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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為了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展現本所特色，本所依據教育部於

101 年 7 月公布「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原

則」，於 102 年 5 月完成自我評鑑，通過專家評鑑委員認可結果。並

於 102 年底獲得教育部自我評鑑機制認定計畫之規定項目進行自我

評鑑。自 103 學年度上學期起，依本校自訂自我評鑑機制啟動新週期

之教學單位評鑑，由本所教師組成評鑑委員會，全體專任教師參與，

進一步檢視與分析現狀並持續改善，期以提升本所教學與研究之環境

品質，並已於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過第一階段自我評鑑。 

本所自我評鑑報告，分為以下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導論，簡介

本所發展沿革及自我評鑑過程，以重點方式說明。第二部份為自我評

鑑的結果與結論。評鑑的參考指標分為五個項目，依序為「項目一：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項目四：學術、專業與服務表現」、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評估」、及「項目六：自我分

析、改善與發展」。每個項目的敘述與分析，乃由本所全體教師組成

自我評鑑委員會，經討論後進行分工撰寫。填寫內容，除就各項目進

行詳細現狀敘述分析外，也提出當前面臨的問題與困難，省思面對未

來，提出改善策略，謀求營造優質的研究所環境，以培養當前台灣社

會所需之科際整合能力專業人才。 

第三部份為佐證資料。主要針對前述敘述項目，提供完整的參考

資料，包括圖表、紀錄、法規等附件。相關資料依依項目，進行順序

編號，方便提供對照參閱及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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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導論 

一、 未來學研究所之歷史沿革 

在台灣，淡江大學是第一所由私人興辦的大學。本校張創辦人建

邦於 1960 年代起，即在國內積極推動未來學，試圖經由引進未來學

催生台灣的趨勢研究，包括在 1975 年發行《明日世界》雜誌，並於

大學內首開未來學講座。1980 年代，更將未來學列為大學通識課程，

依據美國世界未來學會(World Future Society)的分類基礎，以社會、

科技、經濟、環境、政治（Society, Technology,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Politics，簡稱 STEEP）五大領域做為通識「未來學門」課程內容

的主軸與特色，提升學生具跨學科趨勢分析的能力。每學年開設未來

學門課程約 90 班，修習學生數近 6 千人，累積修習學生數已超過 10

萬人。 

與此同時，本校於 1996 年成立未來研究組，2000 年改制為未來

學研究中心，並於 2002 年進一步改制成立未來學研究所，每年招生

10 名碩士班學生，以培養未來研究的專業人才。本所 103 學年度，

共有專任教師 7 名，1 名澳洲籍訪問研究員；在學學生 26 名，其中

包含 1 位外籍生及 1 位僑生。本所 104 學年度，共有專任教師 7 名（1

名為美國籍），1 名澳洲籍訪問研究員；在學學生 20 名，其中包含 3

位外籍生。 

在成立 13 年的發展歷史中，本所秉持「以跨人文社會科學背景，

引進未來學新專業，研究開發新議題，以面對不確定的全球社會變遷

的未來」的設立宗旨，以認真、創意教學的態度，讓學生在優質的空

間中學習與成長，建立良好密切的師生互動環境，讓每一位從不同學

科背景進入本所的學生，可以經由實做體驗多元的學習方式，在充分

的教師指導與協助下，完成研究所的人文專業學習。 

二、 自我評鑑過程 

自我評鑑的目的旨在提供一個專業機制改善研究所運作的品質。

本所根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教育學院特色計畫、本

所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運用自我評鑑機制，依循六大評鑑參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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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標，運用全面品質管理之 PDCA 精神，在 SWOT 分析及量性與

質性問卷分析下，逐一檢視本所的整體運作，完整呈現在六大項目下

實際運作情形，仔細省視當前運作的優勢、機會、問題與困難，並提

出未來改善依循之方向及策略。評鑑實施過程及運作程序如下： 

(一) 本所於 98 學年度完成「第一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由林

端老師擔任主委的多位校外評鑑委員於評鑑後，對本所都提出許多相

當建設性的改善建議。本所針對評鑑委員意見，後續透過召開課程及

所務等相關會議進行討論，並在可行的範圍內進行具體改善回應，例

如擴大執行實習課程，強化質性研究課程等，並向院、校反應本所發

展之需求，改善整體結構，為學生營造優質學習環境。 

(二) 本所於 102 年 5 月完成第二階段自我評鑑，由周桂田、熊瑞

梅和紀駿傑老師擔任評鑑委員。在訪評過程中，歷經系所簡報與問答、

資料檢核、實地教學與研究設施觀察訪視、在校生與畢業生代表晤談、

專任教師與行政人員晤談，以及最後的綜合座談後，三位評鑑委員對

於本所的主要核心能力養成高度肯定，並進一步提出課程領域分類和

特色確立的建議。 

(三) 本所通過專家評鑑委員認可結果後，並於 102 年底獲得教育

部自我評鑑機制認定計畫之規定項目進行自我評鑑。本所依據本校品

質保證稽核處規劃進行 103-104 學年度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工作，規劃

本所評鑑工作進行方式及分工情形，以落實評鑑工作，已於 103 學年

度第二學期通過第一階段自我評鑑。 

本所 103 學年度「自我評鑑委員會」，由專任教師陳國華、陳瑞

貴、鄧建邦、陳建甫、紀舜傑、宋玫玫及彭莉惠等七位，共同組成委

員會，並由所長擔任召集人，推展評鑑活動。 

「自我評鑑委員會」委員就六大項目：「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

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學術

與專業表現」，「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評估」，及「自我分析、

改善與發展」進行工作分配，分別蒐集資訊、分析整理及撰寫報告。

委員工作分配如下： 

(1) 陳國華、鄧建邦老師主責「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項目撰寫。 



 

16 

(2) 宋玫玫老師主責「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項目撰寫。 

(3) 紀舜傑、陳建甫老師主責「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項目撰寫。 

(4) 彭莉惠老師主責「學術與專業表現」項目撰寫。 

(5) 陳瑞貴老師主責「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評估」項目撰

寫。 

(6) 全體教師協助主責「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項目撰寫。 

本所自我評鑑運作程序為（詳細評鑑流程規劃與時程請參見評鑑

時程表）： 

(1) 提出自評作業實施計畫工作分配， 

(2) 資料蒐集、分析與統計， 

(3) 撰寫、修訂評鑑報告內容， 

(4) 準備實地訪評書面資料。 

    (5) 評鑑時程表 

序

號 
辦理事項 負責單位 

作業期間 

(年/月/日) 
院定期限 執行進度說明 

1 

進行自我評

鑑報告資料

蒐集 

受評單位 

103/10/15

－

103/11/28 

10/15(三) 

1、召開小組會議通知所有成員有

關系所評鑑自評圈成員與工作分

配事宜。 

2、擬定系所評鑑小組之開會議程

進度表。 

2 
成立自評委

員會 
受評單位 

103/10/13

－

103/10/17 

10/18(四) 

（各委員負責項目） 

評鑑項目 負責教師 

教育目標、核心能

力與課程設計 

陳國華 

鄧建邦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

量 
宋玫玫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

源 

紀舜傑 

陳建甫 

學術與專業表現 彭莉惠 

畢業生表現與整體

學習成效評估 
陳瑞貴 

自我分析、改善與

發展 
全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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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校長核聘

名單徵詢專

家評鑑委員

意願並提供

確定名單 

本院 

103/10/06

－

103/11/05 

11/7(五) 

邀請三位學者專家對本所進行評

鑑。 

4 

召開自評委

員會、完成自

評報告初稿

並送本院 

受評單位 
103/10/15

－104/02/ 
02/26(四) 

（自評委員會召開時間及應達成

進度） 

1、103 年 11 月 15~30 日 

依照學校來文實施自我評鑑等相

關文件準備。並將各委員須負責的

項目分配。 

2、103 年 10 月 15~11 月 30 日 

整理本所需評鑑之項目參考資

料，如特色目標、招生、課程設計

與教學、學生學習。3、103 年 12

月~103 年 11 月 

持續整理與歸納本所歷年來所有

的會議、活動及教學等紀錄 

4、103 年 10 月 15 日舉行第一次評

鑑會議。決定分組工作。11 月 19

日，召開第二次評鑑會議，各分項

人力評估、問卷進度報告。11月

26 日舉行第三次評鑑工作會議，討

論評鑑報告撰寫進度。 

5、103 年 12 日 26 日預計完成初稿

的校稿。 

6、103 年 12 月 1~25 日進行初步彙

整及潤稿，並召開修改內容相關會

議。 

7、103 年 12 月 26 日完成初稿撰

寫，交由教育學院彙整。 

8、102 年 5 月至今，針對評鑑報告

內容及佐證資料持續修改。 

5 

召開本院主

管座談會審

核自評報告

初稿 

本院 104/03 03/05(四) 

進行初稿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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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自評報

告修改並送

本院 

受評單位 

104/03/05

－

104/03/13 

03/13(五) 

針對評鑑報告內容及佐證資料持

續修改。 

7 

召開本院主

管座談會審

核報告複稿 

本院 104/03/30 03/30(一) 

針對評鑑報告做簡報展示。 

8 

自評報告定

稿印製成冊

並送本院 

受評單位 104/04/09 04/10(五) 

本所於 03/13 完成自評報告，印製

成冊送院。 

9 
寄送專家評

鑑委員審閱 
本院 104/04/  

本所於 03/31 完成自評報告，印製

成冊送院後，由院寄送給專家評鑑

委員審閱。 

10 
進行書面資

料審查 

專家評鑑

委員 
104/04/  

專家評鑑委員於 04/09 之後陸續回

覆收到書面資料，並進行審閱工

作。 

11 

召開本院主

管座談會進

行簡報演練 

本院 104/04/09 04/09(四) 

本院於 04/09 召開本院主管座談會

進行簡報演練。 

12 
實地訪評（預

演） 

受評單位 

本院 

104/04/13

－

104/04/20 

04/17(五) 

本所於 04/16 召開所務會議，並針

對評鑑工作進行演練。 

13 

進行實地訪

評並提出評

鑑結果 

受評單位 

本院 

專家評鑑

委員 

104/04/20

－

104/04/24 

04/22(三) 

4/22 三位專家評鑑委員來本所進

行實地訪評，並提出評鑑意見。 

14 

對專家評鑑

委員之報告

提出補充說

明並送本院 

受評單位 

104/04/27

－

104/05/21 

05/22(五) 

本所於 4/22 對專家評鑑委員之報

告提出補充說明並送院。 

15 

召開本院主

管座談會審

核補充說明 

本院 104/05/28 05/28(四) 

本所於主管會議中提供專家評鑑

委員之報告之補充說明。 

16 
辦理經費核

銷並送本院 
受評單位 

104/04/22

－

104/05/29 

05/29(五) 

本所於實地評鑑後進行經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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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召開自評委

員會並修訂

自我檢核報

告 

受評單位 104/6/19  

增加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資料，並

修訂自我檢核報告 

18 

討論外部評

鑑自我檢核

報告 

本院 104/6/30  

依據評鑑委員意見提出因應改進

策略 

19 
繳交評鑑委

員名單 
受評單位 104/9/30  

 

20 

外部評鑑自

我檢核報告

書送交本院 

受評單位 104/10/28 104/10/28 

所辦統整資料並送印輸出 

21 

外部評鑑自

我檢核報告

書送交品保

處彙整 

受評單位 104/10/30 104/10/30 

所辦統整資料並送印輸出 

22 
進行評鑑報

告演練 
本院 104/11/25  

校長及品質保證稽核處執行長指

導 

23 

實施外部評

鑑實地訪評

並提出評鑑

結果報告 

受評單位 

104/12/10 

－ 

104/12/11 

 

根據會議討論結果提出未來改善

回應說明 

24 
撰寫自我評

鑑總結報告 
受評單位 10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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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自我評鑑之結果 

項目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本所為社會科學取向探討新興趨勢議題的研究所，前身歷經未來

學研究所組、未來學研究中心階段，於 2002 年成立未來學研究所，

在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上，歷年不斷根據學生需求，並因

應社會趨勢與環境變遷而檢討和調整。本所首重科際整合的學術研究

與教學，師資主要來自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與管理學，強調透過

跨學科的觀點，訓練學生對於未來變遷與科際整合之知識專業，培育

具有社會科學研究、未來分析與規劃能力的國際專業人才。 

1-1運用全面品質管理之PDCA精神及適合之分析工具擬定發展計畫

之結果 

本所的設立宗旨強調「以跨人文社會科學背景，引進未來學新專

業，研究開發新議題，以面對不確定的全球社會變遷的未來」。基於

此宗旨，本所的教育目標為培養與促進學生： 

(1) 對全球變遷與科際整合的知識能力； 

(2) 未來導向思考及社會科學研究的專業能力；以及 

(3) 政策議題分析及規劃的應用能力。 

為落實本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制定流程、執行成效及持續改

善行動，本所擬定教學、研究與輔導服務各面向重點工作的檢討機制，

讓教師發揮所長，行政人員貢獻己力，引領學生學習意願，獲得專業

知能並期能學以致用，以貢獻所學於國家社會。管理流程如圖 1-1-1

所示。 

 
圖 1-1-1 未來學研究所推動 TQM 之 PDCA 循環圖 

• Do • Check 

• Plan • Action 

學期末，依
照發展關鍵
指標，檢討
整體工作計
畫之執行成

效。 

學期初，本
所依據發展
目標，訂定
發展計畫、
執行方案。 

學期中，確
實掌握各計
畫工作項目，
並掌握工作
進度。 

研擬並持續
執行成效佳
及分析檢討
成效不佳的
項目。 

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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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學服務為例，本所確實利用 TQM 的 PDCA 管理循環，針對

在教學流程管理上。首先在課程規劃（Plan）上，本所依據所／院／

校教育願景與社會發展及產業需求，由本系所有專任教師以及課程諮

詢委員，擬（修）訂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接著系所課程委員會制（修）

定課程結構及課程地圖，其中課程結構及新設課程皆須經過外審通過。

在課程執行（Do）上，學生經由各項管道獲得專業必（選）修課程

及實務實習課程資訊，教師課能設計進行教學活動，並利用教學資源

平台輔助教學，最後藉由測驗、口頭報告、研究論文寫作和及他評量

方式，掌握學習進度。在課程考核評量（Check）上，針對課程進行

各項問卷調查和訪談以了解教學成效，同時針對課程進行成果分析及

教師意見分析。最後在學習與教學改進（Action）上，藉著分析調查

結果以了解教學成效，進而形成「持續改善」的機制，整個教學服務

流程如圖 1-1-2 所示。

 
圖 1-1-2 未來學研究所教學流程管理機制 

 

 

課程與教學規劃(P) 

所課程委員會 

院課程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 

所務會議 

院務會議 

  

   教學實施(D) 

選課輔導 

多元化教學 

多媒體設備 

實務實習課程 

教學資源平台 

研討會發表論文 

異地學習 

國際志工 

 

學習與教學評量(C)    

學習評量 

多元成績評量 

學習成效評量(量) 

學習狀況調查(質) 

教學評量 

教學評鑑制度 

教師評鑑制度 

系所問卷實施 

學習與教學改進(A) 

學習改進 

導師輔導 

補救教學 

學習工作坊 

教學改進 

教學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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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具體實踐設立之宗旨與教育目標，本所根據 SWOT（優勢、

劣勢、機會、威脅）分析，逐一檢視現狀，以擬定未來發展願景、計

畫與策略（參見圖 1-1-3）。 

    

 

 

 

 

 

 

 

 

 

 

 

 

 

圖 1-1-3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之態勢分析(SWOT) 

優勢： 

1. 師資學術專長涵蓋多元領域，有利科際整合議題的研究與教學。 

2. 師資來源以社會科學背景為主，可發揮為本校作為綜合性大學缺

乏社會科學系所的互補作用。 

3. 未來化為本校三化特色之一，本所為本校之特色研究所。國際交

流活動多，師生均具有多元國際連結。 

4. 生師比低，研究生與教師互動多。 

劣勢： 

1. 研究所畢業生並無證照或特定職場對應，學生面對經濟不景氣就

業壓力較大。 

2. 本所生源多元，部分學生欠缺社會科學專業背景。 

3. 為國內唯一未來學為名稱的研究所，與國內同性質系所連結較欠

缺。 

內部優勢 
1. 科際整合議題的研究與教學 

2. 以社會科學為跨領域主軸，與校內科系具

有高度互補作用 

3. 未來化為本校三化目標核心 

4. 生師比優異 

內部劣勢 
1. 媒體資訊強調就業，學術與實務之平衡需

進一步調整 

2. 生源多元，但部分學生欠缺社會科學專業

背景 

3. 為國內唯一未來學研究所，與國內同性質

系所連結待加強 

外在機會 
1. 與國際未來學網絡密切結合，具高度國際

學術聲望 

2. 出版國際期刊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3. 國際交流機會與活動多，拓展師生多樣化

世界觀 

外在威脅 
1. 報考人數降低，招生壓力日增 

2. 高齡、少子化趨勢的衝擊 

3. 國立和鄰近亞洲地區大學的人才競爭 

環境掃描、工

作坊。外部專

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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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1. 國際交流活動多，師生均具有多元國際連結。 

2. 出版國際期刊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文章內容已為世界未來

研究聯盟（WFSF）、專業未來學會(APF)，以及未來調查（Futures 

Survey）列為學術索引，並正朝向為 Index Journal 目標邁進 

3. 本所具高度國際學術聲望，與全球主要未來學研究組織和機構有

密切聯繫，並分享資源。 

威脅： 

1. 經濟環境變化，研究所報考人數降低。 

2. 高齡、少子化趨勢對教育體系的衝擊。 

3. 來自於國內的國立大學開放研究所招生，以及來自於亞洲鄰近國

家，如香港、新加坡和中國的人才競爭。 

基於上述分析，本所具體研擬七項發展計畫，分述如下： 

1. 強化研究所訓練與未來職場就業的銜接：研擬課程地圖，加強

所友與在學生連結，深化並擴大專業實習課程的應用範疇。 

2. 本所將強化學生未來就業諮詢與輔導，邀請更多業師到本所演

講，不僅讓學生瞭解未來就業的發展機會，也讓業界對本所有

較深入的認識。 

3. 強化國內外學術社群的連結，培養學生具國際移動人才能力。

在海外學術連結上，積極拓展海外姊妹所的連結，如與中國大

陸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韓國科學技術大

學(KAIST) 未來學研究所及芬蘭土庫大學（Turku University）

的未來學研究中心交流，積極拓海外姊妹校所的連結。 

4. 積極爭取招收境外生（包括外籍生、僑生及陸生），甚至計畫

將主動到海外進行宣傳，鼓勵境外生修讀本所，提高生源 

5. 開拓招生利基，與教育學院共同開發結合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

機會，彈性安排課程時間與內涵。 

6. 招收碩士班預研生，縮短研究所修業時程。提升本校學生在學



 

24 

士階段即可修讀本研究所課程，一方面豐富研究課程修課的學

生人數，二方面及早從大學部學生中，鼓勵優秀學生進入本研

究就讀。 

7. 開展學位加值計畫，與國外姊妹校之未來學所開設雙學位計

畫。 

1-2 各學制依據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才培育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

需求，訂定學生核心能力之作法與結果 

本所的教育目標為培養與促進學生： 

1. 對全球變遷與科際整合的知識能力； 

2. 未來導向思考及社會科學研究的專業能力；以及 

3. 政策議題分析及規劃的應用能力。 

在教育部旨揭的獎勵大學教學卓越方案重點之一，為培養具國際

移動能力的專業人才。尤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如何強化培養具有國

際競爭力及具備科際整合知識的專業人才，益形重要。本所發展秉持

上述精神，訂定五項學生核心能力指標： 

1. 多元思考的能力 

2. 未來分析的能力 

3. 掌握趨勢變遷的能力 

4. 全球視野的能力 

5. 實證應用的能力 

此外，為配合本校、院之發展方向，本所亦逐年檢討核心能力之

適用性。其中包括舉辦教師工作坊，所內師生座談及校友返校工作經

驗分享等方式，使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學生畢業就業規劃，及未來

產業人才需求相互契合。 

1-3 各學制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程度 

本所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均經由所課程委員會及所務會議多次

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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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務會議及所課程委員會，不僅由全體專任老師參與，並均有學

生班代表及所學會會長出席，藉此除達成了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宣

導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制訂，不是單向的

top-down 方式，而是傾聽多數老師，及學生意見，藉由多元參與提高

師生對本所教育目標與和核心能力之瞭解及認同程度。 

此外，為讓更多數學生瞭解及認同，本所透過各種活動傳遞宣導

本所教育目標，包括： 

1. 新生座談會： 

・ 透過與新生的座談，讓新生了解所將面對的學習環境、教育

目標、課程設計及未來發展。 

2. 研究生手冊： 

・ 本所研究生手冊彙編與研究生修業相關的所有介紹、規定與

辦法。手冊中對於本所發展方向與重點、教學研究重點、課

程規劃原則與特色、學生的學術運用前景、師資，及培養計

畫均有所說明。 

3. 導生座談： 

・ 所長為研一導師，定期與不定期的座談宣導本所教育目標及

解說本所與教育目標有關之發展方向、課程結構、課程規劃

與設計及教學活動和作法。 

・ 針對外籍生，特別增加外籍生導師之輔導工作 

4. 學生意見調查： 

為確保全體學生理解本所教育目標，及促進學生的認同，本所透

過問卷了解學生對本所教育目標的認同與滿意程度。調查結果，顯示

學生對本所教育目標表達高度的認同，如圖 1-3-1。 

此外，對於問卷所顯示學生有所期待的部分，則透過質性的深入

訪談，進一步瞭解學生看法，並經由日常師生互動與討論，讓學生對

本所課程與教學充分提出意見，作為教育目標修正與改進之重要參

考。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1-3-1】淡江大學未來所在校生問卷  

【附錄 1-3-2】淡江大學未來所畢業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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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教育目標與學生認同程度 

1-4 各學制依據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 

本所依據本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透過課程委員會、所務會議、

院務會議等機制，規劃及檢核課程的妥適性。並透過學生意見調查，

瞭解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是否能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對於專任教師

是否滿足學生學習需求，及授課內容是否有助瞭解本所教學目標與核

心能力，學生皆持相當正向的回答，如圖 1-4-1 顯示。本所兼任教師，

由於近年主要協助未來學門授課，並無在研究所開設課程，所以學生

對兼任教師的瞭解稍微較低。 

此外，為讓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課程規劃緊密結合，本所並設

置有課程委員會，委員會除本所教師外，亦加入校外學者、校友代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9 
7 

9 8 

11 10 
12 

10 11 

0 0 0 0 0 

教育目標與學生認同程度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完全同意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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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生代表共同參與。院務會議則有本院其他系所教師，針對本所之

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的關連，進一步進行審核。 

另配合本校資訊化之教學計畫表上傳系統，本所每位教師在每學

期上課之前皆填寫教學計畫表，並在授課計畫中，載明授課目標與校

級及所內的核心能力的對應關係，藉此連結授課內容與核心能力。表

1-4-1 為摘錄教師之教學計畫表顯示本所課程培育之核心能力。 

 

 

 

 

圖 1-4-1: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1 1 0 

5 
5 5 5 6 

12 13 13 13 13 

0 0 0 0 0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完全同意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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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101-104 學年度未來學研究所碩士班課程核心能力培養對照表 

                   核

心能力 

課程名稱 

多元思

考的能

力 

未來分

析的能

力 

掌握趨勢

變遷的能

力 

全球視

野的能

力 

實證應

用的能

力 

課    程      

101/

上 

研

一 

未來學理論 V V V V V 

社會科學研

究法 
V V   V 

流動與社會

未來 
  V V  

未來學專題

（一） 
V V V   

研

二 

永續發展未

來研究 
  V V V 

未來學專業

實習 
V V   V 

統計方法與

應用 
V V   V 

社會衝突與

教育創新 
V  V  V 

101/

下 

研

一 

未來學方法

論 
V V V  V 

組織願景與

創新 
 V V V  

未來學專題

（二） 
V V V   

民族誌未來

研究 
V   V V 

探索未來專

題 
 V V  V 

研

二 

人口與高齡

化社會 
 V V  V 

未來政策規

劃與設計 
V V V  V 

性別與藝術

文化研究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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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社

會發展 
V  V  V 

102/

上 

研

一 

社會科學研

究法 
V V   V 

未來學方法

論 
V V V  V 

統計方法與

應用 
V V   V 

未來學專題

（一） 
V V V   

研

二 

全球變遷與

發展 
V  V V  

未來學專業

實習 
V V   V 

未來政府之

政經議題 
V V V  V 

流動與社會

未來 
  V V  

102/

下 

研

一 

未來學理論 V V V V V 

未來學專題

（二） 
V V V   

民族誌未來

研究 
V   V V 

中國之政經

未來 
V  V V  

研

二 

全球化與教

育變遷 
V  V V  

組織變革與

不確定管理 
V V V   

旅遊休閒與

消費文化 
V V V V  

移動生活的

未來 
V V V   

103/

上 

研

一 

社會科學研

究方法 
V V   V 

未來學方法

論 
V V V  V 

未來學專題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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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衝突與

教育創新 
V  V  V 

前瞻趨勢講

座課程 
 V V  V 

研

二 

永續發展未

來研究 
  V V V 

未來學專業

實習 
V V   V 

未來政策規

劃與設計 
V V V  V 

性別與藝術

文化研究 
V  V V  

103/

下 

研

一 

未來學理論 V V V V V 

未來學專題 

（一） 
V V V   

民族誌與未

來研究 
V   V V 

研

二 

全球化與專

業人才移動 
 V V V  

組織願景與

創新 
 V V V  

探索未來專

題 
V V V   

中國之政經

未來 
V  V V  

104/

上 

研

一 

未來學方法

論 
V V V  V 

社會科學研

究法 
V V   V 

文化創新與

學習 
V V  V  

社會衝突與

教育創新 
V  V  V 

研

二 

未來學專業

實習 
V V   V 

移動生活的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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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未來政府之

政經議題 
V V V  V 

全球化與教

育變遷 
V  V V  

104/

下 

研

一 

前瞻趨勢講

座 
 V V  V 

流動與社會

未來 
  V V  

未來學理論 V V V V V 

民族誌未來

研究 
V   V V 

未來學專題 V V V   

人口與高齡

化社會 
V V V V  

研

二 

全球變遷與

發展 
V  V V  

旅遊休閒與

消費文化 
V V V V  

探索未來 V V V V  

組織變革與

不確定管理 
V V V   

1-5 各學制課程外審與改善之情形 

配合本所教育目標，及前次評鑑委員提出的建議，本所擬定發展

計畫如下： 

1.增開與實務結合課程： 

本所從 103 學年度開始，增開「前瞻趨勢講座」課程，邀請趨勢

產業之創辦人或執行長蒞校與本所師生進行專業指導，培養與促進學

生具備未來變遷與科技整合的知識能力，及未來分析及規劃能力（參

見附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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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整領域規劃與課程之結合度： 

