括中國文學、台灣文學、英美文學、

法國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人類學、藝術、傳播等不同領域，縱向與橫向地和

其他科系以及學群教師進行跨領域的教學合作。 

  學程教育目標：培養學生敏銳掌握當前亞際社會政治現狀與歷史文化背景，具備

當前國際人文社會學科之跨領域尖端知識、以及兼顧在地文化與全球脈絡的寬廣視野。

透過本學程所積極規劃之課群，學生將可以掌握任何傳統專業學科之基礎訓練，結合

跨領域訓練的能力，而具有足以回應當代知識生產的學術高度與區域競爭力，提出具

有創新性的重要貢獻。本學程畢業之學生將足以進入人文社會研究的國際學術領域，

成為具有引導性與前瞻性的優秀跨領域研究學者。 

3.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The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設有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傳播與科技學系、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

專班，國際客家研究中心及科技與社會中心。有鑑於新竹是台灣客家族群生根發展的

主要聚集區之一，蘊涵豐富的客家社會文化資產，本學院得其地利之便，藉由學術社

區垂直整合的策略，將客家研究紮根於此，並積極展開跨學科的主題研究計畫，以建

立國際客家研究之重鎮。 

4.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SRCS-NCTU) 



 

 
 

43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成立於 2002 年，為跨領域的研究教學單位，設有碩士班

與博士班。社文所以社會研究（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與文化研究（跨學科與在地

化研究）的學術淵源出發，設立宗旨在於跨越人文社會學科之疆界，深化社會思想與

文化理論的批判性思考，強調在地文化論述問題的社會歷史脈絡之分析。社文所課程

強調以跨領域、知識實踐以及批判反省的特質，面對文化與社會象徵形式的意識型態

問題，分析其中文化政治與社會歷史脈絡，並回應當前思想界所關注之政治 、倫理

與美學議題。社文所歡迎研究生發展具獨特問題意識而有跨越學科領域格局的論文計

畫。因此，社文所課程以超越學科領域的「社會、文化與政治思想」作為理論思考深

化的主軸，發展「台灣文化研究」、「東亞現代性」以及「文化史比較研究」三個重點

方向，尤其著重東亞 現代性與當代批判思想之銜接。社文所提供具有實際國際學術

合作的學習環境，使學生能夠享有多元的國際視野與學術交流的養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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