依據評鑑委員建議，將原政策議題與未來研究，改為與政策議題

應用研究。在 102 學年第 1 學期開設「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並針對

經濟觀點開設「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針對環境領域與區域觀點

議題開設「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政治議題開設「旅遊休閒與消費

文化」、政治議題開設「中國之政經未來」。擴大執行實習課程，增加

企業組織為實習機構。安排研一學生暑假期間至校外之 NGO 組織、

政府組織或具前瞻未來之相關企業組織進行實習，並於次學期進行實

習成果發表會。 

3. 提升學生外語能力： 

本所從 101 學年度開使增設英語課程，如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由

宋玫玫老師與芬蘭土庫大學未來研究中心進行遠距授課之課程「探索

未來」，及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之教育學院共同科課程「探索未

來專題」，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探索未來專題」。及聘任境外特

約訪問教師 Dr. Ivana Milojevic 來台短期授課，開設課程為「未來論

述與多元文化」。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一名外籍教師霍珍妮(Jeanne 

Hoffman)，教授本所「文化創新與學習」與「人口與高齡化社會」。 

4. 活化課程結構： 

過去本所四大跨領域重點課程中，「應用未來研究」相關課程較

少，針對此部份，經本所課程會議，在 102 學年度及 103 學年度陸續

增設「全球變遷與發展」、「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並於 103 學年度

增設「移動生活未來」、「中國之政經未來」、「前瞻趨勢講座」課程及

104 學年度增設「文化創新與學習」、「人口與高齡化社會」，強化應

用未來領域研究，活化本所課程結構。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1-5-1】本所 103 學年度開設「前瞻趨勢講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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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各學制跨領域學分學程執行之情形 

本所發展特色之一即強調科際整合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因此師資

來自多元專業，包含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與管理學，強調以跨學

科的觀點，訓練學生對於未來變遷與科際整合之知識專業。同時，本

所經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及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增設「未來學研究所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

學位規則」，鼓勵本校優秀大學部學生，於第 5 學期修業結束後提出

申請，經錄取之學生除其原學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外，可同時取得本所

碩士班預備研究生資格，提供本校學生進入研究所階段，進行科際整

合的學習，未來生涯可以增加跨領域的發展機會。 

本所 103 學年度與本校蘭陽校園全球發展學院，以及通識與核心

課程中心合作開設兩類跨領域學分學程，除拓展學生之職涯發展，更

可進一步實踐未來學知識之實務應用，提升本所更多元化的生源。第

一類為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設置宗旨為因應時代潮流，配

合產業需求，培養學生兼具文化與觀光未來專業能力。第二類為國際

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設置宗旨為為培養學生成為具未來視野之國

際觀光產業管理人才。兩類學程之開設課程如下：  

 

 

表 1-6-1  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課程 

課程名稱 開設系所 學分數 備註 

環境未來 未來學研究所 2 
未來學門 

(全英語授課) 

觀光發展概論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3 

觀光相關課程 
(全英語授課) 

旅館經營管理 3 

旅行社經營管理 3 

境外觀光未來實習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3 

產業實習 
相關課程 

境外企業未來實習 3 

境外產業未來實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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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  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課程清單 

課程名稱 開設系所 必／選修 學分數 備註 

環境未來 

未來學研究所 必修 

2 
未來學門 

(全英語授課) 

境外多元文化場域實習 3 

產業實習 

相關課程 
境外觀光未來場域實習 3 

境外企業未來場域實習 3 

多元文化概論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選修 

2 (全英語授課) 

多元文化與社會 2 (全英語授課) 

翻譯概論 2 (全英語授課) 

族群與文化 2 (全英語授課) 

英文簡報 3 (全英語授課) 

廣告英文 3 (全英語授課) 

會議英文 2 (全英語授課) 

希臘羅馬神話 3 (全英語授課) 

旅館經營管理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3 (全英語授課) 

觀光發展概論 3 (全英語授課) 

觀光消費行為 3 (全英語授課) 

觀光地理學 3 (全英語授課) 

國際觀光行銷 3 (全英語授課) 

會展行銷及規劃 3 (全英語授課) 

餐飲管理 3 (全英語授課) 

顧客關係管理 3 (全英語授課)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1-6-1】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及實施規則 

【附錄 1-6-2】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及實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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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之情形 

為培養具備未來變遷與科際整合知識能力，及具國際移動能力的

專業人才，本所透過正式課程及非正式課程（包含校內外學術研討會、

演講、實習、姊妹校交流與國際學生交流等），銜接教育目標、核心

能力及學生的未來出路（本所培育人才的重點方向）。 

(1) 本所課程地圖建置過程： 

以下透過圖示方式（圖 1-7-1、圖 1-7-2 及圖 1-7-3），呈現本所教

育目標與課程規劃、課程地圖，及學生修習課程與生涯發展對應關係。

請參考佐證資料： 

【圖 1-7-2】未來學研究所碩士班課程地圖 

【附錄 1-5-2】本所 101-104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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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核心能力 

多元思考 

能力 

未來分析 

能力 

掌握趨勢變遷

能力 

全球視野 

能力 

實證應用 

能力 

 

 

基礎課程 + 四類跨領域重點課程 

基礎課程 必修 6學分 +  選修 22學分 （方法課程二選一） 

跨領域重點課

程 

全球化與 

社會變遷 

組織創新與 

學習 

多元文化與 

未來趨勢 

政策議題與應

用研究 

圖 1-7-1：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 

  

三個教育目標 

培養與促進學生對未來

變遷與科際整合的知識

能力 

培養與促進學生未來導

向思考及社會科學研究

的能力 

培養與促進學生未來分

析及規劃的能力 

培養具備未來變遷與科際整合能力， 

及國際移動能力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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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課程地圖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0) 

碩士班畢業 

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發表 1篇論文 

跨領域重點課程 

選修(18)： 

 

 

 

 

 

 

 

 

 

 

 

全球化與 

社會變遷 

 流動與社會未來(2)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2) 

 全球化與教育變遷 

(2) 

  全球變遷與發展(2) 

 

組織創新與 

學習 

 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 

(2) 

 組織願景與創新(2) 

 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 

理(2) 

 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

(2) 

 

多元文化與 

未來趨勢 

政策議題與 

應用研究 

 性別與藝術文化研究 

(2) 

 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 

(2) 

 移動生活的未來(2) 

 前瞻趨勢講座(2) 

 文化創新與學習(2) 

 

 

 

 未來政策規劃與設計

(2) 

 探索未來專題(2)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

(2) 

 中國之政經未來(2) 

 永續發展未來研究

(2)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課程(32) 

必修(6):  

選修(4):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3) 未來學理論與方法 (3) 

未來學專業實習(2) 未來學專題 (2) 

統計方法與應用(2) 民族誌未來研究(2) 

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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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內外

社會科學

與未來學

相關 

研究所 

3.產業或

政府部門

從事專業

趨勢分析

工作 

4.擔任企

業組織團

隊智囊或

諮詢顧問 

 

6.從事民意

調查、策略

制訂、政策

規劃，或擘

劃發展願景

等專業人才

工作 

2.從事創

意教學，

教育革新

設計和教

育制度規

劃趨勢分

析工作 

5.從事人

力資源規

劃、生涯

輔導，或

投資策略

分析師等

工作趨勢

分析工作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碩士班畢業 

學術深造 就  業 

 

「全球化與社會

變遷」領域 

「組織創新與學

習」領域 

「多元文化與未

來趨勢」領域 

「政策議題與應

用研究」領域 

 

 

 

 

 

 

 

 

 

 

 

 

 

 

 

 

 

 

 

 

 

 

 

 

 

 

 

學 

習 

策 

略 

 

 

 

 

圖 1-7-3：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修習課程與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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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所課程地圖實施情形 

 

本所將課程地圖資訊置於本所網頁，以供學生瞭解專業課程學習

脈絡，並得以據以規劃研究所期間學習及畢業後之生涯發展（參考圖

1-7-4）。 

課程設計：本所的課程結構基於教育目標，並依據全球主要的未

來學研究機構的未來學研究設計而來，並且經由與國際未來學專家學

者的討論與建議進行全球視野的課程規劃與設計。本所課程架構分為

基礎課程(包含理論與方法課程)，及 4 大核心領域課程(包含全球化與

社會變遷、多元文化與未來趨勢、組織創新與學習，及政策議題與應

用研究等 4 大領域)。基礎課程奠定未來學專業研究的基礎。核心領

域課程依旨趣與未來發展的期待，在 4 大核心領域課程內獲取專業領

域知識的學習。 

 

圖 1-7-4：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課程地圖實施情形 

 

基礎課程 

a.理論課程 

 未來學理論 

 未來學專題 

b.方法課程 

 社會科學研究法 

 未來學專業實習 

 民族誌未來研究 

 統計方法與應用 

全球化與社會變遷 

 流動與社會未來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全球化與教育變遷 

 全球變遷與發展 

政策議題與應用研究 

 未來政策規劃與設計 

 探索未來專題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 

 中國之政經未來 

 永續發展未來研究  

多元文化與未來趨勢 

 性別與藝術文化研究 

 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 

 移動生活的未來 

 前瞻趨勢講座 

 文化創新與學習 

組織創新與學習  

 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 

 組織願景與創新 

 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 

 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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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總結 

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對許多傳統學科領域都提出新的挑戰，因此

對於以社會科學取向探討新興趨勢議題的「未來學研究所」，提供設

立必要性與生存契機。本所歷經十多年的發展，逐漸在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課程設計與學生畢業就業上，進行一貫性的連結，以培育具

國際觀，及具社會科學研究、未來分析及規劃能力的國際專業人才，

為自我發展的特色。 

除了研究所內部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外，本所與本校三化（國際化、

資訊化與未來化）教育理念的發展方針相符映，持續在本校未來化的

推展上扮演重要的推動者角色，包括積極參與學校未來化委員會的運

作及主責學校通識與核心課程之校必修「未來學門」課程。 

在辦學特色上，本所發展將持續強調科際整合與國際／在地視野，

透過課程、國際研討會、業師／大師演講，引入新興趨勢議題，並透

過多元姊妹校系所交流，強化國際連結，培育具有跨科際能力與國際

競爭力的專業人才，拓展學生未來生涯與職涯的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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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本所的重要教學特色在於提供以未來為導向之跨領域跨科際、重

變遷講趨勢的教育，不但培養學生具有思考、分析與規劃未來的能力，

以及全球人文的視野，並且重視培養學生獨立批判、多元思考之能力，

以幫助學生在多種未來中選擇可欲未來時，能夠擁有價值判斷的能

力。 

2-1 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

學習需求之情形 

本所共有專任教師 7 人，訪問研究員 1 人，皆具有國內外博士學

位。教師來自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教育學等不同領域，但皆由

各自學科領域跨越至未來研究，具備未來議題研究的知識與素養，並

對社會變遷與未來社會之福祉有共同之關懷，足以提供學生多樣且深

度之知識涵養，以達成本所之三個教育目標，亦即培養學生 

1. 對全球變遷與科際整合的知識能力、 

2. 未來導向思考及社會科學研究的專業能力以及 

3. 未來分析及規劃的應用能力。 

此外，本所生師比極低，歷年皆維持在 24:7 至 30:7 之範圍，足

以提供學生充分且高密度互動的教學與指導。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2-1-1】未來學研究所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長及師生人

數一覽表 

2-2 專任教師之結構與流動之情形 

本所 7 名專任教師，有 3 名副教授，4 名助理教授。教師流動性

低，除 2011 年助理教授賴嘉玲離職至台灣師範大學任教、其後並聘

任助理教授彭莉惠之外，另陳建甫老師改聘至本校中國大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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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缺額本所於 104 學年度聘任外籍教師霍珍妮(Jeanne Hoffman)，其

餘教師皆已於本所任教多年，師資穩定。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2-2-1】未來學研究所專任教師之結構與流動情形一覽表 

2-3 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應用多元教

學方法之情形 

本所課程欲培養學生之核心能力有五： 

1. 多元思考的能力 

2. 未來分析的能力 

3. 掌握趨勢變遷的能力 

4. 全球視野的能力 

5. 實證應用的能力 

教師依此核心能力所進行之教學設計與教學方法各有不同，但皆

有以下數個特色： 

1. 教學設計與方法多元； 

2. 教學方法以課堂講授與課堂討論為大宗，目的皆在於幫助學

生深度理解指定閱讀之材料，以協助學生具備基本掌握趨勢

變遷、全球視野、及未來分析之能力，並透過課堂討論強化

前述能力，且進而培養學生多元思考能力； 

3. 其他多樣之教學方法（例如實作、講演、實習、課堂導讀等），

亦皆能緊扣核心能力，並提供多樣的教學方式，以利學生學

習。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2-3-1】 未來學研究所教師依據本所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

應用多元教學方法之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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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師自編講義、編製數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之情形 

多數教師因應授課類型內容，進行自編講義，或以專書為主為輔

助參考資料，講義內容則多採用來自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專書、

趨勢報告等中英文材料，做為授課講義。 

由於本所學生人數少，課堂上以師生直接互動為主，故目前為止

多數教師並未編製數位媒材。但教師在授課上，為求多元化，常運用

光碟、影音媒材、或自製 PowerPoint 做為輔助。此外，也有教師運用

網路與國外學者進行線上教學。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2-4-1】未來學研究所教師自編講義、編製數位媒材情形一覽

表 

2-5 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設計學習評量之情形 

本所課程之學習評量方式相當多元。教師主要透過數種方式評估

學生學習成果：出席與上課參與、課堂討論、課堂報告、實作練習、

期末書面報告等，部分教師採用紙筆測驗、課堂導讀、或平時作業之

方式，少數課程依其特殊性質而採用工作坊展演、實習表現等方式評

量。一般而言，教師們採用上課參與及課堂討論、報告等方式，培養

學生批判獨立、多元思考的能力；透過課堂討論、紙筆測驗、課堂導

讀等方式，確認學生對於指定閱讀之學習，做為其拓展全球視野、掌

握趨勢變遷之基礎，方能進一步進行實際運用，以分析未來。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2-5-1】未來學研究所教師依據核心能力設計學習評量情形一

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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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與多元學

習評量方法之情形 

根據本校教育學院提供 101、102、103 學年度上下學期之教學單

位評鑑資料，本所教學成效表現皆高於全校平均，除一學期之外，亦

皆高於教育學院各所之平均分數，排序上無論在教育學院內或全校，

亦皆名列前茅（請見表 2-6-1 至表 2-6-3），顯示本所教學成效優良。 

表 2-6-1 未來學所與教育學院其他系所及全校教學評鑑平均分數之比較 

學

        

期 

單位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全校 5.30 5.38 5.36 5.42 5.44 5.47 

教育學院 5.46 5.52 5.50 5.54 5.58 5.56 

未來所 5.63 5.43 5.58 5.59 5.61 5.67 

教科系 5.18 5.61 5.47 5.31 5.48 5.30 

教政所 － － 5.46 － 5.41 － 

教心所 5.68 5.58 5.75 5.68 5.59 5.73 

課程所 5.44 5.56 5.61 5.35 5.83 5.30 

師培中心 5.58 5.52 5.40 5.54 5.54 5.50 

通核中心 5.40 5.52 5.48 5.59 5.59 5.60 

表 2-6-2 未來學所教學評鑑在教育學院各單位院內排序 

學

         

期 

單位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教政所 － － 6 － 6  － 

教心所 1 2 1 1 3 1 

課程所 4 3 2 5 1 5 

未來所 2 6 3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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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中心 3 4 7 4 5 4 

通核中心 5 4 4 2 3 3 

教科系 6 1 5 6 6 5 

表 2-6-3 未來學所與教育學院其他系所教學成效排序全校前 15 名單位 

學

          

期 

單位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教政所 － － 14 － － － 

教心所 1 4 1 1 7 2 

課程所 9 6 2 － 1 － 

未來所 2 － 5 7 3 4 

師培中心 4 10 － 12 14 － 

通核中心 14 10 11 7 8 8 

教科系 － 2 13 － － － 

  儘管如此，本所仍深切自我檢討，教師依據教學評鑑結果改進教

學之方向有以下數項： 

1. 教學設計：透過與學生之溝通，彈性調整教學內容，包括加

強學生對未來學基礎概念與實務之結合，依學生對該科目理

解之背景知識調整教學方式，或依教學時數調整內容，使其

更加聚焦，以利學生深度學習； 

2. 教材教法：教材上依據學生反應調整教材及指定閱讀之難度，

增加與時事或實務結合的材料；教法上則包括提供導讀之討

論問題，以多元的教學方式增加學生興趣； 

3. 學習評量方法：依據教學設計及教材教法之改變，調整學習

評量方法，有些教師運用更加多元之方式，有些則精簡原本

過於分散之評量方式，但目標皆在於以不同面向，多元評量

學生是否達到教學目標或核心能力所設定之學習成果。 

對於教學評鑑結果不佳之教師，學校及院所已制定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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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之規定，針對單一科目評量之教

學總分低於 4.2、且回收率為 50%以上之教師，須依本校教學評量結

果改善流程辦理；單一科目評量之教學總分及教學方法構面平均數兩

者皆低於 3.5、且回收率為 50%以上之教師，須參加學習與教學中心

辦理之教學知能研習活動。詳細之辦法請參見附錄 2-6-2 之淡江大學

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改善流程說明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2-6-1】未來學研究所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

設計、教材教法與多元學習評量方法之情形一覽表 

【附錄 2-6-2】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改善流程說明 

2-7 在職專班教師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之成果 

本所未開設在職專班。 

2-8 教師參與學校特色計畫（教學部分）之情形及成效 

本校特色「三化」（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中之未來化教育，

即透過通識核心教育之未來學門進行，本所教師擔任重要之教學角色，

長年來亦由本所所長擔任未來學門召集人。以 101 學年度為例，本校

所開設之 93 門未來學門課程中，有 38 門即由本所老師授課。以 102

學年度為例，本校所開設之 91 門未來學門課程中，有 39 門即由本所

老師授課。以 103 學年度為例，本校所開設之 87 門未來學門課程中，

有 34 門即由本所老師授課。以 104 學年度為例，本校所開設之 85 門

未來學門課程中，有 28 門即由本所老師授課。 

自 103 學年度起，本校三年校務發展計畫中即含括「未來化千里

眼計畫」，內容包括擴建未來化基礎、精進未來學課程、強化學生洞

悉未來、提升教師授課知能、及行銷未來學聲譽等重點工作，將多由

本所擔任推動工作（見圖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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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未來化千里眼計畫 

資料來源：淡江大學。（2015）。未來化事務深耕與展望：105-107 校務發展計畫。 

2-9 教師素質符合國際化及外語環境之情形 

本所教師素質符合國際化的程度極佳。除訪問研究員 Sohail 

Inayatullah 為外籍學者以外，並長年有國外未來學者來訪（見表 2-9-1），

並每一～二年舉辦國際研討會及工作坊（見表 2-9-2）。本所 7 位教師

中，有 4 位於美國留學並取得博士學位，1 位留學德國並取得博士學

位，英語能力佳。非留學英語系國家的教師亦有美國的博士後經驗，

另一位則活躍於國際期刊，得以展現其英語能力。本所教師亦時常出

國參與國際研討會或帶領工作坊，活躍於國際未來學界。104 學年度

更新聘一位畢業於澳洲 Macquaire 大學之外籍教師。專門負責未來學

學門與本所研究所課程之英語授課。 

以學生而言，本所至今已有 3 位外籍學生，為同儕提供更加國際

化的學習環境（見表 2-9-3）。此外， 本所自 2011 年起便持續與芬蘭

土庫大學未來學中心合開同步遠距課程「探索未來專題」，另有「未

來學專題」一門亦為全英語授課，國際化程度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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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1  101 年～104 年外國學者訪問本所一覽表 

姓名 職稱 國家 機構 訪問型態 訪問日期 

Dr. John 

Kilburn 

訪問學者 美國 TAXAS A&M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演講 104/5/25- 

104/6/15 

Professor 

Salvatore 

Babones 

訪問學者 美國 中央研究員人

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訪問學者 104/5/19 

Dr. Ivana 

Milojević 

境外特約講座教

師 

澳洲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境外特約講

座教師 

104/3/15- 

104/5/15 

Marcus 

Bussey 

副教授 澳洲 陽光海岸大學

未來學研究中

心 

訪問學者 103/11/5- 

104/2/9 

John A. 

Sweeney 

研究員 美國 夏威夷大學未

來學研究中心 

工作坊 103/5/5- 

103/5/4 

宋在龍 院長 韓國 慶熙大學教育

研究院 

業師演講 103/4/21- 

103/4/23 

Sirkka 

Heinonen 

學者 芬蘭 芬蘭土庫大學

未來學研究中

心 

演講與機構

交流 

103/3/10- 

103/3/12 

John C. 

Kilburn 

教授/副研發長 美國 德州農工國際

大學 

研究與機構

交流 

102/5/21- 

102/6/16 

Jeanne 

Hoffman 

研究員 澳洲 陽光海岸大學 工作坊 102/12/10-

102/12/13 

Jose M. 

Ramos 

未來研究期刊資

深編輯顧問 

澳洲 Swinburne 大學

前瞻學院博士 

演講 101/12/6- 

101/12/8 

園田茂人 情報研究中心副

主任 

日本 東京大學 演講 101/10/12 

Scott Lash 社會學教授暨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 

英國 倫敦大學 演講 101/9/19 

Ryota Ono  教授 日本 愛知大學 學術交流 101/4/26- 

101/4/27 

William E. 

Halal 

Emeritus of 

Management,Techn

ology, and 

Innovation 

美國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演講 10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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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2  101 年～104 年未來學所舉辦國際活動一覽表 

名稱 活動性

質 

日期 地點 主辦單

位 

「中國效應與新亞洲的未來」

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Impact 

and the New Asia) 

研討會 101/4/26-4/27 覺生國際會議

廳 

未來學

研究所 

「跨文化對話：亞太社會發展

的未來學術研討會」 

(Dialogue among Cultur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s of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研討會 102/3/25-3/27 覺生國際會議

廳 

未來學

研究所 

Transforming Citites 2030 工作坊 103/3/31-4/1 馬來西亞檳城 
未來學

研究所

與聯合

國教科

文組織 

活力城市、閃亮未來:永續未來

城市論壇工作坊 
工作坊 103/5/21-5/24 菲律賓佬沃 

未來學

研究所

與聯合

國教科

文組織 

「亞太地區未來學網絡」國際

會議 Creating an Asia-Pacific 

Futures Network 

研討會 104/3/19-3/20 
淡江大學覺生

國際會議廳 

淡江大學驚聲

國際研討會 

未來學

研究所 

 

表 2-9-3 101 至 104 學年度未來學所外籍學生一覽表 

學生姓名 國籍 修業日期 

蘇志濤 香港 99 學年度至 102 學年度 

胡佳敏 蒙古 101 學年度 

廖麗鏵 馬來西亞 100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歐德曼 德國 103 學年度至今 

安利 義大利 104 學年度至今 

瑞卡多 德國 104 學年度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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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之總結 

本所教師來自不同社會科學之專長領域，每位教師皆具有各自獨

特的跨科際領域的關懷重點，卻又以未來學的概念與理論為共同軸心

發展課程與教學的架構，提供學生多元而前瞻的長期視野，在全國各

系所中實屬難得。本所生師比極低，師生互動密切，從教師的教學評

量成績中，本所教師之教學評量總平均分數每學期皆高於校平均標準

分數，顯示本所教師教學獲得學生相當的認同程度。此外，本所教師

國際化程度高，能以實際行動帶領學生走向國際，與世界互動，也因

而在全球的未來學界得有一席重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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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本所研究生養成教育，除了知識的傳授，亦重視學生的學習輔導、

生活輔導和生涯輔導。本所師生互動頻繁，藉由所長、老師與學生不

定期晤談或餐敘、指導教授與指導學生定期晤談、教師課堂互動、助

理諮詢、學長姐和畢業所友的經驗分享、迎新送舊會、新生座談、師

生聚餐、聖誕節等師生聯誼活動，以及 E-mail、Facebook 連繫，對於

外籍學生，也有專門導師（本學年由紀舜傑老師擔任）輔導，營造融

洽、溫馨、積極、有效率的學習環境，進而進行多元與多層面的課業

學習輔導、日常的生活輔導以及未來規劃的生涯輔導，期以對於學生

的學習、生活與生涯的輔導獲得成效以及即時的協助與必要的解決。

主要的作法如下：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 

1. 學習輔導 

有關新生的學習輔導，本所於每學年第 2 學期迎新送舊會時，同

時邀請錄取之新生參加送舊，讓新生對本所有第一步的親身體驗，每

年新生皆反應此活動對加強本所的認同感有極大的效益。每學年開學

前舉辦新生座談，本所教師均參加。座談中介紹本所設立宗旨、教育

目標及課程設計、所有修課規定、以及各有關課程的開課宗旨與教學

計畫等事項，所有老師也針對各自的課程內容進行詳細解說學長姐協

助新生了解本所的特色與學習環境，教師亦聽取新生對本所的期待。

師生以及學長姐與新生的互動，協助新生儘快融入學習情境，並營造

師生一體的學習與教學環境。 

有關研二以上學生的學習輔導：對於研二以上學生，均已選定好

指導論文之教授，故特殊情形由所長邀約以了解學習情形外，論文進

度主要由指導教授輔導，必要時亦提供其他生活議題之諮詢及協助。

特別的是，本所研究生電腦室外的陽台，刻意栽種許多盆栽植物，加

上舒適的座椅，是老師與同學的隨意交流的最佳場所。 

此外，本所教師依據學校規定留校 8 個半天，每學期初均會公布

駐校時間表，提供學生與老師見面的時間。對於修課以及修業的過程，

行政作業上的疑問亦可詢問行政助理，獲得建議與解決。因此，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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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的學習輔導，主要包括所長對學生的學習關懷、指導教授的

論文指導、本所老師的課業輔導，以及助理的行政協助，協助解決學

生在學習上的各項問題。 

2. 生活輔導 

日常生活輔導方面，本所教師對於學生的日常生活均極為關心，

平時即透過上課及課外時間的互動，藉以了解學生的生活情形，並給

予即時的協助，也藉由各項精心設計的活動達到對學生生活的關心，

例如師生聚餐、感恩節與聖誕節師生聯誼活動、尾牙師生聚餐、迎新

送舊等活動，一方面促進師生感情，建立圓融氣氛，並可即時了解學

生的生活現況。 

固定輔導方面，指導教授與學生的定期見面，以及所長與研究生

的晤談，均有助於對學生的生活輔導。個別輔導方面，學生如遇到生

活上的問題，皆可隨時尋求所長和本所教師的即時協助。本所的外籍

學生，也都由專門導師輔導其校內與校外的生活適應。 

3. 生涯輔導 

所長與學生晤談、指導教授與學生定期約見會談，以及本所教師

的課堂與學生會談是本所主要的輔導方式。藉由此等方式，教師會與

學生分享生涯規劃的經驗與提供建議。 

此外本所所友會也扮演相當積極的角色。在最近幾次的校友回娘

家活動中，皆號召大批畢業校友返回校園，讓校友與在校生進行密切

的交流，也提供在校生的生涯建議。對於在學學生生涯輔導的困惑，

皆能從畢業校友身份，提供相當實質上的建議。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3-1-1】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1-2】101-104 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駐校時間【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1-3】本所所學會組織章程 

【附錄 3-1-4】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修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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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 

1. 新教育館落成 

新教育館落成後，將分散在國際學院的老師研究室，以及舊教育

館的所辦公室與學生活動空間給整合在一起，不僅學生學習空間變大，

師生互動也更加緊密，也更凝聚整個所內師生的向心力。打破過去系

所將學生活動或學習空間，通常設定在又偏遠又狹小的作法，未來學

研究所在空間規劃上則強調以學生活動為中心，所有相關研究、教學、

以及行政服務設備，都圍繞著學生研究室（全球未來研究討論教室

ED503），左邊有未來所辦公室（ED504），所長室(ED504A)，然後連

結老師們的研究室，右邊則是連接未來學資料分析教室（ED502），

以及多功能專題研究教室（ED501）。 

學生的活動空間（ED503）不僅寬敞且明亮，設有 8 部硬體先進

之電腦設備外，並由老師認捐訂閱，提供種類繁多、議題多元的期刊

雜誌，更大幅增加學生思考、討論與交誼活動的空間。學生可以悠閒

的在大沙發上討論，或欣賞老師所指定的電影並進行小組討論，同時，

為呼應學習應與自然環境相結合裡念，在本所陳國華老師與學生共同

照料下，在學生活動空間的外面陽台，設立空中花園式的綠色抒壓環

境，透過照顧花園之餘，讓學生能夠融入在自然環境中，進行人文思

考。 

在此空間中，不定期皆進行有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及教師與學生

間的午餐會或下午茶等討論活動，包括來訪的日本愛知大學師生，對

此以學生為中心設計的空間以及陽台花園，都印象非常深刻。 

為了確實瞭解本所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是否符合學生之學習需

求，本所亦透過學生意見調查進行深入瞭解。由圖 3-2-1 之意見結果

顯示，學生對本所目前提供在學學生之學習資源，普遍皆贊同符合其

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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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學習資源與學生學習需求符合情形 

2. 未來學圖書專區圖書資料 

基於資源共享的原則，本所介購的圖書絕大部分放置於本校圖書

館 5 樓並設有未來學圖書專區。有關未來學及相關領域的圖書非常豐

富，種類及數量足以滿足師生研究與教學之所需。圖書館現有未來學

相關領域專業圖書（參考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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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放於本所的藏書大致主要為最近的畢業論文、會議論文集、部

分未來學相關期刊與圖書。本所藏書與學術期刊皆放置於ED502室，

以供學生借閱與閱覽。 除本校圖書館之圖書資料外，置於本所之專

業圖書（表 3-2-2），亦提供學生免費借閱，以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表 3-2-1 本校未來學相關圖書期刊一覽表 

類    別 數    量 種   類 

未來學中文圖書 8,593 冊 5,060 種 

未來學外文圖書 12,777 冊 10,972 種 

未來學外文期刊 － 133 種 

未來學東方語文期刊 － 75 種 

未來學中文期刊合訂本 317 冊 21 種 

未來學外文期刊合訂本 1,569 冊 125 種 

未來學中文非書資料 243 件 94 種 

未來學外文非書資料 352 件 173 種 

表 3-2-2 本所未來學相關圖書期刊一覽表 

類    別 數    量 種   類 

未來學中文圖書 346 冊 8,490 種 

未來學外文圖書 128 冊 7,670 種 

未來學外文期刊 - 121 種 

未來學中文非書資料（錄

影帶、DVD 等） 
74 件 － 

未來學外文非書資料（錄

影帶、DVD 等） 
19 件 － 

Nvivo 質性研究軟體 1 件 － 

未來學中文期刊 5 種 － 

未來學外文期刊 8 種 － 

3. 資訊科技    

為了提供合宜的學習環境與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本所除了備有

電腦及相關的硬體設備之外，亦提供相關的電腦軟體。除所辦公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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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設有未來所多功能專題研討室（ED501）、未來學資料分析室

（ED502）以及未來所全球未來研究討論室（ED503）。 

未來所多功能專題研討室備有投影機，投影布幕與教學用電腦 1

台，方便本所教師教學與學生課後討論與期刊資料查閱。全球未來研

究討論室，配置 7 部公用電腦，1 台印表機(參考表 3-2-3)。未來所資

料分析室備有未來學書籍及相關期刊資料，103 學年度亦添購 1 台可

移動螢幕、投影機 1 台，開放本所及校內外師生借用閱讀與自習。本

所更備有電腦應用軟體 Microsoft Office、Acrobat、PhotoImpact, MS

系列、防毒軟體及 SPSS 等授權軟體，皆能提供學習與研究的需要。

本校提供無線上網服務，在所有學習地點與空間均能通過網路獲得網

路資源與進行網路討論。 

表 3-2-3 學生空間與設備一覽 

教室編號 地點 設備 

ED501 未來所多功能專題研討室 
e 講桌、電腦 1 部、投影幕、投

影機 

ED502 未來學資料分析室 

未來學期刊資料、未來學相關書

籍、移動式螢幕、投影機、電腦

1 部 

ED503 未來所全球未來研究討論室 
電腦 7 部、印表機 1 部、投影幕、

投影機、學生置物櫃 

4. 教室設備 

本所的上課教室均由學校教務處統一安排，本所使用的教室均設

有全套多媒體電腦設備以及有線和無限網路連線，教室的多媒體設備

可以上網連線使用網路資源，並且可以播放投影片、影片、錄音帶、

錄影帶、CD、VCD、DVD。 

此外，本校的遠距教學教室可提供跨國與跨校之同步視訊教學、

學術會議與工作坊。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可以提供學生網路視訊教學，

網路討論，網路作業繳交、網路作業評分等完整的網路教學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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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之未來學資料分析室亦配有會議桌椅、單槍、螢幕、無線網

路及筆記型電腦，可提供專題演講、專題討論及必要時之上課使用。  

5. 教師研究室 

本所專任教師均有獨立研究室，每間研究室內備有全套電腦、印

表機、網際網路、辦公室桌椅及書櫃，可提供教師教學準備、學生輔

導及研究所需。 

在 2012 年初新遷至教育學館新館後，除所辦公室外、學生活動空

間、圖書設備，硬體設備 ，教師設備，以及提供教師教學與研究使

用之研究室，在使用空間上，皆有大幅的擴充及增加，以滿足學生的

學習需求。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3-2-1】本校未來學相關圖書期刊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2-2】本所設備及圖書資源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2-3】學生空間與設備一覽【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2-4】未來學研究所辦公室與研討室【請至現場展示】 

3-3 提供學生專業實習、實作、產學合作或職涯連結活動之情形課外

學習活動之作法 

1. 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依據本所研究生修業規則規定，本所學生畢業之前至少參加 2 次

學術研討會，並學位論文口試之前在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發表一篇論文。

本所過去 10 年來，每年均舉辦「全球/在地趨勢變遷研究生論文研討

會」，提供學生將其學習成果在研討會中發表，期以獲得更深入的討

論與交流。 

此研究生研討會，不僅是為本所學生畢業論文進行公開學術發表

所設置，過去多年的實踐結果，每年都有超過半數以上的投稿文章來

自淡江以外的其他跨科際的系所投稿，成為國內社會科學跨科際領域

研究生學術論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58 

本所研究生在此論文研討會中不僅發表論文，低年級的研究生亦

皆擔任會議籌備與執行工作，包括：會議前的聯繫、會議手冊編輯、

與會外賓的接待、以及會場秩序掌握等事宜，從中學習研討會的組織

工作與團隊合作。此外，本所亦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的論文研討會，獲

得多元的課外學習。 

2. 專題演講與學術交流 

  本所經常邀請國際知名未來學學者專家來訪，與本所師生進行學

術交流。101 年則進行多場次的全球未來演講，邀請包括有日本東京

大學教授園田茂人、澳洲 Sunshine Coast 大學 Jose Ramos 博士、英國

倫敦大學社會學教授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Scott Lash、日本愛知大學

Ryota On 教授進行學術交流，中國大陸南京大學社會系主任風笑天等。

102 學年度邀請韓國慶熙大學教育研究院宋在龍院長、夏威夷大學

John A. Sweeney 學者進行業師演講，亦邀請芬蘭土庫大學未來學研究

中心 Professor Sirkka Heinonen 進行專題學術演講與師生交流，亦邀

請澳洲研究員 Jeanne Hoffman ，澳洲 Sunshine Coast 大學 Marcus 

Bussey 博士及美國 TAXAS A&M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Dr. John 

Kilburn 至校演講，美國來台之中央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訪

問學者 Professor Salvatore Babones 進行演講活動，從澳洲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Dr. Ivana Milojević境外特約講座教師於 103

學年舉行工作坊與師生互動交流演講。 

此外，晚近本所同時與中國大陸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廈門大學台

灣研究院，及芬蘭土庫大學（Turku University）的未來學研究中心進

行跨校際的系所多元交流。本所宋玫玫老師的跨校教學經驗，亦刊登

在芬蘭未來學術研究院（Finland Futures Academy）的 2012 年年度報

告手冊中。 

尤其，在本所於 2013 年 3 月 25-27 日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中，更

與中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書」，締結跨校際的合作關係（參考附錄 3-3-1-1）。最近，2014 年底

並首開本校中東地區伊朗德黑蘭國家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之研究合作

計畫。(參考附錄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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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外實習 

本所開設未來學專業實習課程，學生必須利用研一升研二的暑假

或研二上學期的學期中到非營利組織、政府部門，或具有未來前瞻性

的機構，進行 72 小時的實習課程，並將實習成果在實習成果發表會

中呈現並討論交流，藉此獲得實證研究的成果。 

4. 參觀活動 

植基於教學品質的提升以及課程的實證，本所教師會在課程中規

劃校外參觀活動，例如：休閒與消費文化安排參訪；實際體驗瑜珈與

其他運動設施；情節規畫案例研究安排訪問 NGO 組織；民族誌研究

則安排淡水捷運站的實際訪視；永續發展課程安排淡水導覽並與多處

社區大學合作交流；以及參觀博物館或相關展覽。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3-3-1-1】本所與廈門大學簽訂之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 

【附錄 3-3-1-2】本所與伊朗德黑蘭大學簽訂之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 

【附錄 3-3-2】101-103 學年本所演講活動實施表 

【附錄 3-3-3】101-103 學年度本所辦理研討會成果 

【附錄 3-3-4】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實習辦法 

【附錄 3-3-5】101-103 學年度實習發表會一覽表 

【附錄 3-3-6】101-104 學年度新生說明會一覽表 

【附錄 3-3-7】未來學專業實習相關資料【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3-8】 歷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及資料【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3-9】歷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會議論文【請至現場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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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 

1. 指導研究生的人數 

基於研究生論文的品質要求以及教師可以專注指導論文生，本所

每位教師指導本所學生論文每年級以 2 名為原則，並依據學校規定所

有指導學生人數每學年以不超過 5 名為限。 

2. 指導研究生的互動與要求 

學生可針對預設論文方向與教師討論，並聽取教師建議後，選擇

合適個人研究領域的教師擔任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會安排固定晤談與

論文進度時間表，輔導並督促學生完成質量兼具的學位論文。如果學

生擔任指導教授的研究助理或教學助理與指導教授的互動會更頻仍，

獲得的指導將更深入與周延。 

本所學生在論文口試前必須先進行論文大綱口試，通過大綱口試

者始得在論文完成後經由指導教授同意，並依學校規定申請正式論文

口試。 

基於論文品質的嚴格要求以及研究成果的檢驗，自 95 學年度起

本所學生在論文口試前，必須參加 2 場以上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演講會；

在論文口試之前，必須於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發表過至少 1 篇學術論

文。 

3. 研究生論文成果 

本所 101 至 104 學年度完成畢業研究生論文共計 21 位（參考附

錄 3-4-1）。多數學生均能在修業期限屆滿之前完成學位論文，少數修

業期限較長學生，皆有定期輔導，鼓勵學生盡快在修業年限內完成學

業論文。 

晚近本所亦朝向鼓勵研究生盡量於二年至三年內完成學業論文

方向邁進，在畢業論文品質不變的前提下，增加學生的職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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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3-4-1】未來學研究所歷年畢業生論文清冊  

【附錄 3-4-2】淡江大學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規則 

3-5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參加世界未來學年會(World Future Society)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所教師每年均率領學生參加美國世界未來學會(WFS)或世界未來

學聯盟（WFSF）等，主要未來學研究機構所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此外本所每年皆舉辦國際研討會或國內研討會，學生藉由參與國際學

術活動，與國外學者有最直接的互動，可獲得跨科際及未來研究最新

議題的趨勢新知，以及提升學生多元與全球的視域。 

3-6 系所與學位學程提供學生生活輔導之作法 

本校對於研究所並未如大學部訂有導師制，但基於對學生學習、

生活與生涯之輔導的必要，本所研一學生由所長負責輔導；已有論文

指導教授的研二以上學生則由指導教授輔導；尚無指導教授之研二以

上學生，仍由所長輔導。主要的執行情形如下： 

1. 本所所長每週與學生約定晤談，了解學生的課業學習及生活

情形，並提供必要的協助與建議。除了每週與學生以餐敘或

coffee time 等形式晤談之外，並利用課餘時間交流，讓研一

學生可以盡快且順利融入學習生活並且即時解決可能遭遇的

學習及生活上的困難。 

2. 研二以上學生的輔導主要委由指導教授，由指導教授與學生

討論、決定晤談時間。本所專任老師都排訂駐校時間且設定

接見學生之時間，學生可於接見時間內與教師約定晤談。學

生在教師駐校時間內必定可獲得約見，或與指導教授個別決

定晤談時間與方式。對於尚未有指導教授之研二學生除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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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所長與研二以上學生整體晤談之外，所長採取不定時的

個別晤談，以掌握學生的學習與生活情形，以便提供及時的

協助。 

3. 對於所有研究生，所長除每週與研一學生見面及每學期初與

研二以上學生見面之外，更採不定時的約見與晤談，期以即

時發現問題並予以解決。如有任何所務、學習、生活以及生

涯的問題，亦均可隨時與所長討論並獲得必要的協助。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3-1-2】101至104學年度專任教師駐校時間表【請至現場參閱】 

3-7 系所與學位學程提供學生生涯輔導之作法 

本所發展取向與本校三化教育理念完全一致，除了未來化是本所

發展的核心理念之外，國際化是本所研究或學術活動所積極進行的重

心之一。本所對於國際學生的申請進入本所就讀，亦採取積極鼓勵的

態度。至今有來自巴拿馬、巴拉圭、香港、馬來西亞、蒙古、德國、

義大利等國家國際學生就讀本所。國際學生就讀本所可以依據學校規

定提出申請，本所亦與本校國際交流處保持聯繫，向國際學生推薦本

所的特色。本所對於國際學生的詢問均立即回應，並鼓勵申請就讀本

所。 

本所自成立以來陸續有國際學生的詢問，然而有些受限於國際學

生的某些需求如只願透過視訊方式學習、完全免學費、或進修博士學

位等，以致無法提供進修機會。對於國際學生的學習與生活情形，保

持積極追蹤的作法。所長與本所老師皆不定時與國際學生見面、晤談，

並將國際生納入為教學助理等工作，對於國際學生的學習及生活問題

積極提供協助。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3-7-1】本所境外生資料及擔任教學助理工作情形 

【附錄 3-7-2】本所所學會辦理活動實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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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系所參與學校特色計畫（教學部分）之成果 

  本所均於 101、102、103 年 12 月中旬於黑天鵝展示廳辦理下學

年度未來所預研生及招生說明會。參加人數均超過 30 人。業師演講

分別於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舉行 2 場次，於 102 年 10 月 15 日於淡

水校園 SG318，邀請中國民運人士學者吾爾開希蒞校演講，主題為:

『凝視自由』。另於 102 年 11 月 1 日邀請業師 Mr.Jimbo Clark（知名

學習遊戲與企業模擬訓練設計者）蒞校演講，主題為 The Gamification 

of Life-How games we play will change the life we live(改變未來的遊戲

機制-我們玩的遊戲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 

  103 年度業師演講，包含：盧雪華，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特別

助理暨企劃經理主講「預見未來」。許毓仁，TEDxTaipei 創辦人，主

講「實驗未來」。林念慈，棉樂樂事工坊創辦人，主講「尼泊爾的棉

夢計畫」。林孟灃，孟澧姐姐家事家藝管理團隊，主講「空間藝術與

思維創意」。張亞昭，雄獅旅行社工上會展部/業務副總，主講「前瞻

全球休閒旅遊產業」。鄭凱方，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副主任，主講「環

境變遷下的產業轉型」。蕭瑞祥，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主講「求新求變談創業」。廖文忠，中鼎工程公司顧問，主講「小悟

數百次」。黃瓊儀，創意整合行銷集團執行長，主講「廣告、社會、

人」。陳為廷，島國前進發起人，主講「從校園民主看公民參與」。吳

寶芬，健康諮詢顧問，主講「快樂吃喝 健康人生」。高仁山，台灣經

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講「社經產業趨勢前瞻」。張雅惠，

真理大學諮商輔導組組長，主講「生與心的未來」。 

  國際學者來到本所訪問研究，包含 103 學年度上學期，來自澳洲

Sunshine Coast University 的未來學者，Marcus Bussey 博士，駐校 2

個月，舉行講座及工作坊。103 年度下學期，將會有來自澳洲的國際

知名未來學者，Ivana Milojevic 博士駐校訪問教學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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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國際化及外語環境執行之情形 

  本所努力營造外語學習環境，每年參與世界未來學會(World 

Future Society)之年會，與世界未來學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Futures 

Studies)舉辦之國際會議與工作坊。並開設全應予教學之課程，供研

究生選修。102學度由紀舜傑老師開設 Seminar of Futures Studies，上、

下二學期之全英文課程。103 年度上學期，由紀老師續開，下學期將

由宋玫玫老師開設 Exploring Futures 之全英語課程。 

  與姊妹校交流活動亦是本所之重點，101 及 102 年度，均有日本

愛知大學Ryota Ono教授及未來學學程學生來訪學術交流。102年度，

韓國慶熙大學研究生院長宋在龍院長來訪，並發表演講 A Speculation 

on Human Futures: A Reflexive and Hermeneutic Sociological View of 

Futures Studies(思索人類文明未來:未來研究的反思性與詮釋社會學

觀點)。 

  國際學者亦經常前來本所訪問，發表演講或主持未來學工作坊。

澳洲訪問教授 Sohail Inayatullah 均於 101、102 年度，主持 SAKAR 

GAME 工作坊。102 年度，來自澳洲的 Jeanne Hoffman 博士，來本所

主持數場 CLA on China 工作坊。103 年度，分別有美國夏威夷大學，

未來學研究中心主任 John A. Sweeney，主持 Artifacts from the Three 

Tomorrows: A Collaborative Futures Workshop(來自三種明天的物件：

合作式未來學工作坊)。來自芬蘭土庫大學的未來學者，Sirkka 

Heinonen 教授，主講 Futures of Education – Towards Ubiquitous 

Learning in Digital Meanings Society。 102 年度下學期，由宋玫玫老

師帶隊，將近 10 位未來所研究生前往馬來西亞檳城，參加由世界未

來學聯盟所主辦的「城市的未來」國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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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之總結 

本所對於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的提供，總結如下： 

1. 全球視野培養的學習輔導：本所對於學生課業學習重視全球

視野的培養，每年甄選學生出國參加未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參與本所舉辦之國際學術會議，出席國際學者的專題演講會

與工作坊。本所強調國際化的發展取向，歡迎國際學生申請

就讀，至今有來自巴拿馬、巴拉圭、香港、馬來西亞、蒙古、

德國、義大利等國家國際學生就讀本所。 

2. 全員參與的生活與生涯輔導：經由所長、指導教授與專任老

師的全員參與，提供學生生活關懷與輔導。藉由每週晤談、

指導教授約見、師生個別互動對於學生的生活提供及時的諮

詢與必要的協助。本所教師的 8 個半天駐校時間，提供學生

學業、生活與生涯的隨時諮詢與輔導。 

3. 溫馨融洽活潑的學習環境：本所師生、學長姐與學弟妹感情

融洽，在學期間與假期中，經常舉辦各種師生聯歡會、校外

單車活動，不僅聯繫本所師生及同學間的感情，更因此獲得

生活與生涯的輔導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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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104 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共 7 位，其中副教授 3 位，助理教授有

4 位，以及 1 位外籍訪問研究員。教師專業領域橫跨社會學、政治學、

教育學及管理學；學術專長包括：全球化、教育發展與變遷、台商與

中國研究、專業人才移動與國際遷移、族群關係、社會科學研究法、

策略與願景管理、人口學、社會變遷與發展、經濟社會學、人文區位

學、未來研究、預測與趨勢分析、衝突與和平教育、休閒與消費文化

研究、國家認同、環境政策、教育未來、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性別與

多元文化、教育與勞力市場連結等。據此，本所教師研究議題多元，

師資領域結構均衡。為了更清楚呈現本所教師的專業表現，將於下段

進行說明。  

4-1 教師學術研究表現之情形 

1. 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成果之數量與品質 

    本所教師致力於學術研究，每年所有教師均積極申請科技部（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並且致力於期刊與研討會論文，以及專書論文

的發表。本所老師在期刊和研討會之論文發表均依據自己的專業領域

與未來學進行系統性發展研究，且充分掌握重要的未來趨勢與社會相

關議題。3 年來，本所教師的研究成果（參考表 4-1-1），計有學術論

文期刊論文含專書與專書論文共 45 篇，研討會論文 48 篇，獲科技部

補助研究案 18 件，整合型研究案 4 件。發表之期刊論文中，不僅有

多篇 TSSCI 論文，亦有數篇 SSCI 期刊刊登之論文，顯見本所教師研

究能量不管在數量上及品質上，皆有平均以上的表現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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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本所教師 101 至 104 學年度著作統計表 

教師 

學術期刊論文數 

(含專書/專書論文) 

研討會論文數 研究計畫數 技術報告及其他 

陳國華 6 4 3 0 

鄧建邦 5 9 5 2 

陳瑞貴 16 4 2 3 

紀舜傑 7 11 2 0 

宋玫玫 2 8 3 0 

彭莉惠 3 10 3 1 

Jeanne Hoffman 6 2 0 0 

合計 45 48 18 6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4-1-1】101-104 學年度本所教師學術研究成果一覽表 

4-2 教師專業與社會服務表現之情形 

1. 教師專業服務之數量與品質 

本所教師除教學與研究工作外，在專業服務亦不落人後，整體的

表現亦有相當亮眼的成績。 

參與各種面向的專業與社會服務，不僅擔任校內外各種委員會委

員、參與國際交流活動、校內外演講講座、各種學術期刊審查外，亦

指導校內外學生之學位論文，並擔任導師。本所教師皆熱心參與專業

服務工作。以學術專業期刊審查而言，本所鄧建邦老師擔任《台灣社

會學》（TSSCI）、《台灣政治學刊》（TSSCI）、《中國大陸研究》季刊

（TSSCI）、《台灣東南亞學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TSSCI）等

期刊的論文審查。彭莉惠老師亦擔任《社會科學論叢》論文審查委員。

陳國華與宋玫玫老師則擔任相關未來學相關領域期刊 Futures,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論文之審查。 

此外，本所亦有多位老師參與專業學會與民間團體，服務社群。

例如紀舜傑老師，擔任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董事、加拿大研究學會理

事、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彭莉惠老師亦擔任台灣社會學會副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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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新莊客家協會副理事長等。陳建甫老師也曾擔任國際執委會的人

權教育諮詢委員、菲律賓國際觀選員、台灣觀選觀選團團長、台灣會

員國代表等服務社會公益的專業服務職務。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4-2-1】101-104 學年度本所教師專業服務一覽表 

2. 教師專業服務與本所之發展定位 

本所的發展定位，「以跨人文社會科學背景，引進未來學新專業，

研究開發新議題，以面對不確定的全球社會變遷的未來」，著重在對

應全球社會變遷衍生的社會現象與新興議題進行關注。而本所教師的

專業服務參與，一方面從學術專業服務著手，進行論文指導、期刊審

查、專業議題講座；一方面從民間社會服務的參與進行著力，不管是

對人權議題、環境議題、教育議題、族群議題…等，提供專業觀點的

評析與政策實務運作的芻議，對台灣社會與全球社會的關注與現象的

分析掌握，提供相當的社會服務與貢獻。(詳參閱上述 4-2 相關佐證資

料) 

4-3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力之表現  

  本所目前僅設置有碩士班，尚未設置學士班。但已提出申設「創

新前瞻與未來」全英語學士學程(Innovative Foresight and Futures, 

English Taught Undergraduate Program )，經校長簽准。目前正在進行

學生人數總量管制會議討論中。預計最快可於 105 學年度成立，106

學年度正式開始招生。 

4-4 碩、博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 

本所 101-104 年入學考試及錄取人數，如表 4-5-1。承統計數據

所言，報名人數近年受少子化及經濟環境影響，報名考試人數略減，

部分學生考入分數較低，英文能力上略微薄弱，因而需要更多的教學

輔導。依據本所 101 年度至 104 年度的入學人數統計紀錄，報名人數

近年來受少子化及經濟環境之衝擊，報名考試人數略有起伏，部分學

生錄取分數稍低，英文能力上略微薄弱，因而本所亦針對每位入學學

生提供相關協助。 

表 4-4-1 101-104 學年度未來學研究所錄取率 

年度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101 14 10 71% 

102 16 1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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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2 10 83% 

104 12 9 75% 

4-5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研究、專業或實務之表現 

本所設有碩士班學制，學生的學術表現多顯現在研究生論文研討

會的參與、發表或期刊發表。尤其，本所舉辦「全球／在地趨勢與變

遷」研究生論文研討會，已歷經十三屆，每次投稿及接受發表的文章，

多數皆來自淡江大學以外的大專院校，晚近幾年甚至跨越濁水溪，有

許多南部大專院校投稿，已成為全國幾個具有跨校性質的「研究生研

討會」之一，所收到的稿件數量高達二十幾篇，包括教師、碩博士生，

來自各個領域。關於本所學生的論文發表情形，詳請參見下表： 

表 4-5-1  101-103 學年度本所研究生論文發表一覽表 

發表

學年

度 

參加會議名

稱 
學生姓名 發表主題 

發表

地點 

主辦

單位 

101 

2013 第十

一屆全球發

展趨勢與在

地社會關懷

研究生論文

研討會 

蕭惠之 
全球化的華語學習潮-以在台外籍

生為例 

淡 江

大 學

淡 水

校 園

教 育

館 

淡江

大學

未來

學研

究所 

魏廷茹 
已婚女性的工作與家庭處境－以直

接服務社工人員為例 

吳亞倩 
從偶像劇看台灣年輕世代之未來意

象 

林昭儀 
我刺故我在：刺青者認同的轉變與

未來 

楊遠隆 身體意象與醫學美容相關研究 

詹雅安 

整合性行銷溝通對消費者知覺價值

與購買意願之研究─以平價服飾為

例 

102 

2014 第十

二屆全球發

展趨勢與在

地社會關懷

研究生論文

趙威翔 
青年參與環境議題對社會永續之影

響 

淡 江

大 學

淡 水

校 園

教 育

淡江

大學

未來

學研

究所 

張暐欣 科幻影迷的未來想像方式之探究 

陳維信 
雲端共作媒體之可能型態：以新聞

媒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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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學年

度 

參加會議名

稱 
學生姓名 發表主題 

發表

地點 

主辦

單位 

研討會 彭曼甄 台灣流行歌手形象塑造之未來圖像 館 

103 

2015 第十

三屆全球發

展趨勢與在

地社會關懷

研究生論文

研討會 

劉薇蓮 高學歷女性眼中的婚姻未來 

淡 江

大 學

淡 水

校 園

教 育

館 

淡江

大學

未來

學研

究所 

廖月伶 婚與不婚：論婚姻本質與婚姻未來 

蔡念芯 台灣女性的裝扮轉換 

陳俞伶 
文化創意商品的未來圖像－以消費

者情緒的角度探討 

楊奇翰 
運動主題餐廳的未來圖像-從消費

者購買意願觀點探討 

廖麗鏵 
探討新移民女性的社會回匯現象—

以台灣文化交流協會成員為例 

林育旻 從淡水河探討淡水的城市發展 

林鈺恩 
「大型多人角色扮演線上遊戲」玩

家的線上角色扮演與現實生活關係 

本所研究生的專業與實務表現，主要是結合論文方向、個人興趣

與工作職涯規劃而發展出學習專業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專業實習經

驗。請參見下表 4-5-2。 

表 4-5-2 101-103 學年度未來學研究所學生專業實習一覽表 

姓名 實習單位 
實習 

督導 
實習地點 

劉薇蓮 新北市淡水區育英國小教導處 陳柔竹 新北市 

鄭舜鴻 新北市蘆洲棒球推展協會 周森淵 新北市 

林青岳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小 詹于倩 新北市 

張暐欣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閩潔 新北市 

彭曼甄 寰亞唱片 王曉瑋 新北市 

林育旻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閩潔 新北市 

林鈺恩 台灣極限武術團 周育生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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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實習單位 
實習 

督導 
實習地點 

傅淑琴 淡江大學圖書館 李靜君 新北市 

楊奇翰 首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楊錫卿 新北市 

陳維信 奧美公關行銷公關事業部 廖華傑 台北市 

唐孟廷 康軒文教機構 余詠南 新北市 

楊道揆 陽明山古蹟聚落生態護育聯盟 李甄珍 新北市 

席偉倫 黃士瑋建築師事務所 黃士瑋 台北市 

簡妤娟 臺北市北投親子館暨托嬰中心 鍾欣穎 台北市 

陳俞伶 世界宗教博物館 謝翠娥 新北市 

郭安定 臺中市西區區公所社會課 黃銘輝 台中市 

蔡協翰 中華電視公司 馬維新 新北市 

4-6 在職專班學生論文主題與實務應用結合之情形 

無，籌備中。 

4-7 在職專班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 

無，籌備中。 

4-8 在職專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 

無，籌備中。 

4-9 在職專班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符合現職需求之情形 

無，籌備中。 

4-10 系所參與學校特色計畫(研究部分)之情形  

淡江大學 101 學年度重點研究補助計 (含計畫名稱與補助金額) 

                          (單位萬元) 

院/系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合計 機 人 雜 

教/未來 陳建甫 突發事件、傳媒報導、兩岸政策影響台灣
民眾對中國印象之研究 

5 0 0 5 

教/未來 紀舜傑 台灣未來意象研究 10 0 0 0 

 淡江大學 102 學年度重點研究補助計畫(含計畫名稱與補助金額) 

院/系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合計 人 學術交流
費 

業務費 

教/未來 彭莉惠 高等教育性別結構及其 ICT 應用影響之評
估子計畫一：性別結構與趨勢分析 

16 8 8 0 

教/未來 宋玫玫 高等教育性別結構及其 ICT 應用影響之評
估子計畫一：ICT 應用對性別影響之評估 

16 8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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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 103 學年度重點研究補助計畫(含計畫名稱與補助金額) 

院/系 主持人 計  畫  名  稱 合計 人 學術交流
費 

業務費 

教/未來 鄧建邦 

彭莉惠 

台灣大學生年輕世代未來意識之研
究：子計畫一 

42 8 14 20 

教/未來 陳國華 

紀舜傑 

台灣大學生年輕世代未來意識之研
究：子計畫二 

41 8 8 26 

 

項目四之總結 

本所著重以社會科學取向探討各種新興趨勢議題。不管是從既有

7 位專任教師的師資專業背景，或是研究生的大學就讀背景，皆呈現

此一「跨學科」與社會科學取向的特色。 

本所教師的研究能量在近三年中，發表學術期刊論文(含專書/專

書論文)每人每年平均值為 2.1 篇，研討會論文每人每年平均值為 2.2

篇，研究計畫數為每人每年平均值為 1 件。顯示，本所教師整體教師

研究能量，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水準。而本所研究生也在畢業之前，

均在公開之學術研討會，發表至少一篇以上的學術論文，表現出一定

的學術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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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本所成立迄今，畢業生 86 位，尚屬年輕系所，畢業生的生涯追蹤

機制逐步建立，主要的追蹤機制精神在於建立本所與畢業生隨時保持

聯繫及畢業生資訊掌握的暢通。因此，本所採取所有可能的正式與非

正式管道與畢業生保持高度的聯繫與互動，了解畢業生的現況，維繫

畢業生感情並提供有助其生涯發展之進修及就業的最新資訊，以利畢

業生能夠順利成就其生涯。 

5-1 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 

1. 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 

本所與畢業生的追蹤機制建立在正式與非正式多元管道的聯繫

與互動，主要方式如下: 

(1) 校友返校 

本校每學期均會舉辦「春之饗宴」以及「校慶返校」的校友活

動，本所配合此等活動，邀請校友返校歡聚。 

(2) 本所大型聚會 

本所每學年均會舉辦迎新送舊活動，均透過此等活動邀請畢業

生返校。 

(3) 個別小型聚會 

本所畢業生平時均會與本所教師保持聯繫以及彼此約見。透過

此等小型聚會的互動與交流，不僅可以保持與畢業生的聯繫，

更可以深入關注與了解畢業生生涯發展。 

(4) 個別返校 

本所部分畢業生的工作地點就在淡水，或有畢業生正值休假，

會返回本所。畢業生均會分享近況，本所教師亦會透過聚會的

機會關心畢業生的生涯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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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學生與畢業生聚會 

本所鼓勵在校生與畢業生直接聯繫。在校生與畢業生不定時相

約聚餐，不拘人數，有時會邀請老師與會。透過此等聚會是最

自然獲取畢業生生涯近況與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的方法。 

(6) 所友會 

本所所友會於民國97年11月8日校慶成立，已逐步發揮功能。

所友會成為本所資訊傳遞畢業生以及畢業生發展狀況回饋本

所的重要管道。 

(7) 網際網路的聯繫 

在學期間，畢業生就與教師和在校學弟妹透過 Facebook, Skype

以及 Email 聯繫。此等網際網路的聯繫，是畢業生呈現其個人

現況與生涯計畫最即時的反應管道。 

2. 畢業生生涯追蹤 

(1) 本所每年更新歷屆學生與畢業生通訊錄，以保持最新的聯繫基

本資料。 

(2) 定期邀請畢業生返所與學弟妹座談或分享經驗。 

(3) 本所網頁設置所友專區及 Facebook 所友網頁，以與畢業生保

持聯繫。 

(4) 由所友會進行規劃所友聚會活動，並建立所友連繫網絡，保持

資訊的暢通及感情的連繫。 

本所於 103 學年度對於畢業校友進行整體有關對於學習與畢業滿

意度之調查及建議改善意見。此等調查作為本所教學改善的參考。相

關調查如下： 

畢業生目前服務機關性質、畢業生對目前工作的滿意度、畢業生

在學期間所學知識與技能於畢業後是否有可發揮之處、畢業生畢業時

是否學到了專業技能的課程，請參閱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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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畢業校友之學習與畢業滿意度調查 

畢業校友之學習與畢業滿意度調查 

畢業生目前服務

機關性質 

學校 政府 
非營利 

機構 
產業界 學術界 服役中 待業 

3 1 4 20 0 2 3 

畢業生對目前工

作的滿意度 

極不滿

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極滿意 

  

0 0 15% 73% 12% 

畢業生在學期間

所學知識與技能

於畢業後是否有

可發揮之處 

極沒發

揮 
沒發揮 普通 有發揮 

極充分

發揮 

0 4% 23% 65% 8% 

畢業生畢業時是

否學到了專業技

能的課程 

極差 差 普通 好 極佳 

0 12% 42% 42% 4% 

有效回收: 33 份 

根據表 5-1-1 進一步製作成統計圖示，如圖 5-1-1，顯示畢業生目

前服務機關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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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本所畢業生目前服務機關性質 

本所學生畢業後，目前以進入產業界工作為主，高達 65%，其次

則為進入非營利組織工作。 

 

圖 5-1-2：本所畢業生目前服務機關性質 

圖 5-1-2 則顯示，畢業生對其目前的工作表達滿意及及滿意者，

佔 85%，但是也有 15%表達「普通」滿意，針對後者部分，本所持續

追蹤調查，目前得知，有一些牽涉個人的期望與實際就業的落差有關，

有一些則為初入職場，還在磨合期階段。 

8% 
4% 

11% 

65% 

0% 

8% 4% 

畢業生目前服務機關性質 

學校 

政府 

非營利 

產業 

學術界 

服役中 

待業 

15% 

73% 

12% 

畢業生對目前工作的滿意度 

普通 

滿意 

極滿意 



 

77 

此外，本所也重視畢業生在學期間所學知識與技能於畢業後是否

有可發揮之處。圖 5-1-3 顯示有達 73％畢業學生認為，在學期間所學

知識與技能可以發揮其職場上。表示所學能實際的運用在工作中。 

 

圖 5-1-3：畢業生在學期間所學知識與技能於畢業後是否有可發揮之處 

而針對「畢業生畢業時是否學到了專業技能的課程」問題，有

46% 持肯定態度，42%認為普通，12%則持保留態度（參考圖 5-1-4）。

此一結果可能牽涉畢業生針對何謂「專業技能」認定的問題。由於本

所課程與國內其他強調跨學科取向之社會／國家發展系所性質相似，

以解析性與趨勢分析課程為主要內容，故學生在問卷題目回答上對技

能學習情形回答較為保留。 

 

圖 5-1-4：畢業生畢業時是否學到了專業技能的課程 

4% 

23% 

65% 

8% 

畢業生在學期間所學知識與技能於畢業

後是否有可發揮之處 

沒發揮 

普通 

有發揮 

極充分發揮 

12% 

42% 

42% 

4% 

畢業生畢業時是否學到了專業技能

的課程 

差 

普通 

好 

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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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也針對畢業生對本所發展的意見，進一步詢問，茲將

主要回饋意見，臚列如下： 

不少畢業生進入職場後，都持續關心本所的發展，也提出不少有

助於本所現有課程改進的不同建議，主要包括：產業對應操作應用層

面、開設有關未來趨勢的實用課程、與產業界接軌與交流、在未來學

理論與方法論多採取實例分析、了解正就讀同學的未來發展與課程需

求、實際帶領工作坊模擬、加強科技未來、環境掃描方法、加強管理

及產業趨勢、以及產業願景、可規畫多一點企管類課程、風險分析、

個人生涯願景課程、更接近企業實務等。 

此外，畢業生認為，可以在課程中要求學生選定一個課程相關的

企業與組織，為其規畫與分析未來的營運方針，實際運用未來學相關

理論，讓學生會對理論與方法更熟知如何運用。另外，許多畢業生也

認為未來學研究所非常重視跨學科、整合性的學問，建議可開放讓在

學生選修一些各行各業專業人士講座課程，更加落實企業實習、實做

的課程，提升學生對社會或職場敏銳度等。 

除了量化研究的分析外，本所亦針對畢業生進行質性的訪談，深

入瞭解畢業生的需要，及聆聽其針對本所的改善建議。 

針對本所的教學活動，許多畢業生亦提出一些具有相當建設性意

見，例如： 

1. 希望本所可以定期邀請業界有名人士到校演講，讓各界廣為

知悉未來學研究所。 

2. 多點跟產業的聯結，讓學生不至於跟業界脫節太多：以及可

多與業界做配合，提供就業前的實習。 

3. 強化學生對職場生態的瞭解。所友會可以夠過職場分享等活

動，讓在校生瞭解未來職場生態。如此，一方面可以活絡所

上學生與畢業生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在外工作的畢業

生有機會將其最新職場資訊，傳遞給在學同學。 

4. 強化所友及在學生的凝聚感：所友會可以透過積極舉辦各項



 

79 

的小活動，如踏青、聯誼等較輕鬆活動，凝聚所友會成員，

同時也凝聚所友及在學生彼此間的情感。如此，可以建立社

會資本的網絡，強化畢業後所友工作間的連結，讓所友們找

工作得到更強化的倚靠，藉由彼此諮詢，熟悉各產業的當前

脈動。 

5. 可藉由課堂上對同學的觀察建議同學個人特質等未來取向。 

6. 提供回到學術界讀博士班的管道，以及博士班畢業之後的職

位。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5-1-1】101-103 學年度本所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活動表 

【附錄 5-1-2】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畢業校友問卷調查 

5-2 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及落實之情形 

    本所對於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一向列為本所發展的重點之一。畢業

生畢業後的學習成效亦列為本所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要項之

一。 

    本所對於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主要依據學生的期中教學評鑑

及教學評鑑結果作為課程改革及教學方法改進的基礎。此外，所務會

議及課程會議更是本所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機制之核心。 

    除了在校生的學習成效之外，本所更重視畢業生經過本所培養之

後職涯發展上的運用情形。因此，本所所務會議及課程會議均有校友

代表，透過校友代表反應本所畢業校友職涯發展情形，作為課程改革

及教學改善之重要基礎。 

    本所老師亦會透過與畢業生的聯繫與聚會，個別評估畢業生在職

涯上的表現，之後回饋到學習成效評估上。本所在校生與畢業生的聚

會亦是回饋學習評估成效的管道。 

    因此，本所對於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的研擬，一方面透過所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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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課程會議的校友代表呈現本所的學習成效評估；另方面透過老

師及在校生與畢業生的隨時的互動，獲取畢業生的學習成效，作為評

估機制的一部分。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5-2-1】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修業規則 

【附錄 5-2-2】淡江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附錄 5-2-3】本所 101-104 學年度學生實習發表手冊(現場展示) 

5-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內部互動關係人、畢業生

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情形 

    本所在蒐集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上，主要來源之一是本校每學期所

進行的期中教學評鑑及期末教學評鑑。除了結合學校的教學評鑑制度

之外，本所更自行透過在校生平時上課的教學互動、校友的回饋、各

種專專題演講者的回饋意見、以及學術交流的回饋意見進行學生學習

成效的改善。 

    在校生上課的教學活動，任課教師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

行即時的改善。 

    校友的回饋意見體現在所務會議、課程會議、以及畢業生與老師

和在校生聚會的過程。此等回饋意見均在有關學習成效相關會議中作

為教學改革的基礎。 

    本所不定時舉辦演講，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演講，演講後會透過

與受邀者的互動，取得本所學生學習成效的看法。 

    本所學生均會參與本所所舉辦的國際會議或參加獲選出國出席

國際會議。透過學生的參與國際會議，本所可以由與會的學者專家獲

得彼等對本所學生學習成效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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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根據內部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

分析結果，進行檢討修訂核心能力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

學與學習評量，以及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提供之情形 

本所經由教師、在校生、畢業生、以及學者專家等所提供之意見，

進行本所核心能力、課程規劃改善、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及學生輔

導與學習資源的改善。 

本所培養學生核心能力的設計乃根據多次課程會議及所務會議

修正後而確立。本所教師在教學上，亦依據核心能力之設定進行課程

教學與學習評量。必要時，更依據課程的特色及學生的實際學習狀況

給予不同的教材、教學方法，以期待學生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 

    此外，對於學生輔導，亦從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生在課堂或課餘

的反應隨時掌握並與學校專業單位合作進行輔導。 

請參考佐證資料 

【附錄 5-5-1】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所務會議設置規則 

【附錄 5-5-2】101-104 學年度本所所務會議列表（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5-5-3】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規則 

【附錄 5-5-4】本所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5-5-5】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招生委員會設置規則 

【附錄 5-5-6】本所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5-5-7】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規則 

【附錄 5-5-8】本所教師評審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 

項目五之總結 

無論在未來發展、校友回饋、校友對求學經歷評價等方面，本所

畢業生皆相當關心本所發展，也提供本所持續發展的寶貴意見，顯示

畢業生對本所之向心力極強。未來本所將持續強化畢業生與在學之學

弟妹的連結關係，透過畢業生多元的職場經驗、畢業生平行間的網絡，

及其與產業界建立的綿密關係，強化本所在學學生畢業後的競爭能力。

在未來的願景上，本所將進一步強化學生的未來變遷知識與科際整合

能力，以培養更多學生成為具國際移動能力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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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本所於 103 年 4 月完成內部自我評鑑，由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王宏

仁教授、國立中正大學勞工關係學系馬財專教授和中央大學資管系薛

義誠教授擔任評鑑委員。在訪評過程中，歷經系所簡報與問答、資料

檢核、實地教學與研究設施觀察訪視、在校生與畢業生代表晤談、專

任教師與行政人員晤談，以及最後的綜合座談後，三位評鑑委員對於

本所的主要核心能力養成高度肯定，並進一步提出課程領域分類和特

色確立的建議。相關資料可詳【附錄 6-1-1】本所 103 學年度自我評

鑑結果補充說明及建議事項表本所通過專家評鑑委員認可結果後，並

於 104 學年度獲得教育部自我評鑑機制認定計畫之規定項目進行自

我評鑑。本所依據本校品質保證稽核處規劃進行 103-104 學年度教學

單位自我評鑑工作，規劃本所評鑑工作進行方式及分工情形，以落實

評鑑工作。 

6-1 前次評鑑後，「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之改善計畫與

精進情形 

 前次評鑑後，訪評委員針對項目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

設計的意見與改善建議如下： 

(一) 訪評意見 

1. 建議加強三化中的未來化，落實觀念宣導、教育訓練、應用計

畫的執行。運用未來所特色集結學校力量，有能力執行國家前

瞻、社會前瞻、企業前瞻研究計畫。 

2. 持續透過通識教育課程，讓全校師生進一步認識未來學。建議

應維持未來學門課程為全校必修課程。 

3. 多元跨領域課程安排建議以專題的融入教學方法，加強基礎課

程與跨領域重點課程的鏈結。 

(二) 改善建議 

對於前次評鑑中訪評委員高度肯定的部分將繼續精進，至於改善

建議部分已經積極作為，詳述如下： 

   1.目前已於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於教育學院 ED507成立策略與遠

見研究中心，由本所宋玫玫老師擔任主任一職，加強與國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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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計畫機構、企業與非營利組織智庫的合作，進一步拓展未來

化成效。【附錄 6-1-2】淡江大學教育學院策略遠見中心設置要

點。策略與遠見研究中心主要工作項目已列入本校 105-107 學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附錄 6-1-3】，主要工作項目內容如下： 

█嫁接桃李，攜手開創： 

將未來思考深植於業界、政府機構、及教育界。旨在透過不同形

式的活動，傳播未來學軟實力，直接運用並深植於台灣社會當中。為

了有效傳播未來學的觀念與思考模式，並擴大影響力，將透過策略遠

見中心，藉由產官學合作，舉辦未來思考相關活動，一步步延伸向實

務界發展，幫助產業界、政府部門、各級學校建立未來思考的人力訓

練。每年籌畫兩場互動性前瞻未來工作坊，邀請當前活躍於國內外的

未來學講者，實際引導未來學方法。為跳脫學術氛圍，特選校外會議

場地，廣邀業界有志人士參與聽講，加深社會連結性。 

█佈網全球，弘通資訊： 

旨在連結全球未來學應用之相關資源，並增加與台灣社會之互動，

延伸未來學工作坊後續相關資訊取得與延續。為加深社會大眾對未來

思考之了解，需強化未來學資訊的可取得性。策略遠見中心藉由架設

網站，整合國內外資源，將未來學領域之相關趨勢、發展、研究成果、

案例與活動等，以平易近人之方式加以翻譯或改寫，透過公開平台傳

播，以利使用者取得。藉此達到推廣與擴充之目的，並建立淡江大學

成為台灣未來情資中心的地位。 

█把關未來，優化前瞻： 

透過策略遠見中心的成立，與國際未來學機構合作，發展未來思

考類型量表(foresight style assessment)。一直以來，未來思考力並無

特殊量化指標做為量測的指標。為清楚比較經過未來學洗禮之前後差

別，特此建立一系統化測量機制，透過量表的檢測，得以知曉未來學

相關能力的教學成效。之後將更進一步將測量機制優化，作為思考未

來能力的標準認證。 

█橫掃科際曠野，縱觀結構究竟： 

策略遠見中心將與智慧交易所合作進行策略聯盟，透過智慧交易

所目前提供的大數據與民意調查，進行台灣社會未來與趨勢相關研究，

以提升淡江大學未來化趨勢研究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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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未來學門原屬必修特色核心課程，但自 104 學年開始改為社會

領域學門選修，原因為強調彈性修課，使學生能自由選擇。將

建議未來視學習成效檢討未來學門課程成為必修的可行性。 

      3.已於近期內召開課程會議討論以專題的教學方法結合跨領域

重點課程。 

 經本所 103 學年度所務會議討論後，已經將本所之第四大重點領

域課程名稱政策議題與未來研究，修改為政策議題與應用研究。除課

程設計外，並舉辦以應用型態為主的學術活動，強化學習與實務之間

的結合。如下表所示，透過演講、研討會和國際工作坊等活動，將學

習場域擴大至趨勢、創意、產業和政策規劃，並特別強調講者師資來

源的經濟和環境領與專長。 

       表 6-1-2 未來學研究所 103 學年度應用型學術活動 
類型 日期 活動 

演講 104/1/8 
人才培育與產業創新◎主講人／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主任

蔡政言 

演講 103/12/18 
社經產業趨勢前瞻◎主講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

中心主任高仁山 

演講 103/12/4 廣告、社會、人◎主講人／創意整合行銷集團執行長黃瓊儀 

演講 103/11/27 
小悟數百次-中鼎創新研發長◎主講人／中鼎工程公司 廖文

忠顧問 

演講 103/11/20 
求新求變談創業◎主講人／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蕭瑞祥 

演講 103/11/13 
環境變遷下的產業轉型◎主講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副主

任鄭凱方 

演講 103/11/6 
前瞻全球休閒旅遊產業◎主講人／雄獅旅行社工上會展部/業

務副總張亞昭 

演講 103/10/23 全球創業與發展◎主講人／淡江大學國企系教授林志鴻 

演講 103/10/16 實驗未來◎主講人／許毓仁 TEDxTaipei 創辦人 

演講 103/10/09 
預見未來 ◎主講人／盧雪華 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特別助

理暨企劃經理  

演講 103/10/02 幸福、職業與倫理 ◎主講人／通核中心王靈康助理教授 

演講 103/09/25 產業趨勢與前景 ◎主講人／產業經濟學系蔡進丁副教授 

研討

會 
103/06/06 

2014 第十二屆全球發展趨勢與在地社會關懷-研究生論文研

討會 

國際

工作

103/05/21

-05/24 

本所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共同舉辦「活力城市、

閃亮未來：永續城市未來論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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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國際

工作

坊 

103/05/05 

Artifacts from the Three Tomorrows: A Collaborative Futures 

Workshop(來自三種明天的物件:合作式未來學工作坊)◎主講

人／未來學研究中心 John A. Sweeney 

演講 103/04/22 

A Speculation on Human Futures: A Reflexive and 

Hermeneutic Sociological View of Futures Studies(思索人類文

明未來:未來研究的反思性與詮釋社會學觀點)◎主講人／韓

國慶熙大學研究生院長宋在龍院長 

演講 103/04/10 
美軍眷舍人文生態歷史的介紹與志工活動的說明◎主講人／

李珍甄小姐 

國際

工作

坊 

103/03/31

-04/1 

本所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未來學研究聯盟、馬來西亞非

營利組織 Think City、「The Right Livelihood College」與本所

共同舉辦，「Transforming Cities」檳城工作坊◎帶隊教師／

本所訪問教授蘇哈爾與宋玫玫助理教授為授課講師，6 位研究

生全程參與工作坊 

演講 103/03/12 

Futures of Education – Towards Ubiquitous Learning in Digital 

Meanings Society◎主講人／ 芬蘭學者 Professor Sirkka 

Heinonen 

演講 103/03/06 核、真相◎主講人／綠黨王鐘銘先生 

演講 103/03/04 
從環境保護到反核運動 ◎主講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講師

劉欣維老師 

演講 103/02/27 
叛逆自由：228 鄭南榕民主的未竟之業◎主講人／鄭南榕基金

會陳世昌老師 

演講 103/01/07 翻轉革命，種出生命力 ◎主講人／游錫堃前院長 

6-2 前次評鑑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之改善計畫與精進情形 

  上次訪評委員的意見認為本所老師教學評鑑受到肯定，表現傑

出，學生學習士氣高昂，與教師互動良好，且老師的教學能夠反映

學生學習需求。委員並肯定本所教師共同撰寫「未來學：理論、方

法與應用」一書作為基礎參考教科書之用。然對非社會科學相關科

系畢業的學生而言，因較缺乏社會科學基礎訓練，需設立社會科學

概論課程。本所自上次訪評之後，雖因學分關係未另開設社會科學

概論，但各教師於課程當中皆已盡量融入社會科學之基本相關概念，

以幫助同學增進知能。 

本所教師來自不同社會科學之專長領域，但皆對於跨科際取向未

來議題的知識、方法、理念，有共同之興趣與鑽研，因此能夠提供學

生多樣的思考途徑與跨學科的背景知識，並將學術的關懷、價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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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方法融入於教學之設計、教材教法之選取、以及學習之評量，

以促使學生在本所求學期間，能夠有最有利之機會達成本所之教育目

標，以及培養重要之核心能力。 

本所之生師比極低，足以提供學生高品質之教學與指導。此外，

本所與國外未來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相關機構與學者聯繫密切，往來

交流頻繁，加上本所專任訪問研究員之定期來訪，皆能夠定期與不定

期提供學生最新發展之知識。而本所教師亦勤於至國外參加國際研討

會或工作坊進修充電，與國際學者交換最新發展議題，皆有助於教師

之教師教學，提供學生最佳之學習方式。 

前次評鑑後，訪評委員針對項目二之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的意見

與改善建議如下： 

1. 未來就業方向希望所上老師與畢業所友多分享個人經驗及就

業相關資訊。 

2. 教師除固定的 office hour 之外，建議利用資訊行動裝置提供

多元對話管道。 

對於前次評鑑中訪評委員高度肯定的部分將繼續精進，至於改善

建議部分已經積極作為，詳述如下： 

1. 已開設前瞻趨勢講座，多方邀請與本所專業結合之業師蒞校

分享產業趨勢與前景。亦在其他課程中鼓勵教師增加邀請業師，分享

工作經驗。 

2. 未來將建立師生間的社群網絡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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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前次評鑑後，「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之改善計畫與精進情形 

過去評鑑建議的學生活動與所辦空間，在新教育館落成後，不管

是所辦公室、學生學習活動空間、教師研究室、專題討論室等均已大

幅改善。專業實習課程的成效再評估，並與營利事業，尤其與校友之

企業（特別是獲得本校金鷹獎的傑出校友）進行實習合作，以增進本

所畢業生之就業機會及就業力。 

本所對於學生的課業學習均依據本所強調未來導向、科際整合、

與變遷未來的教育目標，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期以培育具有多

元思考、未來分析、趨勢變遷掌握、全球視野與實證應用等之核心能

力的學生。植基於本所設立宗旨的「引進未來學新專業、開發研究新

議題」的思考，本所的課程規劃與教學均以全球視野為導向。對於學

生課業學習、輔導、與課外學習，均架構在全球思考的基礎上。因此，

本所學生的學習密切結合全球主要未來學國際研討會的參與以及與

全球未來學者對話、互動與交流。 

本所教師均能秉持教育目標與辦學特色，根據學生能力、需求及

反應，設計教學方案、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以及指導學生論文，並

經由多元化教學方式與教學評量落實學生學習的成效，期以提升學生

學習的品質與兼具未來導向與全球視野以及核心領域的專業發展。對

於學生學習事務、生活輔導與生涯輔導，藉由所長、教師與同學間持

續且密切的互動，充分掌握與了解學生的現狀，並提供及時的建議與

必要的協助。一方面由各種座談會的晤談與各類會議的師生討論，獲

得整體性的協助與解決，也經由學生會及班代表的反應獲得正向的回

饋；更藉由師生個別的互動和資訊科技如FB和Email的溝通與互動，

多方面了解學生的需求，分享生涯經驗與觀點，滿足學生的期待，期

以建構良好的學習環境。高度運用有限設備與資源，發揮設備與資源

的效能，期以有效提升學生學習的品質。對於有利於學生學習的事物

均持續與積極向校方爭取，以提升學習的環境條件。 

前次評鑑後，訪評委員針對項目二之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的意見

與改善建議如下： 

1. 受訪談研究生提出，畢業學分數(36)，如欲兩年畢業較有困難。

學分數是否可以配合修業年限做彈性調整 

2. 獎學金第一名 1 萬元，是否可以增多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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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部分已經積極作為，詳述如下： 

1. 已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會議與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所務會議討論，調整畢業學分數為 32 學分，必修學

分由原 9 學分改為 6 學分。 

2. 將積極向校方爭取。本所已有 Jan Lee Martin Foundation 的論

文獎學金 1 萬元，將進一步爭取更多資源。 

6-4 前次評鑑後，「學術、專業與服務表現」之改善計畫與精進情形 

經過前次評鑑後，學校也正在研擬獎勵優秀研究教師減免授課時

數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本校亦更加大力鼓勵學校教師在學術與專業

表現上的發展，透過學校研究獎勵辦法，讓更多老師能夠有更多的研

究產出。此研究獎勵辦法，目前主要是為提升本校研究水準，鼓勵教

師從事研究及產學合作、創作及展演，特訂定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

獎助項目包括：以 A&HCI、SSCI、SCI、EI、THCI Core、TSSCI 收

錄之期刊論文或創作及展演；本校出版之學術期刊論文；學術性專書；

學術期刊論文或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或創作及

展演印刷費；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等。另外，本校亦大力鼓勵老師參

與國際會議的發表，亦訂定國際學術會議辦法，獎勵更多老師參與國

際會議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簡言之，儘管淡江大學為私立學校，在資源受限的情況下，教師

需要擔負較多授課時數，而影響教師投入研究論文的表現。但學校仍

舊在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試圖協助老師能夠有更多的研究資源以開展

優異的研究論文。然而，誠如前次評鑑意見所提出的建議事項中，教

師減免授課時數恐怕會是最為關鍵的促進因素，儘管學校已經正在研

議減授時數的可能性，但也敦請相關評鑑人員亦可以協助在臨門一腳

之際提出建言，讓本校能夠更快速地擬定教師減授上課時數的辦法，

以助益教師能夠在教學之際，同時能夠進行研究論文的投入與學術研

究的積累。 

前次評鑑後，訪評委員針對項目四之學術、專業與服務表現的意

見與改善建議如下： 

1. 老師的相關研究計畫盡量跟其研究專長配合。 

2. 建議以在地社區之未來為共同研究對象，整合各個老師的不

同專長，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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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部分已經積極作為，詳述如下： 

1. 本所目前執行之重點計畫對於研究產出有很大的幫助。未來

將在計畫執行前以研究議題整合教師專長，以發揮最大的研究成效。 

2. 將討論以淡水為主軸之未來研究計畫。 

6-5 前次評鑑後，「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評估」之改善計畫與

精進情形 

  前次評鑑後，訪評委員針對項目五之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

評估意見與改善建議如下： 

 1. 建議 ED503 研究室進行適度研究空間區隔。 

  改善建議部分之作為，詳述如下： 

  學生可善用 ED502 為獨立論文與研究寫作空間，ED501 在未排

課的時間可開放討論之用，ED503 之功能則為資料查詢與意見討論

的綜合使用空間。 

  另就畢業生而言，本所隨時追蹤畢業生的定期或不定期回饋，針

對「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評估」進行改善計畫與精進改革，主

要包括： 

1. 表現獨特思考分析能力： 

本所的教育目標強調未來導向、分析與規劃能力的培養，提供學

生在傳統知識領域中對於事件嶄新的思考與詮釋。對於本所畢業生而

言，在升學的選擇、職場表現上有未來導向的獨特思考與分析能力。 

2. 發揮科際整合前瞻能力： 

本所最大特色之一能夠透過跨學科、跨領域間之整合及多元思考

和掌握趨勢變遷能力的培養，帶給學生前瞻且多面向之教育訓練。本

所畢業生之就業及升學狀況充分反應此一特色。本所學生亦來自不同

之大學及專業領域，教師亦然，形成一個多元整合的跨學門學術環境，

帶給學生的學習與研究能量充沛且有活力，並反映在畢業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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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全球化導向俾益畢業校友： 

從所務會議和課程會議的校友代表及畢業生經由各種互動管道

所提供的非正式回饋皆顯示，本所跨領域、面向廣且有彈性的課程與

教學，其實是符合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的需求，也是本所有別於其他

領域之最大特色之一。 

4. 未來所校友與同學一家親的社群網站連結 

未來所的校友及在學同學透過社群網站 Facebook 做學術及情感

上的交流，一共開設兩個 Facebook 的社團，一個是應屆生的社團〈淡

江未來一家親〉，另一個則是從歷屆校友到應屆學生都有加入的〈淡

江大學未來所同學會〉。應屆生透過〈淡江未來一家親〉來做平常活

動舉辦的工作分配、作業報告的討論、論文的分享與討論，最重要的

是應屆同學們透過本社團來做情感的交流，抒發心情、談天說地，可

以說是學生們心靈寄託的所在。那麼前面所提到的〈淡江大學未來所

同學會〉，可以說是一個學術與產業連結的園地，是一個能讓應屆的

同學有大好的機會向畢業的學長姐請益的地方，感受產業的脈動，也

能將未來所的活動或是成果與學長姐分享，學長姐再給予建議，所以

說未來所與社群網站間有非常好的連結。 

 

圖 6-5-1 應屆生的社團〈淡江未來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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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1 畢業生的社團〈淡江大學未來所同學會〉 

6-6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 

前次評鑑後，訪評委員針對項目五之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

評估意見與改善建議如下： 

1. 鼓勵往下扎根，成立未來學系。 

2. 建議教師準備升等前，教學時數可做適度調整，以兩年為期，

總時數不變，但可彈性調整全力準備論文發表。 

改善建議部分之積極作為，詳述如下： 

1. 已提案研議於教育學院成立「創新前瞻與未來」全英語學士學

程，已經校長簽准，進行學生總量管制協調過程中，預計最快

將可於 106 學年度正式招生。 

2. 將於所務會議中提出彈性授課時數以提升等能量的具體辦法

建議。 

3.行政管理機制架構： 

本所行政管理運作以全員參與為原則，以服務師生，支持教學與

研究為依歸。除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外，所務會議、所課程委員會議、

及所招生委員會，均由本所專任老師全員參加(圖 6-6-1)；所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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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通過自我評鑑委員會及工作小組達成全員參與的實質運作。本所極

為重視學生意見，攸關學生權益議題者，所務會議亦邀請包括研一和

研二班代表及所學會會長參加，並聽取及採納學生意見。 

 

目前本所行政管理運作機制主要透過所務會議、所課程委員會、

所招生委員會、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所自我評鑑委員會等 5 項重要

會議，所有決策均採民主原則，透過會議程序，充分討論，形成共識，

決議後實施。本所行政管理運作因為強調全員參與的原則，因此，所

課程委員會和所招生委員會的決議及自我評鑑委員會的重要議題均

在所務會議提出討論與議決。募款事務直接納入所務會議做出正式決

議。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則依學校規定召開。所有會議均依學校規定程

序及實際情形召開。 

(1) 所務會議： 

每學期至少在學期初與學期末各召開 1 次所務會議，若有提

案或視情況加開。對於本所重要發展方向及議題，及募款事

未來學研究所 

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所務會議 

所

自 

我 

評 

鑑 

委 

員 

會 

所

課 

程 

委 

員 

會 

所

募 

款 

事

務 

所

招 

生 

委

員

會 

圖 6-6-1 本所行政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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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均在所務會議中討論並做出決議。所務會議除專任教師外，

並邀請研一和研二班代表以及學生會會長參加。 

(2) 所課程委員會： 

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擬定、審議、討論及決議本所課程發

展方向、課程開設、以及課程和學分數之變動等事宜。若有

提案，亦隨時召開。 

(3) 所招生委員會： 

由本所專任教師全員組成，依學校規定討論及議決招生事務。 

(4) 所自我評鑑委員會： 

分別於 95、96，及 97 等三個學年度舉辦自我評鑑並接受高教

評鑑中心的評鑑獲得通過之外，並於 102、103 學年度進行自

我評鑑會議積極持續檢視、改善與追蹤本所教學、研究與服

務的品質。 

(5) 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據學校規定組成，配合學校教師評審工作時程定期召開，

並依據實際需要隨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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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總結 

本所歷經未來研究組、未來研究中心階段，並於 2002 年正式成

立未來學研究所，迄今剛邁過第一個十年。 

未來研究（Futures Studies）在西方社會科學的實踐，其實已有

悠久的歷史傳統，從 Karl Mannheim 的 Ideology and Utopia(1936)一書

到社會學者 Wendell Bell 的 Foundation of Futures Studies－Human 

Science for a New Era(1997)，持續關心及嘗試回答「什麼是一個好的

社會？」，即回答有關 the nature of good society 的問題。 

證諸這樣的學科意識起源，它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及教育學

等鄰近學科有著高度的共同人文社會關懷。本所現有的師資也是來自

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及教育學的專業背景所組成。我們意圖透過

「跨學科的觀點」，強調科際整合，作為一社會科學取向探討新興趨

勢議題的研究所，藉以培養具有社會科學研究、未來分析與規劃能力

的國際專業人才。所以，1)重視科際整合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及 2)

強調國際化與在地化的學術連結，是本所發展特別強調的兩項特色。 

總結項目一至項目六，本所自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後，配合學校資

源建立機制，無論就師資素質結構、課程設計、學習評量、教學設備

與空間、學生學習環境與資源、教師與學生專業表現、系友發展等，

均已逐一檢討，並獲改善。此次自我評鑑之實施，再次審視本所五大

項目成果，並適時發現問題、深入檢討及思考改善策略機會，亦作為

後續追蹤改進的依據。為求簡明清晰，茲將自我評鑑重要成果與機制

製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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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本所自我評鑑重要成果與機制 

項目 重要成果 建立之機制 

一 目標、核心能力與

課程設計 

1. 已建立課程地圖 

2. 已建立課程暨職涯發展地圖 

3. 連結本所教育目標與本校未來 

化發展 

1.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會

議及所務會議檢視修改

本所重點學群課程 

二 教師教學與學習

評量 

1.已鼓勵教師進行多元教學方

式，強調以 problem-based 

learning 方式進行教學 

2.已增加英語授課科目，強化研究

生英文能力  

1.落實教學評量機制及教

師教學輔導機制 

2.每年定期甄試研究生補

助參加世界未來學年會

（World Future Society） 

三 學生輔導與學習

資源 

1.已規劃多元之學習課程及活動 

2.已實施多元國際化交流活動 

3.已爭取經費及空間改善學生學

習環境 

1.建立系學會，鼓勵多元學

生活動及競賽 

2.強化師生國際交流活動 

四 學術與專業表現 1.教師研究能量及爭取科技部（國

科會）及其他機構補助案以大幅

提升 

2.教師積極投身專業社群服務，貢

獻社會 

1.落實教師評鑑機制，鼓勵

教師重視教學、研究、與

服務 

2.配合學校獎勵機制，鼓勵

教師發表研究成果與爭

取研究計畫 

五 畢業生表現與整

體自我改善機制 

1.畢業生在學術發表能量上大幅

提升，每年並甄選 Jan Lee 

Martin 最佳碩士論文獎 

2.定期邀請傑出校友返校分享專

業發展與生涯規劃 

1.成立所學會，及所友

Facebook 社群，強化畢

業所友橫向聯絡網絡。 

2.鼓勵所友「定期回娘

家」，強化在校生與畢業

生的連結，提供在校生多

元職場生涯規劃 

六 自我分析、改善與

發展 

1.已檢討與改善前一到五項目。 

2.審視五大項目成果，深入檢討與

思考改善策略機會。 

1.配合學校資源建立機制

2.持續追蹤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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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佐證資料 

【附錄 1-3-1】淡江大學未來所在校生問卷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學生學習狀況調查 

親愛的同學你好： 

    這份問卷主要目的在瞭解你對系所各項滿意程度的看法，以提供

同學更好的學習品質與提高未來市場的競爭力。本調查分二部份，此

為第二部份，本問卷共分為四小部分，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請依據你

本身的感受實際作答並在框格內打，第四部份（獨立問卷）為個人

基本資料。你所提供的資料僅供調查研究之用，絕不做個人資料披

露，故請安心填寫。懇請你撥冗作答，並提供你寶貴之意見，感謝你

的配合。 

敬祝 

    健康  順遂 

淡江大學未來學所  敬啟 

  

第一部分：教育目標（請於框格內打） 

就學期間的滿意程度 完全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完全

同意 

不知

道 

1.能培養你對未來變遷的知識能力。       

2.能培養你科際整合、跨領域學習的視野。       

3.能培養你未來導向思考的能力。       

4.能培養你在社會科學研究的能力。       

5.能培養與促進你對未來分析及規劃的能力。       

第二部分：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請於框格內打） 

滿意程度 完全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完全

同意 

不知

道 

6.師資陣容能滿足你的學習需求。       

7.專任教師的教學品質能滿足你的需求。       

8.兼任教師的教學品質能滿足你的需求。       

9.教師授課能讓你瞭解學科的教學目標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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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程度 完全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完全

同意 

不知

道 

10.教師會於上課開始提供課程大綱並講解課程內容。       

 

第三部分：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請於框格內打） 

滿意程度 完全

不同

意 

不同

意 
普通 同意 

完全

同意 

不知

道 

11.課程安排兼具理論與實務應用。       

12.目前開設之課程能滿足你的學習需求。       

13.所辦公室的影音、圖書資料能滿足你的學習需求。       

14.多媒體電腦能滿足你的學習需求。       

15.上課教室設備能滿足你的學習需求。       

16.電腦圖書等設備的管理方式合宜。       

17.提供適當的學習輔導措施(如晤談時間、講座課程等)。       

18.學長姐會主動關心學弟妹的生活或課業問題。       

19.會邀請校外學者專家講授生涯規劃之演講。       

20.教師會主動詢問或關心學生學習、生活適應的問題。       

21.提供學生工讀機會(如專案計畫助理、所辦工讀等)。       

22.提供學生獎助學金以鼓勵學生學習。       

23.鼓勵學生參與國內校際課外活動。       

24.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活動(如出國研習、參與國際研討會等)。       

25.定期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外教師蒞臨講學與講座。       

26.教師定期與研究生進行討論。       

27.教師與學生相處氣氛與互動良好。       

第四部分：基本資料 

研究所 ：                         

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學號：                     

姓名：                     

日/夜：□日間部  □進學班  □在職專班  

請你列出就學期間雙主修、輔系、學程情形： 

□都沒有  □雙主修_________________  □輔系_________________    

□教育學程_______________  □其他學程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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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列出你曾參加過之校內競賽與其成績(無則不用填寫)： 

                         、                         。 

請列出你曾參加過之校外競賽與其成績(無則不用填寫)： 

                         、                         。 

請列出你曾參加過之國際學習活動(無則不用填寫)： 

                         、                         。 

請列出你曾通過之檢定考試或已獲得之證照(包含政府主辦、委辦之考試或外語檢

定測驗等)： 

        □都沒有  

專業類：□有(請勾選下列你曾通過與獲得之項目) 

    □公務人員          □國家考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非國家考試的證照     □技術士證照  

    □電腦認證          □其他證照                            

語言類：□全民英檢  

    □TOEFL   □TOELIC  □IELTS  □TESL  □CEF  □其他                   

    □JLPT(一)  □JLPT(二)  □JLPT(三)  □JLPT(四)  □其他(分數      )  

    □其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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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2】淡江大學未來所畢業生問卷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畢業校友問卷調查 

親愛的  畢業校友們台鑒： 

    多年來，您們在各行各業的表現，深得業界肯定與讚許，本所同仁與有榮

焉。母校為了要提高教學品質，改善教學環境，特擬定下列問卷，請就您的經

驗，提供寶貴的意見與建議，作為本所爾後改善的依據。閒暇之餘，歡迎回校，

共敘契闊。謹此    順頌 

台祺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敬啟 

問卷填寫說明：本問卷資料僅提供本所作為學術統計及系所改進方向的參考。 

填答空位若不足請自行增加欄位，謝謝！ 

壹、綜合問題  

個人基本資料：  

  學  號  畢業年月        （請務必請填寫/西元紀年月） 

請問您目前的服務機關性質為何？ 

□(1)學校  □(2)政府  □(3)非營利機構  □(4)產業界  □(5)學術界 

□(6)待業(請跳答第五題)      □(7)其他：                           

請問您目前工作機構/單位及職稱？                                    

請問您是否滿意目前的工作？ 

□(1)極不滿意  □(2)不滿意  □(3)普通  □(4)滿意  □(5)極滿意 

□原因：                                                     

請問您在學校所學的知識與技能在畢業後是否有可發揮之處？ 

□(1)極沒發揮  □(2)沒發揮  □(3)普通  □(4)有發揮  □(5)極充分發揮 

當您畢業時，您是否學到了專業技能的課程？ 

□(1)極差   □(2)差   □(3)普通   □(4)好   □(5)極佳 

根據您職場上的經驗，請列出可以經過修正而變得對您更有助益的本所現有課程： 

□現有課程已不須修正 

□可修正課程及其修正之道：                                              

根據您職場上的經驗，您認為本所既有的課程結構中還有哪些新的課程可納入： 

□結構完整，不須納入新的課程 

□可納入下列課程                                                        

根據您在職場上的經驗，請提供對本所教學的建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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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期盼本所能為您提供的服務是什麼？＿＿＿＿＿＿＿＿＿＿＿＿＿＿＿＿＿＿

＿＿＿＿＿＿＿＿＿＿＿＿＿＿＿＿＿＿＿＿＿＿＿＿＿＿＿＿＿＿＿＿＿＿＿

＿＿＿＿＿＿＿＿＿＿＿＿＿＿＿＿ 

十一、請列出您曾通過之檢定考試或已獲得之證照(包含政府主辦、委辦之考試或

外語檢定測驗等)： 

        □都沒有 

        □有(請勾選下列你曾通過與填寫獲得之項目)  

專業類：□資格檢定           □公務人員                                

        □電腦認證           □其他證照＿＿＿＿＿＿＿＿＿＿＿ 

語言類：□全民英檢 

        □TOEFL   □TOELIC   □IELTS   □TESL  □CEF  □其他              

        □JLPT(一)  □JLPT(二)  □JLPT(三) □JLPT(四) □其他 (分數  )             

        □其他語言                  

貳、教育目標 請分別就下列各項目『圈選』您所同意之程度 

未來學研究所教學目標： 

1、促進對未來變遷與科際整合的知識。 

2、培育未來研究、規劃及未來趨勢的人才。 

       重要性與滿意度 

 

項目 

 

您是否認同本所的教

育目標對求學、就業之

重要性 

本所是否在您就學期

間內有效幫助您達成

左方所列目標 

極不認同<……>極認同 極不滿意<……>極滿意 

培養具有未來研究專業之實

務工作者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提供學理與研究能力之專業

訓練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增強學生專業知能在各種產

業及各相關機構之應用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藉由未來研究跨領域之結

合，提昇學生就業的競爭力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整合理論與實務，進而拓展

師生多元之視野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協助學生獲取專業證照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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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請分別就下列各項目『圈選』您所同意之程

度 

      重要性與滿意度 

 

項目 

 

你認為左方所列舉項

目對您而言是否重要 

你對左方所列舉項目

實際在課程和服務中

呈現滿意度為 

極不重要<……>極重要 極不滿意<……>極滿意 

1.本所師資陣容能滿足您的

學習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2.本所專任教師的教學品質

能滿足您的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3.本所兼任教師的教學品質

能滿足您的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4.本所教師授課能讓您瞭解

學科的教學目標與內容。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5.本所教師會於上課開始提

供課程大綱並講解課程內

容。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肆、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請分別就下列各項目『圈選』您所同意之程

度 

       重要性與滿意度 

 

項目 

 

你認為左方所列舉項

目對您而言是否重要 

你對左方所列舉項目

實際在課程和服務中

呈現滿意度為 

極不重要<……>極重要 極不滿意<……>極滿意 

1.本所課程安排兼具理論與

實務。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2.本所目前開設之課程能滿

足您的學習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3.本所圖書資料能滿足您的

學習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4.本所資訊科技設備(多媒體

電腦等)能滿足您的學習需

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5.本所研究生設備能滿足您

的學習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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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性與滿意度 

 

項目 

 

你認為左方所列舉項

目對您而言是否重要 

你對左方所列舉項目

實際在課程和服務中

呈現滿意度為 

極不重要<……>極重要 極不滿意<……>極滿意 

6.本所設備管理方式合宜。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7.本所提供適當的學習輔導

措施及生活輔導措施(如教師

提供晤談時間、協助建立讀

書會、講座課程、導師制等)。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8.本所提供適當的生涯輔導

措施(如聘請校外專家講授專

業進修或生涯規劃等講座課

程、鼓勵學生參加學校辦理

之職業介紹或生涯規劃、舉

辦就業輔導相關活動等)。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9.本所教師提供良好的導生

輔導措施。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0.本所鼓勵學生參與校際間

課外活動。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1.本所提供學生適宜的工讀

機會(如專案計畫助理、系所

工讀等)。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2.本所提供學生獎助學金訊

息並鼓勵學生積極申請(爭

取)。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3.本所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

習活動(如交換學生、出國研

習、參與國際研討會、遊學

等)。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4.本所之教師定期與研究生

進行討論。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5.本所之教師與學生相處氣

氛與互動良好。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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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1】本所 103 學年度開設「前瞻趨勢講座」課程 

淡江大學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講座課程 

課程名稱：前瞻趨勢講座 

開課系級：未來學研究所碩士班          
□必修 

■選修 
2學分 

主持教師：陳國華 
授課 

職稱 
副教授 

經費 

來源 

■教務處研討會經費 

□ 自籌經費 

課程 

簡介 

為拓展研究所學生的實務學習視野，本課程透過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及業師， 

進行「前瞻未來」，與同學分享目前台灣社會的各行各業如何「做未來」。 

並透過反思學習紀錄，幫助自己學習如何解釋和研判趨勢， 

進而有效的評估和規劃未來。 

學期成

績計算

方 式 

■平時成績：30 ％  □期中考成績：   ％  ■期末考成績：30 ％ 

■作業成績：40 ％  □其他（                   ）：    ％ 

課程進度及資料 

週

次 
主講人 

校 
現職 子題名稱 

內 外 

 1 陳國華 ˇ  未來所所長 課程導論 

2 蔡進丁 ˇ  產業經濟學系副教授 產業趨勢與前景 

3 王靈康 ˇ  通核中心助理教授 幸福、職業與倫理 

4 盧雪華  ˇ 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特

別助理 
遇見未來 

5 許毓仁  ˇ TEDxTaipei 創辦人 實驗未來 

6 林志鴻 ˇ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主任 全球創業與發展 

7 林孟澧  ˇ 孟澧姐姐家事家藝管理團

隊 
空間藝術與思維創意 

8 張亞昭  ˇ 雄獅旅行社工商會展部/

業務副總 
前瞻全球休閒旅遊產業 

9 鄭凱方  ˇ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副主

任 
環境變遷下的產業轉型 

10 蕭瑞祥 ˇ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主任 
求新求變談創業 

11 廖文忠  ˇ 中鼎工程公司顧問 小悟數百次 

12 黃瓊儀  ˇ 創異整合行銷集團執行長 廣告、社會、人 

13 吳寶芬  ˇ 健康諮詢顧問 快樂吃喝、健康生活 

14 高仁山  ˇ 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

研究中心 

主任 

社經產業趨勢前瞻 

15 林素月 ˇ  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核處 七大關鍵競爭力 

16 蔡政言 ˇ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主

任 
人才培育與產業創新 

17 陳國華 ˇ  未來所所長 發散、收斂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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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2】本所 101-104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一覽表  

學年

度 
科目名稱 

學期 必

/

選

修 

備

註 上 下 

101 

未來學理論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FUTURE ˇ  
必

修 

 

社會科學研究法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ˇ  
必

修 

 

流動與社會未來(全英語授課) 

SOCIOLOGY OF MOBILITIES ˇ  
選

修 

 

未來學專題（一） 

SEMINAR ON FUTURES STUDIES (I) ˇ  
選

修 

 

永續發展未來研究 

FUTURES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ˇ  
選

修 

 

未來學專業實習 

PRACTICAL USES OF FUTURES KNOWLEDGE ˇ  
選

修 

 

統計方法與應用 

STATISTIC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ˇ  
選

修 

 

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 

SOCIAL CONFLICT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ˇ  
選

修 

 

論文 

THESIS ˇ ˇ 
必

修 

 

未來學方法論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FUTURES STUDIES  ˇ 
必

修 

 

組織願景與創新 

ORGANIZATION VISION AND INNOVATION  ˇ 
選

修 

 

未來學專題（二） 

SEMINAR ON FUTURES STUDIES  ˇ 
選

修 

 

民族誌未來研究 

ETHNOGRAPHY IN FUTURES STUDIES  ˇ 
選

修 

 

探索未來專題(全英語授課) 

SEMINAR ON EXPLORING FUTURES  ˇ 
選

修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 

POPULATION AND AGING SOCIETY  ˇ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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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政策規劃與設計 

DESIGNING THE FUTURE: FUTURES-ORIENTED 

POLICY STUDIES 

 ˇ 選

修 

 

性別與藝術文化研究 

GENDER, ART/CULTURE AND SOCIETY  ˇ 
選

修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SOCI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ˇ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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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法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ˇ  
必

修 

 

未來學方法論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FUTURES STUDIES ˇ  
必

修 

 

統計方法與應用 

STATISTIC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ˇ  
選

修 

 

未來學專題（一）(全英語授課) 

SEMINAR ON FUTURES STUDIES (I) ˇ  
選

修 

 

全球變遷與發展 

GLOBAL CHANGE AND DEVELOPEMENT ˇ  
選

修 

 

未來學專業實習 

PRACTICAL USES OF FUTURES KNOWLEDGE ˇ  
選

修 

 

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 

EMERGING ISSUE FOR GOVERNMENT ˇ  
選

修 

 

流動與社會未來 

SOCIOLOGY OF MOBILITIES ˇ  
選

修 

 

論文 

THESIS ˇ  
必

修 

 

未來學理論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FUTURE  ˇ 
必

修 

 

未來學專題（二）(全英語授課) 

SEMINAR ON FUTURES STUDIES  ˇ 
選

修 

 

民族誌未來研究 

ETHNOGRAPHY IN FUTURES STUDIES  ˇ 
選

修 

 

中國之政經未來 

ON CHINA:POLITICAL AND ECONOMIC FUTURES  ˇ 
選

修 

 

全球化與教育變遷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CHANGE  ˇ 
選

修 

 

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UNCERTAINTY  ˇ 
選

修 

 



 

106 

MANAGEMENT 

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 

TOURISM, LEISURE AND CONSUMER CULTURE  ˇ 
選

修 

 

移動生活的未來 

FUTURES OF MOBILE LIVES  ˇ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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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法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ˇ  
必

修 

 

未來學方法論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FUTURES STUDIES ˇ  
必

修 

 

未來學專題（一）(全英語授課) 

SEMINAR ON FUTURES STUDIES (I) ˇ  
選

修 

 

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 

SOCIAL CONFLICT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ˇ  選

修 

 

前瞻趨勢講座 

FORESIGHT LECTURE SERIES ˇ  
選

修 

 

永續發展未來研究 

FUTURES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ˇ  選

修 

 

未來學專業實習 

PRACTICAL USES OF FUTURES KNOWLEDGE ˇ  
選

修 

 

未來政策規劃與設計 

DESIGNING THE FUTURE: FUTURES-ORIENTED 

POLICY STUDIES 

ˇ  選

修 

 

性別與藝術文化研究 

GENDER, ART/CULTURE AND SOCIETY ˇ  
選

修 

 

論文 

THESIS ˇ  
必

修 

 

 

 

 

 

 

 

 

 

 

未來學方法論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FUTURES STUDIES ˇ  
必

修 

 

未來學專業實習 

PRACTICAL USES OF FUTURES KNOWLEDGE ˇ  
選

修 

 

移動生活的未來 ˇ  
選

修 

 

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 

SOCIAL CONFLICT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ˇ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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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 

EMERGING ISSUE FOR GOVERNMENT ˇ  
選

修 

 

全球化與教育變遷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CHANGE  ˇ 
選

修 

 

社會科學研究法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ˇ  
必

修 

 

文化創新與學習(全英語授課)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APPRENTICESHIP   
  

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ˇ 選

修 

 

前瞻趨勢講座 

FORESIGHT LECTURE SERIES ˇ  
選

修 

 

全球變遷與發展 

GLOBAL CHANGE AND DEVELOPEMENT ˇ  
選

修 

 

未來學理論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FUTURE  ˇ 
必

修 

 

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 

TOURISM, LEISURE AND CONSUMER CULTURE  ˇ 
選

修 

 

民族誌未來研究 

ETHNOGRAPHY IN FUTURES STUDIES  ˇ 
選

修 

 

未來學專題 SEMINAR ON FUTURES STUDIES  ˇ 
選

修 

 

探索未來 

EXPLORING FUTURES  ˇ 
選

修 

 

流動與社會未來 

SOCIOLOGY OF MOBILITIES ˇ  
選

修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全英語授課) 

POPULATION AND AGING SOCIETY  ˇ 
選

修 

 

論文 

THESIS ˇ  
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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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1】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及實施規則 

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 

 

一、學程名稱：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 

 

二、設置宗旨：本學程宗旨為培養學生成為具未來視野之國際觀光產業管理人才。 

 

三、學程類別：學分學程。 

 

四、參與之教學單位：本學程參與教學之單位包含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

系及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五、課程與授課師資： 

本學程授課師資由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及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延聘專業領域授

課師資，並得依課程設計，敦聘產官學界專業人士擔任課程教師或協同授課

師資。規劃本學程之課程如下表： 

 

課程名稱 開設系所 學分數 備註 

環境未來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2 
未來學門 

(全英語授課) 

觀光發展概論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3 

觀光相關課程 
(全英語授課) 

旅館經營管理 3 

旅行社經營管理 3 

境外觀光未來場域實習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3 

產業實習 
相關課程 

境外企業未來場域實習 3 

境外產業未來場域實習 3 

 

六、學程科目學分及應修學分總數：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必修課程 20 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

生主修學系、加修學系及輔系之應修科目，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格。 

 

七、所需資源：學校現有資源。 

 

八、行政管理： 

(一)本學程業務由國際觀光管理學系主辦，每學期開學前，於國際觀光管理學

系系辦公室及網站公告學程開設與承認之科目；學生必須依學校規定之時

間內完成選課。 

(二)修畢本學程規定之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及格者（申請學分學程前如已修習學

程指定科目，亦可列入審查），得檢附「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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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英語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向國際觀光管理學系系

辦公室提出認證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再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全球發

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證明書」。 

(三)本學程因故須終止實施時，於終止前一學年提具終止說明書，經國際觀光

管理學系系務會議及全球發展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提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終止實施。 

 

九、招生名額：無名額限制。 

 

十、申請資格及審核程序： 

凡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在學學生，對觀光管理與未來學相關領

域有興趣，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者，均可申請修習。於每學

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填妥「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

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並檢附學生證影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至國際觀光管

理學系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十一、其他特殊規定事項：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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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實施規則 

 

第一條  宗旨：本學程宗旨為培養學生成為具未來視野之國際觀光產業管理人才。 

第二條  權責單位：本學程由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規劃籌設，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協辦，

依課程設計邀請相關產業界人士共同參與課程規劃與授課。 

第三條  課程與師資：本學程授課師資由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延聘專業領域授課師資，

並依課程設計敦聘產業業師擔任課程教師或協同授課師資。 

第四條  學程學分總數： 

一、本學程應修學分總數為 20 學分，分為未來學門課程（2 學分）、觀光

相關課程（9 學分）及產業實習相關課程（9 學分）。 

二、本學程每年所開設之課程清單及相關修課、認證規定，由本系統一於開

學前公告於本系網站。學生須依校內規定選課期間內自行完成選課。 

三、學生應依本系公告規定修畢應修學分，且其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

生主修系（組）、所，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格。 

第五條  修讀資格：凡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在學學生，對觀光管理與未來學

相關領域有興趣，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者，均可申請修習。 

第六條  申請方式：本學程採申請登記制，欲申請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應於每學期開

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填妥「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

修習申請表」，並檢附學生證影本，至本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第七條  取得證明書：修畢本學程規定之最低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合格者（申請學分學

程前如已修習學程指定科目，亦可列入審查），得檢附「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

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向本系提出認證申

請。經審查通過後，再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

學分學程證明書」。 

第八條  轉學生在外校修習且獲轉入科系抵免之課程，若該課程亦為本學程認可之系

所科目，得抵免該課程學分，但其抵免上限以 8 學分為限。 

第九條  本學分學程之學分可列入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學生畢業學分，完成產業實習相

關課程始可抵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觀光產業實習相關課程。非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學

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主系所畢業應修學分內，由其主系所認定

之。 

第十條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得依學校規定延長修業年限，但不得以選修本學程課程

作為申請理由。 

第十一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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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 

本人已閱畢「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實施規

則」，並瞭解取得學程證書之相關規定。 

申請人：                      (簽名)     年   月   日 

姓名  
請黏貼學生證影本 

學號  

班別  

聯絡電話 
 

email  

1.學程申請日期：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日期依本校行事曆規定。 

2.申請時需檢附成績單正本。 

---------------------------------------------------------------------------------------------------------------------------------- 

以下由本系填寫 

認  證  資  料 

認證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頒證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學分數 必修          學 分      選修             學分 

收件人簽章  收件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人簽章  審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系主任簽章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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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課程清單 
 

課程名稱 開設系所 學分數 備註 

環境未來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2 
未來學門 

(全英語授課) 

觀光發展概論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3 

觀光相關課程 
(全英語授課) 

旅館經營管理 3 

旅行社經營管理 3 

境外觀光未來實習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3 

產業實習 
相關課程 

境外企業未來實習 3 

境外產業未來實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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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本人已依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實施規

則，共計修畢      學分，修習學分明細如下，特檢附成績單正本，提出

認證申請。 

姓  名 
(簽名) 

系級班別  

學  號  聯絡電話  

email  

序 號 開課學系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得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計學分數  

檢附成績單正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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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2】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及實施規則 

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 

一、學程名稱：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 

 

二、設置宗旨：為因應時代潮流，配合產業需求，培養學生兼具文化與觀光未來專業能力。 

 

三、學程類別：學分學程。 

 

四、參與之教學單位：本學程參與教學之單位包含全球發展學院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國際觀

光管理學系及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五、課程與授課師資： 

本學程授課師資由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及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延

聘專業領域授課師資，並得依課程設計，敦聘產官學界專業人士擔任課程教師或協同授

課師資。規劃本學程之課程如下表： 

課程名稱 開設系所 必／選修 學分數 備註 

環境未來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必修 

2 
未來學門 

(全英語授課) 

境外多元文化場域實習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3 

產業實習 

相關課程 
境外觀光未來場域實習 3 

境外企業未來場域實習 3 

多元文化概論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選修 

2 (全英語授課) 

多元文化與社會 2 (全英語授課) 

翻譯概論 2 (全英語授課) 

族群與文化 2 (全英語授課) 

英文簡報 3 (全英語授課) 

廣告英文 3 (全英語授課) 

會議英文 2 (全英語授課) 

希臘羅馬神話 3 (全英語授課) 

旅館經營管理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3 (全英語授課) 

觀光發展概論 3 (全英語授課) 

觀光消費行為 3 (全英語授課) 

http://www.core.tku.edu.tw/
http://www.core.tku.edu.tw/
http://www.core.tku.edu.tw/
http://www.core.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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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開設系所 必／選修 學分數 備註 

觀光地理學 3 (全英語授課) 

國際觀光行銷 3 (全英語授課) 

會展行銷及規劃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3 (全英語授課) 

餐飲管理 3 (全英語授課) 

顧客關係管理 3 (全英語授課) 

 

六、學程科目學分及應修學分總數：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 20 學分（必修課程 11 學分及選修 9 學分），其中至少應

有 1 門不屬於學生主修學系之應修課程，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格。 

 

七、所需資源：學校現有資源。 

 

八、行政管理： 

(一)本學程業務由英美語言文化學系主辦，每學期開學前，於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系辦公室

及網站公告學程開設與承認之科目；學生必須依學校規定之時間內完成選課。 

(二)修畢本學程規定之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及格者（申請學分學程前如已修習學程指定科目，

亦可列入審查），得檢附「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申請

表」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向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系辦公室提出認證申請。經審查通過後，

再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證明書」。 

(三)本學程因故須終止實施時，經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系務會議及全球發展學院院務會議通

過，提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終止實施。 

 

九、招生名額：無名額限制。 

 

十、申請資格及審核程序： 

凡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在學學生，對文化與觀光未來相關領域有興趣且前一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者，均可申請修習。於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填

妥「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申請表」，並檢附學生證影本及

歷年成績單正本，至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十一、其他特殊規定事項：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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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實施規則 

第一條  宗旨：為因應時代潮流，配合產業需求，培養學生兼具文化與觀光未來專業能力，

特訂定「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實施規則(以下簡稱本

規則)。 

第二條  權責單位：本學程由英美語言文化學系主辦，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及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協辦。 

第三條  課程與師資：本學程授課師資由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及通識與

核心課程中心延聘專業領域授課師資，並得依課程設計，敦聘產官學界專業人士擔任

課程教師或協同授課師資。 

第四條  學程學分總數： 

一、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 20 學分（必修課程 11 學分及選修 9 學分），其

中至少應有 1 門不屬於學生主修學系之應修課程，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

之資格。 

二、本學程每年所開設之課程清單及相關修課、認證規定，由本系統一於開學前

公告於本系網站。學生須依校內規定選課期間內自行完成選課。 

第五條  修讀資格：凡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在學學生，對文化與觀光未來相關領域

有興趣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者，均可申請修習。 

第六條  申請方式：本學程採申請登記制，欲申請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後

至加退選結束前，填妥「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申請表」，

並檢附學生證影本，至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第七條  取得證明書：修畢本學程規定之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及格者（申請學分學程前如已

修習學程指定科目，亦可列入審查），得檢附「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

英語學分學程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向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系辦公室提出認證申

請。經審查通過後，再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

分學程證明書」。 

第八條  轉學生在外校修習且獲轉入科系抵免之課程，若該課程亦為本學程認可之系所科

目，得抵免該課程學分，但其抵免上限以 8 學分為限。 

第九條  本學分學程之學分可列入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及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學生畢業學分，

完成產業實習相關課程始可認抵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畢業專題及國際觀光管理學系產業

實習相關課程。其餘各系之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是否計入主修系所之畢業應修學分

內，由其主修系所認定之。 

第十條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得依學校規定延長修業年限，但不得以選修本學程課程作為

申請理由。 

第十一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core.tku.edu.tw/
http://www.core.tku.edu.tw/
http://www.core.tku.edu.tw/
http://www.core.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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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 

本人已閱畢「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實施

規則」，並瞭解取得學程證書之相關規定。 

申請人：                      (簽名)     年   月   日 

姓名  
請黏貼學生證影本 

學號  

班別  

聯絡電話 
 

email  

1.學程申請日期：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日期依本校行事曆規定。 

2.申請時需檢附成績單正本。 

---------------------------------------------------------------------------------------------------------------------------------- 

以下由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填寫 

認  證  資  料 

認證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頒證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學分數 必修          學 分      選修             學分 

收件人簽章  收件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人簽章  審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系主任簽章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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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課程清單 

課程名稱 開設系所 必／選修 學分數 備註 

環境未來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必修 

2 
未來學門 

(全英語授課) 

境外多元文化場域實習 3 

產業實習 

相關課程 
境外觀光未來場域實習 3 

境外企業未來場域實習 3 

多元文化概論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選修 

2 (全英語授課) 

多元文化與社會 2 (全英語授課) 

翻譯概論 2 (全英語授課) 

族群與文化 2 (全英語授課) 

英文簡報 3 (全英語授課) 

廣告英文 3 (全英語授課) 

會議英文 2 (全英語授課) 

希臘羅馬神話 3 (全英語授課) 

旅館經營管理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3 (全英語授課) 

觀光發展概論 3 (全英語授課) 

觀光消費行為 3 (全英語授課) 

觀光地理學 3 (全英語授課) 

國際觀光行銷 3 (全英語授課) 

會展行銷及規劃 3 (全英語授課) 

餐飲管理 3 (全英語授課) 

顧客關係管理 3 (全英語授課) 

各系開課科目名稱及學分數以修習當時科目名稱為主。 

 

http://www.core.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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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學生跨系所院學程學分證明書申請表 

姓 名 
（中文）                          

（英文）                                 
系年班 

 

     系        組  年 班 

學 號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 

或 

居留證號 

 聯絡電話 
(H)： 

手機： 

e-mail  

修讀 

學程名稱 
學程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 

結果 

修課 

學年度/學期 
科目名稱 

必/選 

修別 
學分數 成績 

      

      

      

      

      

      

      

      

      

      

      

 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合   計      學分 

上列資料請同學詳實填寫，檢附歷年成績單 1 份，送交各學程設置單位審核。 

(學程設置單位之審查結果：○為同意，X為不同意。) 

審查意見 □已修畢應修科目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同意發給學程證明書。 

學程學分證明 

核        發 

學程設置單位    承辦人 學程設置單位    主管 

  

備註：1.在修業年限內符合畢業資格者(含加修學系、輔系、學程) ，依學程設置單位公告時
間，申請核發學程學分證明。  

2.學程設置單位審查無誤後，影本送教務處註冊組印製學程學分證明。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11-01 



 

 

 
120 

【附錄 2-1-1】 未來學研究所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長及師生人數一

覽表 

一、教師最高學歷及學術專長 

專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 

專任 

副教

授 

兼所

長 

陳國華 

美國路易斯安那

州立大學 

社會學博士 

未來研究、社會變遷與發展、人口區位

學、經濟社會學 

專任 
副教

授 
陳瑞貴 

復旦大學 

管理學博士 

未來學理論與價值、未來學方法論 

策略管理、願景管理 

專任 
副教

授 
鄧建邦 

德國馬堡大學 

社會學博士 

台商與中國研究、移民社會學 

多元文化與全球化、質化研究法 

專任 

訪問 

研究

員 

蘇哈爾 

Sohail 

Inayatulla

h 

美國夏威夷大學 

政治學博士 

Macrohistory and the Long-term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Futures Studies and Policymaking  

Futures of particular areas such as Health, 

Policing, Higher Education, Biosecurity and 

Leadership 

專任 
助理

教授 
陳建甫 

美國亥俄亥州立

大學農業經濟暨

鄉村社會學博士 

預測與趨勢分析、兩岸農村發展議題 

衝突與和平教育、休閒與消費文化研究 

專任 
助理

教授 
紀舜傑 

美國密西根州立 

大學政治學博士 
族群關係、國家認同、環境政策 

專任 
助理

教授 
宋玫玫 

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教育博士 

教育未來、全球化、教育發展與變遷 

多元文化、質性研究法、未來學方法 

專任 
助理

教授 
彭莉惠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博士 

全球化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 

性別與多元文化 

教育與勞力市場連結 

婚姻與家庭 

專任 
助理

教授 

霍珍妮 

Jeanne 

Hoffman 

MACQUARIE 

UNIVERSITY 

DOCTOR OF 

PHILOSOPHY 

Future Studies:Methodology, Strategic 

Foresight, Cultural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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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學生及教師人數 

年度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畢業 

人數 
在學學生人數 

專任教師人

數 

101 上 9 10 6 4 1 29 7 

101 下 7 10 4 1 6 22 7 

102 上 9 7 6 1 4 23 7 

102 下 9 7 3 2 4 21 7 

103 上 8 10 5 3 2 26 7 

103 下 7 9 5 1 6 22 7 

104 上 7 7 6 3 - 23 7 

【附錄 2-2-1】 未來學研究所專任教師之結構與流動情形一覽表 

專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至未來學所 

任教年份 

專任 
副教授 

兼所長 
陳國華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 

社會學博士 
1996 

專任 副教授 陳瑞貴 
復旦大學 

管理學博士 
1981 

專任 副教授 鄧建邦 
德國馬堡大學 

社會學博士 
2004 

專任 
訪問 

研究員 

蘇哈爾 

Sohail 

Inayatullah 

美國夏威夷大學 

政治學博士 
2000 

專任 助理教授 陳建甫 
美國亥俄亥州立大學 

農業經濟暨鄉村社會學博士 
1997 

專任 助理教授 紀舜傑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政治學博士 
2002 

專任 助理教授 宋玫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教育博士 
2006 

專任 助理教授 彭莉惠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博士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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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 助理教授 

霍珍妮 

Jeanne 

Hoffman 

MACQUARIE UNIVERSITY 

DOCTOR OF PHILOSOPHY 
2015 

 

【附錄 2-3-1】 未來學研究所教師依據本所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應用

多元教學方法之情形一覽表 

姓名 
授課科目 

碩士班 
教學方法 

教師依據核心能力進行

教學設計之情形 

鄧建邦 

未來學專業實習

101(1)、102(1)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暑期專業實習及課堂研

討 

移動生活的未來 102(1)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課堂習作及研討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101(2)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課堂習作及研討 

全球化與專業人才移動

103(2)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課堂習作及研討 

移動生活的未來

(104)(1)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課堂習作及研討 

未來學理論(104)(2) 課堂講授、口頭報告、評論 

植基於培養本所多元思

考、 未來分析、掌握趨

勢變遷、全球視野、及

實證應用等核心能力，

本課程採取的教學設計

包括：核心能力、講授、

討論、口頭報告、平時

作業、每週作業、學期

報告等 

陳瑞貴 未來學理論 101(1) 
101(1) 

課堂講授、口頭報告、評論 

植基於培養本所多元思

考、 未來分析、掌握趨

勢變遷、全球視野、及

實證應用等核心能力，

本課程採取的教學設計

包括：核心能力、講授、

討論、口頭報告、平時

作業、每週作業、學期

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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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

102(2) 

102(2) 

1.開學後前三週由授課老師主講整體

概念。 

2.第四週起就上課使用之學術論文由

同學報告與評論並進行全班討論。 

3.整學期每位同學均會有報告與評論

的機會。 

4.本課程非常重視同學的報告與評

論，尤其在報告與評論中呈現獨立思

考與創新的觀點。 

植基於培養本所多元思

考、未來分析、掌握趨

勢變遷、全球視野、及

實證應用等核心能力，

本課程採取的教學設計

包括：核心能力、講授、

討論、口頭報告、平時

作業、每週作業、學期

報告等教學設計。 

未來學專業實習 103(1) 

協助實習學生實習計畫的擬定與機構

的選擇與實習 學生、實習機構共同討

論實習相關事宜提供實習學生個別或

團體督導評閱實習作業與機構保持聯

絡評量學生的實習成績課堂講授、分

組討論、參觀實習、實習時間超過 72

小時 

植基於培養本所多元思

考、未來分析、掌握趨

勢變遷的能力、全球視

野、及實證應用等核心

能力，本課程採取的教

學設計包括：72 小時的

各公民營單位或政府組

織及非政府組織的實

習，並且撰寫實習報

告，進行實習展示與實

習報告發表會等教學設

計。 

組織願景與創新

101(2)、103(2)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論文評析 

植基於培養本所多元思

考、未來分析、掌握趨

勢變遷、全球視野、及

實證應用等核心能力，

本課程採取的教學設計

包括：核心能力、講授、

討論、口頭報告、個案

研討、實際演練、平時

作業、每週作業、學期

報告等教學設計。 

社會科學研究法

102(1) 、103(1)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論文評析 

培養客會科學基本概念

及學習社會科學的研究

方法。 

未來學方法論(104)(1) 講述、討論 

增加實際練習作業、要

求學生與國外未來學者

討論，以各種方法之個

案研究為範本，要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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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模仿練習。以培養學

生未來分析能力及全球

視野能力，及獨立思考

能力。 

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

(104)(2)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論文評析 

植基於培養本所多元思

考、未來分析、掌握趨

勢變遷、全球視野、及

實證應用等核心能力，

本課程採取的教學設計

包括：核心能力、講授、

討論、口頭報告、個案

研討、實際演練、平時

作業、每週作業、學期

報告等教學設計。 

陳國華 

社會科學研究法 101(1)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講述、討論、實作、問

題解決 

未來學理論 102(1)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講述、討論、實作、問

題解決 

前瞻趨勢講座 103(1)、

(104)(2) 

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及業師，進行前

瞻未來與同學分享目前台灣社會的各

行各業 

演講、討論分享 

全球變遷與發展 102(1)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講述、討論、實作、問

題解決 

未來政策規劃與設計

101(2)、103(1)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講述、討論、實作、問

題解決 

未來學專業實習

(104)(1) 

協助實習學生實習計畫的擬定與機構

的選擇與實習 學生、實習機構共同討

論實習相關事宜提供實習學生個別或

團體督導評閱實習作業與機構保持聯

絡評量學生的實習成績課堂講授、分

組討論、參觀實習、實習時間超過 72

小時 

植基於培養本所多元思

考、未來分析、掌握趨

勢變遷的能力、全球視

野、及實證應用等核心

能力，本課程採取的教

學設計包括：72 小時的

各公民營單位或政府組

織及非政府組織的實

習，並且撰寫實習報

告，進行實習展示與實

習報告發表會等教學設

計。 

全球變遷與發展

(104)(2)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講述、討論、實作、問

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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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甫 

統計方法與應用 102(1) 

102(1) 

理論與統計套裝軟體實習並重，並要

求同學實際分析某一資料，並對該資

料加以分析與解釋。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參觀實習 

講演 

實作 

作業 

討論 

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

102(2) 、103(2)、104(2) 
講述、討論、參訪 

講演 

參觀與體驗 

報告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

101(2) 

講述、賞析、模擬、實作、參訪、問

題解決 

紙本測驗、實作、報告、

上課表現 

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

101(1)、103(1)、(104)(1) 
講述、討論、賞析、模擬、實作 報告、上課討論 

紀舜傑 

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

102(1)、104(1) 
102(1)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增加時事部分、以當前

國內外熱門議題為案例

進行分析，培養多元思

考能力，及掌握趨勢變

遷能力 

未來學方法論 101(2) 講述、討論 

增加實際練習作業、要

求學生與國外未來學者

討論，以各種方法之個

案研究為範本，要求學

生模仿練習。以培養學

生未來分析能力及全球

視野能力，及獨立思考

能力。 

未來學專題 102(1)、

102(2)、103(1) 
講述、討論 

增加學生未來學國際觀

與外語能力 

永續發展未來研究

101(1)、103(1)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增加北區各社區大學之

相關計畫為輔助教材，

提供學生瞭解地方執行

永續發展之經驗。並蒐

集影音短片，含括紀錄

片、非商業短片做為案

例分析。以培養學生掌

握趨勢變遷能力，及未

來分析能力與全球視野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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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未來研究

(104)(2) 

教師講授，實作練習、課堂分享、討

論及回饋 

藉由實際操作不同質性

研究方法於未來學研究

之應用，以及教師提供

回饋之方式，培養學生

蒐集實證資料、並將其

應用於未來導向思考、

分析與規劃之研究架構

的能力。 

宋玫玫 

全球化與教育變遷

102(2)、(104)(1) 
課堂講授、課堂討論 

透過全球化的成因及對

各地的影響，以及近代

教育目的、功能之改變

等議題，提供學生多面

向之觀點，藉由閱讀與

課堂討論，培養學生批

判與多元思考之能力，

以及具有人文關懷的全

球視野；本課程並特別

聚焦於幫助學生掌握近

30 年以來的全球趨勢改

變，提供學生掌握未來

趨勢之基礎知識架構。 

民族誌未來研究 101(2) 
教師講授，實作練習、課堂分享、討

論及回饋 

藉由實際操作不同質性

研究方法於未來學研究

之應用，以及教師提供

回饋之方式，培養學生

蒐集實證資料、並將其

應用於未來導向思考、

分析與規劃之研究架構

的能力。 

流動與社會未來 101(1) 講述、討論、實作 

課程乃是未來學基礎課

程之一。透過不同的未

來學方法，同學能夠運

用未來取向的長遠思

維，想像、檢視、討論

及探索台灣與全球之未

來。希望能夠挑戰同學

對於社會未來之既有假

設，並能幫助同學培養

長期與未來思考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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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未來專題 101(2) 、

103(2) 
講述、分組討論 

主要跟芬蘭土庫大學做

研究交流，與國際學生

們做簡報與交流分享。 

未來學方法論 102(1)、

103(1) 
講述、討論、實作 

課程介紹未來學研究

法，以未來學方法的六

大面向切入，介紹勾

勒、預期，掌定、深化，

創造，以及專畫未來的

各種工具，透過文獻閱

讀及實作加深學生的學

習，幫助學生翻轉其許

多對於周遭社會既定的

假設，並發展出更為全

面性的世界觀，以及養

成長期性未來化思考的

習慣與能力。 

探索未來(104)(2) 講述、分組討論 

主要跟芬蘭土庫大學做

研究交流，與國際學生

們做簡報與交流分享。 

未來學專題(104)(2) 講述、討論 課堂習作及研討 

彭莉惠 

流動與社會未來

102(1)、(104)(2)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報告撰寫指導 講述、討論、問題解決 

未來學專題(一)101(1) 講述、討論 課堂習作及研討 

未來學專題(二)101(2) 講述、討論 課堂習作及研討 

統計方法與應用 101(1) 講述、討論、實作 

教導學生瞭解統計的正

確觀念，統計方法及統

計應用。透過課程設

計，幫助學生有能力在

未來撰寫量化的研究論

文。 

民族誌未來研究 102(2) 講述、討論、個人報告 
讓學生們學習到質性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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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藝術文化研究

101(2)、103(1) 
講述、討論 課堂習作及研討 

社會科學研究法 

(104)(1) 
講述、討論 課堂習作及研討 

霍珍妮 

文化創新與學習

(104)(1) 
講述、討論、個人報告 

讓學生們學習到質性研

究。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

(104)(2) 
講述、討論、個人報告 

讓學生們學習到質性研

究。 

【附錄 2-4-1】未來學研究所教師自編講義、編製數位媒材情形一覽表 

姓名 
授課科目 

碩士班 
自編講義 編製數位媒材 

陳國華 

社科學研究法 101(1) 

除使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專

書外，自編講義主要取材自

社會科學相關學術期刊論

文，兼顧文章之中、外文比

例，涵蓋之研究範例來自社

會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及

教育學類研究領域 

自編講義 

未來學理論 102(1)  

羅列相關理論，以問題形式

呈現，刺激學生思考理解和

應用 

自編講義 

前瞻趨勢講座 103(1)、104(2) 

由演講者進行前瞻趨勢資訊

的分享，課堂上分發反思表

格給同學填寫，寫下課堂之

教學知識 

自編講義 

全球變遷與發展 102(1) 

自編講義主要取材自未來學

相關學術期刊論文，以及主

要未來研究機構出版之趨勢

專書與報告。此外，並融入

宏觀歷史與社會科學理論以

豐富學生未來視野 

與主要未來研究機構合作編

制教學使用光碟：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Humanity 3000 系列，所內

同仁擔任編輯顧問 

World Future Society，

Futurist Update 

UN University: State of the 

Future. 

World Future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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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tion: Knowledge Base 

of Futures Studies. 

社科學研究法 101(1) 

除使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專

書外，自編講義主要取材自

社會科學相關學術期刊論

文，兼顧文章之中、外文比

例，涵蓋之研究範例來自社

會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及

教育學類研究領域 

自編講義 

未來學專業實習(104)(1) 
每個實習主題挑選兩篇相關

文章，共同閱讀及討論 
自編講義 

陳瑞貴 

未來學理論 101(1) 

擷取課程相關之未來學國外

學術論文彙編上課之系統講

義 

依據課程架構編寫相關核心

觀念及補充的資料 

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

102(2)、(104)(2) 

擷取課程相關之未來學國外

學術論文彙編上課之系統講

義 

依據課程架構編寫相關核心

觀念及補充的資料 

未來學專業實習 103(1) 
就學生專業實習蒐集資料彙

整，課堂討論 

由學生針對實習內容與心得

製作上課 PPT 及影片。 

組織願景與創新 101(2) 、

103(2) 

擷取課程相關之國外學術論

文彙編上課之系統講義 

依據課程架構編寫相關核心

觀念及補充的資料 

社科學研究法 102(1) 、

103(1) 

除使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專

書外，自編講義主要取材自

社會科學相關學術期刊論

文，兼顧文章之中、外文比

例，涵蓋之研究範例來自社

會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及

教育學類研究領域 

依據課程架構編寫相關核心

觀念及補充的資料 

未來學方法論(104)(1) 

以各種方法之個案研究為範

本，要求學生模仿練習，理

論書籍之分析討論 

講述、討論、問題思考 

鄧建邦 

未來學專業實習 101(1) 

、102(1) 

每個實習主題挑選兩篇相關

文章，共同閱讀及討論 
自編講義 

移動生活的未來 102(1)、

104(1) 

每週主題挑選一至兩篇中英

文文獻，集結成講義，共同

閱讀及討論 

自編講義 



 

 

 
130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101(2) 

每週主題挑選一至兩篇中英

文文獻，集結成講義，共同

閱讀及討論 

自編講義 

全球化與專業人才移動

103(2) 

自製講義。挑選與全球化和

專業人才移動相關之期刊論

文或書籍文章來共同討論。 

自編講義 

未來學理論(104)(2) 

擷取課程相關之未來學國外

學術論文彙編上課之系統講

義 

依據課程架構編寫相關核心

觀念及補充的資料 

陳建甫 

統計方法與應用 102(1) 

無自編講義，但是該書籍有

編列統計各單元的 PPT 檔，

以及作業 

無編列數位教材 

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

102(2)、103(2)、104(2) 

自編講義與教材 

將重要且即時的旅遊資訊

POST 在網路或部落格裡計

畫可以邀請旅遊達人先身說

法 

用鏡頭紀錄一段旅遊心得串

連重要的旅遊網站 

用心情寫旅遊日記 

無數位教材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 101(2) 

自編講義 

收集高齡化社會的各項參考

資料或文獻參考進行社堂討

論 

無編列數位教材 

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

101(1)、103(1)、(104)(1) 

自編講義 

收集社會面向的各種資訊與

新聞報導來進行課堂討論與

研擬 

參考網路影片或準備影音短

片來輔助教學 

 

 

 

 

 

紀舜傑 

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

102(1)、104(1) 

自製講義。收集當前重要議

題之報紙和一般雜誌報導，

作為補充教材，講述、討論、

問題解 

收集影音短片，含括紀錄

片、非商業短片 

未來學方法論 101(2) 

以各種方法之個案研究為範

本，要求學生模仿練習，理

論書籍之分析討論 

講述、討論、問題思考 

未來學專題 102(1)、102(2)、

103(1) 

自製講義。全英語授課，以

議題形式切入探討，刺激學

生思考理解和應用 

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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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未來研究 101(1)、

103(1) 

自製講義。就由參考毒物、

講議與專案議題之講述討論 

收集影音短片，含括紀錄

片、非商業短片 

民族誌未來研究(104)(2) 

主要以質性研究方法之書籍

為主，輔以未來學方法之講

義做為補充教材 

自編講義 

宋玫玫 

全球化與教育變遷 102(2)、

(104)(1) 

依每週課堂之主題，採用中

英文教材，來源主要來自期

刊論文及書籍，少數來自網

際網路之新聞或資料 

自編講義 

民族誌未來研究 101(2) 

主要以質性研究方法之書籍

為主，輔以未來學方法之講

義做為補充教材 

自編講義 

流動與社會未來 101(1) 

使用期刊論文與書籍搭配課

堂的討論，長遠思維，想像、

檢視、討論、及探索台灣與

全球流動之未來。 

自編講義 

探索未來專題 101(2) 、

103(2) 

自製講義。未來學理論相關

資料與書籍，與芬蘭土庫大

學的未來學研究中心交流合

作 

自編講義 

未來學方法論 102(1)、103(1) 

未來學方法相關期刊論文、

指定閱讀以及轉化未來的各

種工具，文獻閱讀。 

自編講義 

探索未來(104)(2) 

自製講義。未來學理論相關

資料與書籍，與芬蘭土庫大

學的未來學研究中心交流合

作 

自編講義 

未來學專題(104)(2) 
參考課堂指定額外的國內外

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 
自編講義 

彭莉惠 

流動與社會未來 102(1)、 

(104)(2) 

參考課堂指定額外的國內外

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 
自編講義 

未來學專題(一)101(1) 
參考課堂指定額外的國內外

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 
自編講義 

未來學專題(二)101(2) 
參考課堂指定額外的國內外

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 
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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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與應用 101(1) 
參考課堂指定額外的國內外

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 
自編講義 

民族誌未來研究 102(2) 
參考課堂指定額外的國內外

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 
自編講義 

性別與藝術文化研究

101(2)、103(1) 

參考課堂指定額外的國內外

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  
自編講義 

社會科學研究法 

(104)(1) 

除使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專

書外，自編講義主要取材自

社會科學相關學術期刊論

文，兼顧文章之中、外文比

例，涵蓋之研究範例來自社

會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及

教育學類研究領域 

依據課程架構編寫相關核心

觀念及補充的資料 

霍珍妮 

文化創新與學習(104)(1) 
參考課堂指定額外的國內外

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 
自編講義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104)(2) 
參考課堂指定額外的國內外

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  
自編講義 

【附錄 2-5-1】 未來學研究所教師依據核心能力設計學習評量情形一覽表 

姓名 
授課科目 

碩士班 
評量方法 

教師如何依據核心能力 

設計學習評量 

陳國華 

社會科學研究法 101(1) 
出席率、報告、討論、 

期中考、期末考 

依據本所欲培養學生之核心能

力，擬定明確之課程目標，再設

計相互連結之實作、討論、報告

和上課表現綜合評量學習成效。 

透過出席率、報告、討論之評量，

讓學生了解社會科學研究法的方

法；透過出席率、報告、討論、

期末考之評量，讓學生熟知運用

社會科學研究法 

全球變遷與發展 102(1)  
出席率、報告、討論、

期中考、期末報告 

依據本所欲培養學生之核心能

力，擬定明確之課程目標，再設

計相互連結之實作、討論、報告

和上課表現綜合評量學習成效，

以幫助學生瞭解社會變遷相關理

論、探索宏觀社會變遷與社會發

展策略、並培養獨立思考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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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實證社會發展研究 

未來政策規劃與設計 101(2) 
出席率、報告、討論、

期中評量、期末報告 

依據本所欲培養學生之核心能

力，擬定明確之課程目標，再設

計相互連結之實作、討論、報告

和上課表現綜合評量學習成效。 

透過出席率、報告、討論、論文

發表之評量，培養學生對於新興

議題的認知；透過出席率、報告、

討論，使學生理解研究主題之歷

史、當代和未來意涵；透過出席

率、討論之評量，幫助學生以懷

疑態度和質疑能力分析問題；透

過報告、討論之評量，幫助學生

進行論點之間的辨證和整合 

未來學理論 
出席率、課堂討論、期

中評量、期末報告 

培養與促進學生具備未來變遷與

科際整合的知識能力，未來導向

思考及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及未

來分析及規劃能力。 

前瞻趨勢講座

(103(1)、)(104)(2) 

出席率、課堂討論、期

中評量、期末報告 

培養與促進學生具備未來變遷與

科際整合的知識能力，未來導向

思考及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及未

來分析及規劃能力。 

未來學專業實習(104)(1) 
實習督導評量、出席

率、成果發表 

本課程特別強調實證應用能力： 

1.實習指導單位督導之評分 

2.實習課堂之報告 

3.實習發表會之發表 

透過出席、報告、討論、黑天鵝

展示廳發表成果，讓學生了解、

分析、批判重要的未來社會議

題、分析重要的未來社會議題，

並透過出席、報告、與討論之評

量方式，讓學生具備改變社會的

能力 

陳瑞貴 未來學理論 101(1) 
出席率、報告、討論、

期末報告 

依據研究生所需要之條件如報告

之撰寫，研究結構之建構等設計

評分標準，包括口頭報告、平時

作業、課堂討論、及期末學術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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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

102(2)、104(2) 

出席率、報告、討論、

期末報告 

依據研究生所需要之條件如報告

之撰寫，研究結構之建構等設計

評分標準，包括口頭報告、平時

作業、課堂討論、及期末學術報

告 

社會科學研究法 102(1) 
報告、討論、期中評量、

期末報告 

依據研究生所需要之條件如報告

之撰寫，研究結構之建構等設計

評分標準，包括口頭報告、平時

作業、課堂討論、及期末學術報

告 

組織願景與創新 101(2) 
出席率、報告、討論、

期末報告 

依據研究生所需要之條件如報告

之撰寫，研究結構之建構等設計

評分標準，包括口頭報告、平時

作業、課堂討論、及期末學術報

告。 

本課程藉由學術論文的評論，透

過創造性思考的方式，分析可能

未來環境的發展，探討成功的組

織願景的內涵與創新性組織願景

與策略形成的架構和過程，藉此

培養學習者具有評析與創造創新

性組織願景的能力 

未來學方法論(104)(1) 

出席率、討論、期中評

量、期末報告、上課表

現 

每週作業、導讀成績、課堂參與、

期末報告 

鄧建邦 
未來學專業實習

101(1)102(1) 

實習督導評量、出席

率、成果發表 

本課程特別強調實證應用能力： 

1.實習指導單位督導之評分 

2.實習課堂之報告 

3.實習發表會之發表 

透過出席、報告、討論、黑天鵝

展示廳發表成果，讓學生了解、

分析、批判重要的未來社會議

題、分析重要的未來社會議題，

並透過出席、報告、與討論之評

量方式，讓學生具備改變社會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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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101(2) 
平時口頭報告、期末評

量 

本課程強調培養多元思考、掌握

趨勢變遷及全球視野能力 

當代中國文獻導讀及評論 

1.當代中國議題評論 

2.研究計畫書 

移動生活的未來 102(1) 、

(104)(1) 

出席率、平時成績、期

中報告成績、期末考成

績 

本課程強調培養與促進學生具備

未來變遷與科際整合的知識能

力，未來導向思考及社會科學研

究能力，及未來分析及規劃能力 

1.課堂討論之表現 

2.期末學術報告 

未來學理論(104)(2) 
出席率、報告、討論、

期末報告 

依據研究生所需要之條件如報告

之撰寫，研究結構之建構等設計

評分標準，包括口頭報告、平時

作業、課堂討論、及期末學術報

告 

陳建甫 

統計方法與應用 102(1) 
出席率、報告、討論、

上課表現 

透過不同學習評量方法，培養學

生具備量化分析的研究能力，並

能分析重要的社會與經濟變遷與

指標趨勢 

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

102(2)、103(2)、104(2) 

紙筆測驗、報告、上課

表現、期末評量 

透過評量，幫助學生掌握世界旅

遊與休閒趨勢、分析休閒與旅遊

產業，並思索畢業後是否投入休

閒與旅遊就業市場 

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

101(1)、103(1)、(104)(1) 

出席率、討論、期中報

告、期末報告、上課表

現 

透過評量，本課程將從人際、家

庭、社區、產業、文化、國家、

生態及時間的觀點，來討論未來

社會中的衝突議題，同學須針對

這些衝突議題，收集資料，並進

行跨科際之間的研究對話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 101(2) 

出席率、討論、口頭報

告、期末評量、上課表

現 

透過評量，從未來學家所思考的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的研究所課

程，探索未曾想過的人口、家庭、

遷移、婚姻、健康、照顧、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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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養、社會福利議題。培養同學

能夠從實例中去找尋解答，以及

建構的高齡化的故事與想像。 

紀舜傑 

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

102(1)、104(1) 

出席率、討論、上課表

現、期末報告 

每週作業、導讀成績、課堂參與、

期末報告 

未來學方法論 101(2) 

出席率、討論、期中評

量、期末報告、上課表

現 

每週作業、導讀成績、課堂參與、

期末報告 

未來學專題(一)102(1) 

未來學專題(二)102(2) 

102(1)出席率、報告、討

論、上課表現 

102(2)出席率、報告、討

論、上課表現 

課堂參與、作業、期末報告 

永續發展未來研究 101(1) 
出席率、討論、上課表

現、期末報告 

每週作業、導讀成績、課堂參與、

期末報告 

中國之政經未來 102(2) 
出席率、討論、上課表

現、期末報告 

每週作業、導讀成績、課堂參與、

期末報告 

民族誌未來研究(104)(2) 
出席率、討論、上課表

現、期末報告 

透過課程講解與討論和學生實作

的過程，讓學生孰悉方法的精髓。 

宋玫玫 

全球化與教育變遷 102(2)、

(104)(1)  

出席率、期末報告、討

論、課堂參與 

課堂討論評量學生對於指定閱讀

之理解及與舊經驗連結之程度，

培養學生多面向觀察、多元思

考、及獨立批判之能力，並能督

促學生確實將指定閱讀之內容進

行深度思考，以培養其全球視野

之能力。期末報告則綜合評量學

生對於未來重大議題與趨勢之掌

握，以及將知識應用於實例之能

力 

流動與社會未來 101(1) 
出席率、作業、討論、

期末報告、上課表現 

平時作業、課堂討論、期末報告

評量學生對於不同的未來學方

法，同學能夠運用未來取向的長

遠思維，想像、檢視、討論、及

探索台灣與全球之未來。並希望

能夠挑戰同學對於社會未來之既

有假設，並且幫助同學培養長期

與未來思考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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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未來專題 101(2) 

出席率、課堂參與、

Moodle 教學平台參與、

平時作業、期末報告 

透過上課討論、平時作業，學生

將能夠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學

習各種未來方法，學生有機會去

想像、研究、討論，並探討長期

來看未來。 

未來學方法論 102(1) 
出席率、討論、課堂參

與、期末報告 

本課程以未來學方法的六大面向

切入，介紹勾勒、預期、掌定、

深化、創造、以及轉化未來的各

種工具，透過文獻閱讀及實作加

深學生的學習，幫助學生翻轉其

許多對於周遭社會既定的假設，

並發展出更為全面性的世界觀，

以及養成長期性未來化思考的習

慣與能力。 

民族誌未來研究 101(2) 

出席率、課堂相關實作

練習、課堂討論及回

饋、期末研究報告 

透過實作練習，學生得以培養將

未來學概念實證應用能力學生能

夠清楚了解未來學質性研究之類

型、理論基礎、實際應用、及倫

理議題。 

探索未來(104)(2) 

出席率、課堂參與、

Moodle 教學平台參與、

平時作業、期末報告 

透過上課討論、平時作業，學生

將能夠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學

習各種未來方法，學生有機會去

想像、研究、討論，並探討長期

來看未來。 

未來學專題(104)(2) 
出席率、報告、討論、

上課表現 
課堂參與、作業、期末報告 

彭莉惠 
流動與社會未來 102(1)、

(104)(2) 

出席率、討論、上課表

現、期末報告 

透過評量，本課程將介紹因流動

產生的各種社會現象，從交通與

傳播技術的流動、人的流動、物

的流動與符號的流動，來引導學

生瞭解與分析流動和越界所產生

各種社會現象與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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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藝術文化研究 101(2) 
出席率、討論、上課表

現、期末報告 

透過評量，本課程將訓練同學透

過觀照藝文媒介文本、文化產

業、制度與組織如何再現社會的

性/性別建構、性別課程簡介想像

與權力再製，掌握性別與藝術文

化交織的結構特性。 

未來學專題（一）101(1) 

未來學專題（二）101(2) 

101(1)出席率、報告、討

論、上課表現 

101(2)出席率、報告、討

論、上課表現 

透過評量，本課程培養學生學生

具備未來變遷與科際整合的知識

能力，同時具有未來導向的思考

能力及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及未

來分析及規劃能力。據此，本課

程除了講授與討論外，也邀請在

未來學領域學有專精的學者進行

專題講座。有助於學生對於相關

未來議題具備有更多元廣泛的分

析視角與實作能力。 

統計方法與應用 
出席率、討論、上課表

現、期末報告 

透過評量，教導學生瞭解統計的

正確觀念、統計方法及統計應

用。並幫助學生有能力在未來撰

寫量化的研究論文。 

民族誌未來研究 102(2) 
出席率、討論、上課表

現、期末報告 

透過課程講解與討論和學生實作

的過程，讓學生孰悉方法的精髓。 

社會科學研究法(104)(1) 
報告、討論、期中評量、

期末報告 

依據研究生所需要之條件如報告

之撰寫，研究結構之建構等設計

評分標準，包括口頭報告、平時

作業、課堂討論、及期末學術報

告 

霍珍妮 

文化創新與學習(104)(1) 講述、討論、個人報告 讓學生們學習到質性研究。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104)(2) 

出席率、討論、口頭報

告、期末評量、上課表

現 

透過評量，從未來學家所思考的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的研究所課

程，探索未曾想過的人口、家庭、

遷移、婚姻、健康、照顧、老化、

安養、社會福利議題。培養同學

能夠從實例中去找尋解答，以及

建構的高齡化的故事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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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1】 未來學研究所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

教材教法與多元學習評量方法之情形一覽表 

姓名 
授課科目 

碩士班 

教學評鑑

結果 

教師依據教學評鑑結果 

改進教學之情形 

陳國華 

社會科學研究法 101(1) 5.75 

教學設計：在教學過程中，與學生溝通適當的教與

學方式，並適時彈性修改 

教材教法：依據學生組成差異，增刪修改學習材料

的來源、份量與內容。以獨立批判思考取向，培養

學生核心能力 

學習評量：以討論、閱讀、實作和報告多方面瞭解

學生是否確實在知識與理解能力上有所增長 

全球變遷與發展 102(1)  5.74 

教學設計：在教學過程中，與學生溝通適當的教與

學方式，並適時彈性修改 

教材教法：依據學生組成差異，增刪修改學習材料

的來源、份量與內容。以獨立批判思考取向，培養

學生核心能力 

學習評量：以討論、閱讀、實作和報告多方面瞭解

學生是否確實在知識與理解能力上有所增長 

未來政策規劃與設計 101(2) 5.76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未來學理論 102(1)、103(2) 5.65、5.63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前瞻趨勢講座 103(1) 5.51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陳瑞貴 

未來學理論 101(1) 5.68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

102(2) 
5.66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更多元的討論、實例探討及

創新性之願景實例演練 

社會科學研究法 102(1)、

103(1) 
5.17、5.56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組織願景與創新 101(2)、

103(2) 
6、5.97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未來學專業實習 103(1) 5.72 

1. 提供實習單位資料庫，提供學生實習多元選擇 

2. 協助同學於實習單位前，撰寫實習計畫書 

增加實習發表與展示的內容及未來學意涵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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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建邦 

全球化與專業人才移動

103(2) 
6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未來學專業實習 101(1)、

102(1) 
4.21、4.39 

1. 提供實習單位資料庫，提供學生實習多元選擇 

2. 協助同學於實習單位前，撰寫實習計畫書 

增加實習發表與展示的內容及未來學意涵的體現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101(2) 3.98 
簡化導讀文章比重，並提供每週主題討論問題，以

增加學生課堂參與度 

移動生活的未來 102(1) 5.50 
簡化導讀文章比重，並提供每週主題討論問題，以

增加學生課堂參與度 

陳建甫 

統計方法與應用 102(1) 5.64 

是否曾學習過基礎統計課程，會影響學生對此課程

的興趣，學生的程度差異極大，需要對比較落後的

同學給予課後輔導 

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

102(2) 、103(2) 
5.57、5.35 

參觀活動代替講演 

用鏡頭或照片來講解休閒旅遊產業 

用 FACEBOOK 或部落格來講旅遊故事 

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 

101(1)、103(1) 
5.46、5.61 

多蒐集高齡化社會的各項參考資料或文獻參考進行

社堂討論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 101(2) 5.34 
多蒐集社會面向的各種資訊與新聞報導來進行課堂

討論與研擬 

紀舜傑 

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 102(1)、 5.91 增加時事部分、以當前國內外熱門議題為案例 

未來學方法論 101(2) 5.20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未來學專題(一)102(1)、

103(1) 
5.57、5.52 增加邀請多元業師演講，強化學生理論與實務關連 

未來學專題(二)102(2) 5.09 增加邀請多元業師演講，強化學生理論與實務關連 

永續發展未來研究 101(1)、

103(1) 
5.87、5.98 

開拓與校外實務單位合作，以增加永續發展的實際

經驗 

中國之政經未來 102(2) 5.83 增加時事部分、以當前國內外熱門議題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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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玫玫 

全球化與教育變遷 102(2)  5.86 
調整指定閱讀之份量，調整英文閱讀之難度，以利

學生吸收閱讀之內容 

流動與社會未來 101(1) 6.0 多使用期刊論文與書籍搭配課堂的討論 

探索未來專題 101(2)、103(2) 5.85、5.06 
多使用未來學理論相關資料與書籍，與芬蘭土庫大

學的未來學研究中心交流合作 

未來學方法論 102(1)、103(1) 5.82、5.42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民族誌未來研究 101(2) 5.85 
增加實作練習之份量，移除原有期末報告之要求，

以利學生集中精力於實作練習，幫助學習 

彭莉惠 

流動與社會未來 102(1) 5.71 

本課程主要著重在社會流動的主要理論觀點與類

型。由於修課同學有六位，考量到學生的興趣與對

各種流動現象的好奇，因此，課堂著重的流動類型，

包括因工作、婚姻、就學、旅遊等開展的各種遷徙

與流動。但授課時間只有兩小時，故在時間有限下，

對於社會流動現象的理解，雖廣但深度性較為缺

乏。故，未來開課時，會結合學生興趣與授課本人

的研究專長聚焦在特定社會流動的範疇，以避免學

生學習過度廣泛而缺乏深度的理解。 

性別與藝術文化研究

101(2)、103(1) 
3.66、6 

除了本所學生之外，有兩位大傳所學生選修。透過

學校教學評鑑結果以及與修課學生個別的訪談，學

生對於此堂課的評價相當高。本課程，主要是從藝

術社會學、文化資本、再製理論與女性主義的觀點，

去解析性別與藝術文化交織的社會結構特性。因

此，亦蒐集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與專書篇章，讓學

生閱讀討論。考慮到讓學生閱讀最新的文獻，因此

亦會增添近期相關的專業期刊論文給學生閱讀。同

時，考量訓練學生閱讀原典的能力，因此亦會考慮

多增加幾篇重要的英文文獻，讓學生掌握原典。 

未來學專題（一）101(1) 5.16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未來學專題（二）101(2) 3.98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統計方法與應用 101(1) 5.26 增加基礎觀念的講授及更多元的討論 

民族誌未來研究 102(2)、

103(2) 
5.41、4.63 

多多透過課程講解與討論和學生實作的過程，讓學

生孰悉方法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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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2】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改善流程說明 

一、處理流程說明： 

１、依據「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規則」第 7 條規定：「教學評量之結果係做為教師評

鑑、聘任考核、升等及獎勵之參考；相關辦法另定之。針對單一科目評量之教學總

分低於 4.2、且回收率為 50%以上之教師，須依本校教學評量結果改善流程辦理；

單一科目評量之教學總分及教學方法構面平均數兩者皆低於 3.5、且回收率為 50%

以上之教師，須參加學習與教學中心辦理之教學知能研習活動。」。 

２、每學期末，品質保證稽核處於教學評量結果未達標準者名單確定之後，將名單及學

生敘述性意見以密件方式通知直屬一級單位主管。一級單位主管於收到名單後，轉

知二級單位主管。由二級單位主管通知教師填寫「Al：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結果

回應及改善建議」後，進行教師個別懇談及提出改善建議。「教學知能」構面問題，

可請教師參與學習與教學中心辦理之教學知能研習或教學一級辦理之教師教學專

業成長研習；「性別平等教育」構面問題則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協助需求。

二級單位填寫完畢請送各一級單位彙整。 

３、A1 表單影本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送交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俾利

進行教學評量改善專案會議。 

４、專案會議後，將「改善建議」填入「A2：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改善報告」及 

送直屬一級單位主管。一級單位主管於收到 A2 表單後，轉知二級單位主管。由二

級單位主管填寫「A2：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改善報告」-教學知能研習紀錄」

及綜合回覆後，經一級單位主管回饋意見與簽核，於學期期末考週前送交學習與教

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 

５、學期末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將回報一級單位所屬教師參與教學知能研習 

情形，並將「A2：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改善報告」送教品質保證稽核處彙整， 

俾便陳報。 

二、相關表單說明： 

表單編號 表單名稱 輔導階段 備註 

A1 教師教學評量結果回應及改善建議 
1.教師自評 

2.瞭解教學問題 

1.由教師撰寫 

2.二級單位主管進行教師懇談 

A2 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改善報告 

依據專案會議

改善建議進行

回饋 

1.二級單位主管填寫研習紀錄

及綜合回覆 

2.直屬一級單位主管填寫綜合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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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結果改善流程圖：

校長室/
教育品質管理委員會/

品質保證稽核處
院系所

學習與教學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

性別平等委員會 諮商輔導單位

品保處分送名單
至發聘學院

各學院分送名單至各系所

系所評估教師構面評量分數
· 教師填寫教學評量結果

改善報告(教師專用)A1
· 系所主管填寫教學評量

結果改善報告(主管專
用)A2

評估教師需求並進
行輔導方式分類

辦理教學知能研習
系所持續觀察、課堂訪視、

調整授課時數或科目
依性別事件處理機制辦理

校內諮商輔導單位
轉介校外心理健康

資源機構

· 各院完成教學評量結果
改善報告(主管專用)A2

· 視需要填報教師參與研
習情形

品保處彙整教學
評量結果改善報
告(主管專用)A2

陳請  校長核示

前
一
學
期

開
學
日
起
一
個
月
內

學
期
中

學
期
末

新
學
期
初

各學院彙整表單

心理需求

教學需求 教學需求

品保處依核示結果
分送相關單位處理
(如：人力資源處)

教品會決議教學評量
各構面不佳篩選標準

處
理
情
形
提
下
次
教
品
會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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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改善報告（教師專用） 

單位名

稱 
學院/處                 系/所/中心/組 

教師姓

名 
 

教師

職稱 
□專任□兼任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評量學

期 
學年度 第    學期 院平均數：          校平均數： 

教學評量結果（需改善之課程）： 

 課程名稱 開課系年班 專業
態度 

教學
方法 

教學
內容 

學習
效果 

教學
總分 

性別
平等 

回收
率 

1          

2          

3          

（凡教師之教學評量「教學總分」低於 4.2 分且填答率 50%以上者，請填寫本報告，以上可自

行加列） 

【現況描述】 

 

 

 

【改善方案】 

 

 

 

 

【研習需求】 （由教師視需要填寫，做為學習與教學中心辦理研習參考） 

序號 建議主題 建議內容 建議講者 

1    

2    

3    

教師簽章： 

 

年  月  日 

二級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一級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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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淡江大學教師教學評量結果改善報告（主管專用） 

單位名稱              學院/處                 系/所/中心/組 

教師姓名  
教師
職稱 

□專任□兼任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教學評量結果（需改善之課程）： 

 課程名稱 開課系年班 專業
態度 

教學
方法 

教學
內容 

學習
效果 

教學
總分 

性別
平等 

回收
率 

1          

2          

3          

依教師教學評量不佳構面別提出改善建議： 

構面別 改善建議 

專業態度 □持續觀察   □教學觀摩  □其他____________ 

教學方法 

□請教師參與本院(處)之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  □請教師參與學教中心教學知

能研習 

□其他______  

教學內容 
□持續觀察   □教學觀摩   □調整授課科目   □調整授課時數  

□參與相關領域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         □其他__________ 

學習效果 □持續觀察   □教學觀摩  □其他____________ 

性別平等教育 □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協助需求      □其他____________  

諮商輔導 □轉介專業諮商輔導單位   □其他____________ 

備註說明 □教師已離職/退休     □教師留職停薪   □其他____________ 

懇談紀錄及 

改善建議 

 

 

二級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教學知能研習紀錄        （學期末請一級單位視需要填寫） 
序
號 

日期 辦理單位 研習名稱 研習內容 

1     

2     

【回饋意見】 

 

一級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說明：本表係用於各教學單位主管為瞭解教學評量不佳教師教學情況，適時提供相關協助使用。 

請各一級單位於期末送品質保證稽核處彙整，俾便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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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1】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手冊【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1-2】101-104 學年度本所專任教師駐校時間【請至現場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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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3】淡江大學未來學所學會組織章程 

淡江大學未來學所學會組織章程 

2009.10.27 決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學會定名為「淡江大學未來學所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一自治性團體，其運作受全體會員共同監督。 

第三條  本會設置之宗旨為： 

        第一款 為未來學所學生與老師及學校間之溝通橋樑。 

        第二款 綜理本所研究生公共事務。 

        第三款 凝聚同學對未來學所之向心力，加強團結合作精神。 

        第四款 推展各類活動，提升學術風氣，加強與外界團體聯繫，培養自

律之精神，增進研究生福利。 

第四條  本會以未來學所所長為指導老師。 

 

第二章 成員資格 

第五條 凡就讀淡江大學未來學所之學生皆為本會當然會員。 

 

第三章 成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六條 本會會員享有參與本會活動之權利。 

第七條 本會會員應遵守組織章程。 

第八條 本會會員有配合本會之義務。 

第九條 本會會員得對選派或指派工作盡責。 

第十條 本會會員皆有提拔後進，教導學弟妹之義務。 

第十一條 本會會員可對本會提出建議及未來走向、規劃之權利。 

第十二條 本會會員可透過專屬信箱對本會反應建議或意見。 

第十三條 本會會員有出席本會各項會議之權利。 

第十四條 本會會員有繳交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組織與職責 

第十五條  本會採內閣制，由會長任命組織幹部，授予職權，進行會務工作。 

第十六條  本會設會長與副會長一人，公開選舉產生，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第十七條  會長職責： 

第一款 負責所長及會員之顧問協調。 

第二款 代表本所學生列席所務會議 

第三款 各項會議之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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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協調與監督所學會會務之處理。 

第五款 協助反映同學學習意見。 

第十八條  副會長職責： 

第一款 協助會長處理所學會會務。 

第二款 會長不在時暫時代理其職務，行使會長之權職。 

第十九條  會長在任期內因故離校時，得停止其職務，並由副會長代理其職；若

兩人同時離校時，其職務由執行秘書行使其職權。 

第二十條  本會下設常設組織與職責： 

第一款 秘書組：負責文書、檔案、通知、紀錄等事宜。 

第二款 總務組：負責會費收取、財務管理及庶務工作等事宜。 

第三款 公共關係組：負責聯絡、宣傳及公共關係等事宜。 

第四款 活動組：負責本會各項議題活動之籌畫、執行等事宜。 

第二十一條  各組設組長一名、組員若干名。各組組長皆由會長提名同意後任命

之。會長得依其政見或斟酌實際情形，經本會同意後可增設其他

組別。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二條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第一款  主要經費：由所辦補助之經費。 

第二款  贊助經費：透過其他機構及單位之贊助款。 

第三款  孶息。 

第四款  其他收入。 

第二十三條 本會經費均作為購置本會公產及其他活動支出。 

第二十四條 本會經費收支定期公佈及製作明細表發給會員以徵公信。 

第二十五條 本會各項活動及行政經費之運用，須先提交預算表由總務組審查，

經會長批准方可使用，並將收支明細送總務組核銷。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 任何決議與本章程牴觸者無效。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之修改須具下列條件之一： 
第一款  會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議，召開會員大會，會員出席

2/3 以上，1/2 表決通過。 

第二款  幹部會議決議，召開會員大會，會員出席 2/3 以上，出席

     總人數 1/2 表決通過。 

第三款  指導老師要求，召開會員大會，會員出席 2/3 以上，出席 

總人數 1/2 表決通過。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修改通過後，報請本校未來學研究所核准備案後            

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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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4】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修業規則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修業規則 

104.05.2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03.11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99.02.26.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97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95.11.10 公佈實施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所研究生之入學修業及考試等有關事項，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本所碩士班招生對象為一般生，招生條件同招生簡章。 

第三條 有關僑生與外籍生之招收，以及大學部直升研究所之甄試等辦法，均

依照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章 修業與選課 

 

第一條 本所碩士班之修業年限為 4 年。 

第二條 本所碩士班課程主要包括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95 學年度（含）以

前入學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必修課程需修滿 12 學分，96 學年度（含）

入學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必修課程需修滿 9 學分，所有課程需修滿 32

學分〈不含論文 4 學分〉。105 學年度（含）入學學生於修業年限內

必修課程需修滿 6 學分，所有課程需修滿 28 學分〈不含論文 4 學分〉。 

第三條 本所研究生於修業年限內得選修非本所課程〈至多 6 學分〉。 

 

第三章 論文指導與學位考試 

 

第一條 論文指導 

一、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教師為主。 

二、如擬申請校外學者擔任指導教授，需另由本所專任教師共同指

導，經本所所長同意得以聘任。 

三、指導教授資格依本校規定辦理。 

第二條 學位考試 

一、論文大綱口試：本所研究生論文口試之前，必須先通過論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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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研究生修畢本所必修學分數，經指導教授同意，於每學期

期中考後二週內，向所辦提出口試申請並由指導教授推薦口試委

員，於申請當學期期末考結束前完成大綱口試。 

二、論文口試：依學校碩士學位考試相關規定行之，論文初稿必須在

口試 2 週前送交所辦，轉寄考試委員。 

三、相關規定請見本所學位考試流程表。 

 

第四章 其他 

 

第一條 本所一、二研究生每學年必須出席至少 1 場以上學術研討會，紀錄於

研究生手冊末頁學習備註欄，2 場以上得申請論文大綱口試。 

第二條 本所研究生論文口試之前，必須於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發表過一篇學術

論文。 

第五章 附則 

 

第一條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項，依教育部相關法令與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錄 3-2-1】本校未來學相關圖書期刊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2-2】本所設備及圖書資源一覽表【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2-3】學生空間與設備一覽【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3-2-4】未來學研究所辦公室與研討室【請至現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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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1-1】本所與廈門大學學術合作備忘錄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與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 

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與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為進一步加強雙方

學術交流，經雙方協商後，秉持平等、互利、互惠原則，就學術交流與建立合作關係達

成一致意見，並簽訂協議書。列述如下： 

一、雙方商定推展如下交流活動： 

1、雙方成員代表互訪； 

2、教師、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交流； 

3、進行交換學生，或互派學生進行短期實習、考察等交流； 

4、共同舉辦或協辦學術會議、展演活動； 

5、交換公開發表的學術出版著作、刊物及學術資訊； 

6、進行有助於雙方教學、研究及發展的其他交流活動。 

二、本協議書中每項交流活動所需經費，由雙方協商決定。 

三、雙方就交流活動之具體事宜進行協商。 

四、為順利實施和調整交流計畫，雙方互設聯絡窗口。 

五、本協議書自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為五年。如一方對協議書內容有異議，可

進行協商；協商決議於六個月之後生效。五年期滿，如雙方無異議，則本協議書自

動延續生效。 

六、本協議書正本一式四份，雙方各持兩份。 

淡江大學                         廈門大學 

              未來學研究所                 臺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長  鄧建邦                      所長  張寶蓉 

       2013 年 3 月 25 日                  2013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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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1-2】本所與伊朗德黑蘭國家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學術合作

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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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2】101-103 學年本所演講活動實施表 

學

年

度 

時間 演講主題 演講者 現職 

103 

2015/6/3 從老街看淡水的未來 洪良鑑先生 紅樓餐廳負責人 

2015/5/26 多元社會未來 Dr. John C Kilburn 
美國德州農工國

際大學 

2015/5/19-5/20 性別未來 胡延薇組長 
淡江大學諮商輔

導組組長 

2015/05/12 
Narrative Foresight: 

Storytelling for Change 
Dr. Ivana Milojević 

本所境外特約講

座教師 

2015/05/08 青年國際參與 趙威翔專員 
台灣青年氣候聯

盟 

2015/04/28 
當今未來學之教學與教

法 
Dr. Ivana Milojević 

本所境外特約講

座教師 

2015/04/24 
微型經濟與台灣夢 

想城鄉營造 
徐敏雄先生 

國立暨南大學成

人與繼續教育研

究所副教授暨台

灣夢想城鄉營造

協會執行長 

2015/03/18 

11 天走過杜拜，瑞士和

米蘭，談自助旅行的規

劃 

詹文棋先生 自由旅行家 

2015/01/08 人才培育與產業創新 蔡政言主任 
淡江大學國際企

業學系 

2014/12/25 七大關鍵競爭力 林素月小姐 
淡江大學品質保

證稽核處 

2014/12/22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

織管理學系 
張雅惠老師 

真理大學諮商輔

導組組長 

2014/12/18 社經產業趨勢前瞻 高仁山先生 

台灣經濟研究院

區域發展研究中

心 

2014/12/11 快樂吃喝 健康人生 吳寶芬小姐 健康諮詢顧問 

2014/12/04 廣告、社會、人 黃瓊儀小姐 
創意整合行銷集

團執行長 

2014/12/04 從校園民主看公民參與 陳為廷先生 島國前進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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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7 
小悟數百次-中鼎創新

研發長 
廖文忠顧問 中鼎工程公司 

2014/11/20 求新求變談創業 蕭瑞祥主任 
建邦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2014/11/13 環境變遷下的產業轉型 鄭凱方先生 
紡織產業綜合研

究所副主任 

2014/11/06 前瞻全球休閒旅遊產業 張亞昭小姐 
雄獅旅行社工上

會展部/業務副總 

2014/10/29 尼泊爾的棉夢計畫 林念慈小姐 
棉樂樂事工坊創

辦人 

2014/10/23 全球創業與發展 林志鴻主任 
淡江大學蘭陽校

園主任 

2014/10/16 實驗未來 許毓仁先生 
TEDxTaipei 創辦

人 

2014/10/09 預見未來 盧雪華小姐 

奧美整合行銷傳

播集團特別助理

暨企劃經理 

2014/10/02 幸福、職業與倫理  王靈康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通核中

心 

2014/09/25 產業趨勢與前景 蔡進丁副教授 
淡江大學產業經

濟學系 

102 

2014/04/10 

A Speculation on Human 

Futures: A Reflexive and 

Hermeneutic 

Sociological View of 

Futures Studies(思索人

類文明未來:未來研究的

反思性與詮釋社會學觀

點) 

宋在龍院長 
韓國慶熙大學研

究生院長 

2014/04/10 

美軍眷舍人文生態歷史

的介紹與志工活動的說

明 

李珍甄小姐 

陽明山古蹟聚落

生態護育聯盟負

責人 

2014/03/25 
擁抱生命-從閣揆到終

生志工  
張俊雄先生 前閣揆 

2014/03/12 

Futures of Education – 

Towards Ubiquitous 

Learning in Digital 

Meanings Society  

Professor Sirkka 

Heinonen 

芬蘭土庫大學未

來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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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6 核、真相 王鐘銘先生 綠黨 

2014/03/04 從環境保護到反核運動  劉欣維老師 
台灣環境資訊協

會講師 

2014/02/27 
叛逆自由：228 鄭南榕民

主的未竟之業 
陳世昌老師 鄭南榕基金會 

2014/01/07 翻轉革命，種出生命力  游錫堃前院長 前行政院長 

2013/12/16 
從傳媒公司角度看研究

所的專業實習  
王曉暐 

總監寰亞傳媒企

業企劃 

2013/12/10 淡水的產業與文化 林國峰先生 
登峰魚丸博物館

館長 

2013/12/04 如何預測未來  洪耀南執行長 未來世界交易所 

213/11/26 

全球能源戰略格局變化

與中國大陸能源政策選

擇 

王震院長 
中國石油大學能

源戰略研究所 

2013/11/27 

全球化下的宗教-以靈

鷲山較佛教教團發展為

例  

釋了意法師 
靈鷲山世界宗教

博物館執行長 

2013/11/01 

從電玩中看未來 The 

Gamification of 

Life-How the games we 

play will change the life 

we live  

Jim Clark innoGreat 主持人 

2013/10/21 保險系的專業實習課程  高棟樑主任 
淡江大學保險系

主任 

2013/10/16 
全球未來系列演講-凝

視自由 
吾爾開希先生 民運人士 

101 

2012/10/23 
全球未來沙龍-與王丹

談中國未來 
王丹先生 民運人士 

2012/11/29-30 

活動主題(一)：SAKAR 

GAME 活動主題(二) ：

FUTURES STUDIES 相

關討論 

蘇哈爾教授 
未來所訪問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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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3】101-103 學年度本所辦理研討會成果 

學年度 活動名稱/主題 日期 活動方式 參加對象 人數 
經費

來源 

金額 

（單

位：仟

元） 

101 

「 2013 第十一

屆全球／在地趨

勢與變遷」研究

生論文研討會 

102 年 6

月 5 日 

研究生論

文研討會

（論文發

表） 

大學校院社會科學

相關系所的教師及

研究生、以及關心全

球/在地趨勢議題之

各界人士 

60 人 
本校

預算 
2 萬元 

跨文化對話：亞

太社會發展的未

來國際學術研討

會 

102 年 3

月 25-27

日 

國際學術

研 討 會

（專題演

講、論文

發表等） 

國內外大學校院社

會科學相關系所的

教師及研究生、以及

關心亞洲未來議題

之各界人士 

200 人 
本校

預算 
20 萬元 

102 

「2014 第十二屆

全球／在地趨勢

與變遷」研究生

論文研討會 

103 年 6

月 6 日 

研究生論

文研討會

（論文發

表） 

大學校院社會科學

相關系所的教師及

研究生、以及關心全

球/在地趨勢議題之

各界人士 

60 人 
本校

預算 
2 萬元 

「The Right 

Livelihood 

College」檳城工

作坊 

103 年 3

月 31 至

4月 1日 

國際工作

坊 

本所與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世界未來學

研究聯盟、馬來西亞

非營利組織 Think 

City、馬來西亞的

「The Right 

Livelihood College」 

100 人 
本校

預算 
20 萬元 

活力城市、閃亮

未來：永續城市

未來論壇工作

坊」 

103 年 5

月 21 至

5 月 24

日 

國際工作

坊 

本所與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

共同舉辦 

100 人 
自籌

款項 
-- 

103 國際學術研討會 

104 年 3

月 19 日

至 20 日 

國際學術

研 討 會

（專題演

講、論文

發表等） 

國內外大學校院社

會科學相關系所的

教師及研究生、以及

關心亞洲未來議題

之各界人士 

150 人 
本校

預算 
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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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4】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實習辦法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實習要點 

98.06.16 未來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3.3.13 未來學研究所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  

 

一、為強化學用合一，拓展學生畢業後專業運用，強化學生就業能力，依本校學 

    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規則，訂定本要點。 

 

二、實習目標 

(一)學習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以培養研究能力及應用未來學的專業能力。 

(二)培養並提升對專業實務的評估能力。  

(三)利用實習協助論文寫作；包括議題之啟發及資料蒐集等。 

(四)累積實務工作經驗，拓展社會網路，以為未來就業準備。 

   

三、實習內容 

(一)機構組織與功能之認識。 

(二)未來學專業知識的認識與運用，學習與認同。  

(三)未來學在專業團隊中實際運作情形的瞭解、參與。         

   

四、實習期間、時數及學分及上課方式 

(一)實習課開設於研二上學期，實習時間訂於實習課開學前的暑假，實習總

時數不得少於七十二小時。  

(二)實習學分計算為二學分。 

(三)在職學生提出修課期間在職工作證明，得免修習此實習課程。 

 

五、實習安排  

(一)實習生依其興趣選定實習方向，並與學校督導（任課老師）討論後，擬

出初步實習計畫，並經實習委員會認可，並於四月底前確定實習機構，

並於一週內繳交實習計畫書。  

 

「2015 第十三屆

全球／在地趨勢

與變遷」研究生

論文研討會 

104 年 6

月 5 日 

研究生論

文研討會

（論文發

表） 

大學校院社會科學

相關系所的教師及

研究生、以及關心全

球/在地趨勢議題之

各界人士 

60 人 
本校

預算 
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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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委員會由本所三名以上老師組成，所長為召集人，並指定常務委員

一名負責實習之相關事務。 

(三)由本校發公函至實習機構。 

 

六、實習學生的職責  

(一)主動與所欲前往實習之機構聯絡，草擬實習計畫，並與學校督導討論。 

(二)接受實習委員會審查的結果。 

(三)依實習計劃實際執行。 

(四)接受學校及機構的督導。 

(五)繳交實習作業。 

 

七、學校督導（任課老師）的職責 

(一)協助實習學生實習計畫的擬定與機構的選擇。 

(二)與實習學生、實習機構共同討論實習相關事宜。 

(三)提供實習學生個別或團體督導 

(四)評閱實習作業。 

(五)與機構保持聯絡。 

(六)評量學生的實習成績。 

 

八、實習機構  

(一)實習機構之選擇，應以以下相關機構或團體為原則： 

1、以長程研究為導向之研究機構； 

2、行動團體或非政府組織； 

3、智庫； 

4、專業組織團體。 

5、企業機構 

(二)機構之督導，得聘請機構主管或相當程度之人員擔任之。 

(三)機構督導協助實習學生實習計畫的擬定及執行，並提供實習學生個別或

團體督導及評量學生的實習成績。 

(四)為落實實習之目標，並確保實習研究生合法地位，本所得與各機構訂立

實習備忘錄，闡明雙方之要求條件及實習相關事宜，本所並應對機構之

實習督導人員發給聘函。 

 

九、實習評量  

(一)本所於開始實習時，函寄實習評量表，請機構督導填覆。 

(二)實習成績由學校督導與機構督導分別評量，各佔百分之五十。 

 

十、本要點經未來學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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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5】 101 至 103 學年度實習發表會一覽表 

年度 發表會名稱 參加人數 

101 年 
時光隧道-領你遇見不一

樣的未來 
66 

102 年 未什麼? 50 

103 年 跳躍形塑新未來 80 

 

【附錄 3-3-6】101 至 104 學年度新生說明會一覽表 

年度 參加人數 

101 年新生說明會 20 

102 年新生說明會 20 

103 年新生說明會 22 

104 年新生說明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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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4-1】未來學研究所歷年畢業生論文清冊  

項

次 
姓名 論文題目 英文論文題目 

指導 教

授 

畢業    

年度-月份 

01 柯伊玲 

外籍新娘婚姻願景

轉變之研究─以在台

的「越南新娘」為例 

A Study of Transition in 

Foreign Brides’ Marital 

Visions: the Example of 

"Vietnamese Brides" in 

Taiwan 

陳瑞貴 2004-06 

02 徐台玲 

以未來學觀點詮釋

兒童遊戲注入教育

的劇情發展－分析

國小三年級學童之

圖畫與文字 

A Study on Child’s Play in 

Education by Futures 

Studies 

陳瑞貴 2004-06 

03 蔡明穎 

分析社會網路的應

用與建構－以台灣

地區人壽保險從業

人員從業網路為例 

The Appl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s:A Case Study of 

Life Insurance 

Underwriters''Bussiness 

Networks in Taiwan 

馬財專 2004-06 

04 廖耆煬 

台灣產險業在中國

產險市場之願景與

策略研究：以富邦金

融控股公司為例 

The Research of Taiwan's 

Property-Liability Industry 

Vision and Strategy in 

China Non-Life Insurance 

Market：A Case Study for 

Fubon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陳瑞貴 2005-06 

05 吳裕勝 

探索消費文化趨勢

中的老街：以淡水老

街為例反思文化產

業未來意象 

Exploring the Old Street's 

Consumption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amsui and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Image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陳國華 2005-06 

06 方勇達 

宜蘭縣休閒農業未

來發展策略之劇情

分析 

The Scenarios Study for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Recreational 

Agriculture in I-Lan 

County 

陳建甫 2005-07 

07 施孟君 
全球化下上海銀行

業人力資本形成 

The Global Formation 

Processes of Human 

Capital within Shanghai's 

Banking Industry. 

鄧玉英 

陳國華 
2005-07 

08 劉玉儀 

兒童眼中未來圖象

之初探－一個台北

市國小的個案分析 

Exploring Children's 

Images of the Future ―A 

Case Study of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ity 

陳國華 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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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詹百琳 

綜合型量販店群聚

的影響因素之研究

－以大台北地區為

例 

The Study on the 

Influential Cluster of 

General Merchandise 

Store：The case of the 

Taipei Metropolis 

陳瑞貴 2006-05 

10 黃健銘 

消費者個人特質、生

活型態與數位家庭

接受度關係之研究-

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Life Style 

and Digital Home 

Acceptance–the Case of 

Taipei Metropolis 

陳瑞貴 2006-06 

11 林  澂 

非師範體系國小教

育學程未來願景之

探究—以 D 大學為

例 

A Study on the Vision of 

the Program of Elementary 

Teacher Education in 

non-Teachers' College -- 

the Case of D University 

陳瑞貴 2006-06 

12 游竹麒 

網路社會之未來意

象建構：以台灣 MSN 

Messenger 即時通訊

為例 

Creating Future Images in 

Cybersociety: Using of 

MSN Messenger in Taiwan 

陳瑞貴 2006-06 

13 羅兆婷 

檢視外籍勞工在台

灣的污名現象：以高

捷泰勞抗爭事件為

例 

The Stigmatization of 

Foreign Worker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Thailand Worker 

Incidence in Kaohsiung 

紀舜傑 2006-07 

14 李長潔 

從邊緣到中心︰解

析與重構性別關係

中的社會價值 

From Periphery to 

Centre：destruct and 

reconstruct the gender 

relations of the social 

values 

陳國華 2006-08 

15 陳明侖 

越籍配偶的家生活

與重構－以屏東縣Y

鄉為例 

The Daily Life of 

Vietnamese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Home” 

－ A Case Study in 

Pingtung County 

鄧建邦 2007-02 

16 廖韻雯 

「窩」在那兒？淡水

地區大專院校女同

志生活風格之自我

展演 

The life styles of university 

lesbians among different 

accommodation choices in 

Tamshui area 

鄧建邦 2007-07 

17 李銘濬 
數位家庭於老年生

活之影響與應用 

The Effects and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Home for Aging Life Style 

紀舜傑 2007-06 

18 廖紫勳 

瑜珈涉入、生活型態

與瑜珈體驗意願關

係之研究－以大台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Yoga 

Involvement, Life Style 

陳瑞貴 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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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區為例 and Yoga Experience 

Intention: the Case of 

Taipei Metropolis 

19 王正誼 

從臺北文化體育園

區看都市企業主義

的適用性  

The Adaptation of Urban 

Entrpreneurialism: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omplex 

Dome 

紀舜傑 2007-07 

20 徐志杰 
台灣數位音樂產業

未來意向之研究 

A Study on Intention of 

Digital Musical Industry in 

Taiwan 

陳瑞貴 2007-07 

21 羅斐文 
建構未來世代理想

之教育圖像 

Constructing Alternative 

Images of Educa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陳國華 2007-07 

22 陳弘智 
論未來學預測的實

踐意涵 

On the Practice 

Implications of Prediction 

in Future Studies 

林遠澤 2007-07 

23 裴于雯 

 

非關婚姻：同居生活

的家庭與家人之未

來展演 

Beyond Marriage: 

Exploring the Emerging 

Images of Cohabitation and 

Family 

陳國華 2008-01 

24 李佳玲 
台灣高齡化社會下

的未來退休圖像 

Exploring alternative 

futures of retirement for the 

aging Taiwanese society 

陳國華 2008-01 

25 黃逸旻 

全球在地化運動產

業之消費者行銷策

略與未來趨勢 -SBL

台灣超級籃球聯賽

個案研究 

Trends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a Glocalized 

Sports Industry-A Case 

Study of Super Basketball 

League in Taiwan 

陳國華 2008-06 

26 林啟文 
巴拿馬整體發展之

替代性未來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Panama's Systematic 

Development 

陳國華 

蘇哈爾 
2008-06 

27 林筠婕 

高等教育機構創新

資本對組織績效影

響之未來圖像：以 T

大學為例 

The Effect of Innovative 

Capital on th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uture Images of T 

University. 

陳瑞貴 2008-06 

28 許哲儒 

從經營者安全認知

探討營業場所公共

安全需求之未來圖

像 

Future Images of Public 

Safety Demand in Business 

Place Based on Operator’s 

Safety Cognition 

陳瑞貴 2008-06 

29 劉自誠 
未來學時間概念之

哲學思考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ime 

concept in Future Studies. 

陳瑞貴 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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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江惠如 

多元文化下臺灣客

語之保存與展現：以

行政院客委會推廣

之客語生活學校為

例 

The Preserv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Hakka 

Language in Multicultural 

Taiwan: An Analysis on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Promotion of Hakka 

Language School 

紀舜傑 2008-07 

31 葉人豪 

生態工作假期的建

構、展演、與實踐－

以陽明山生態工作

假期為例 

The construction of 

Eco-Working Holiday－A 

case study of the Grass 

Mountain 

賴嘉玲 2008-08 

32 彭雪莉 

越南新移民女性的

跨國遷移與勞動參

與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of Vietnam Bride 

Immigrants in Taiwan. 

鄧建邦 2008-08 

33 林欣潔 

分隔兩地家庭型態

的抉擇：以中國台籍

幹部女性配偶為例

的分析 

New Female Role in 

Separated Family: The 

changing profile and 

choices of female spouse 

staying in Taiwan 

鄧建邦 2008-08 

34 廖珮君 
建構淡水創意城市

未來圖像 

Constructing Future 

Images of the Creative City 

of Tamsui 

紀舜傑 2009-02 

35 田思維 
解析「搜主義」下的

網路消費意象 

Exploring Trends and 

Alternative Images of 

Virtual Consumption 

陳國華 2009-02 

36 李泰叡 

網路與運動休閒社

群未來之研究：以大

型重機團體為例 

The research of Internet 

and Sport Leisure 

Groups-A case study of 

Heavy Motorcycles Group 

紀舜傑 2009-06 

37 劉佳玟 
旅遊圖像的製造：以

旅遊圖文書為例 

The Making of Travel 

Image: A Case Study of the 

Pictorial Travel Books 

賴嘉玲 2009-06 

38 陳諭瑩 

探索審議式民主與

社區願景建構之可

能意義─以淡水社區

大學 21 世紀地方議

程工作坊為例 

Exploring Reflexive 

Meaning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n Building 

Visions of Community-A 

Case study of Workshop 

for Agenda 21 in Tamsui 

Community 

陳建甫 2009-06 

39 吳崇德 

 

地方政府與 NGO 互

動之未來圖像：以台

北市為例 

The Future Image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NGO: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ity 

紀舜傑 2009-06 

40 郭玟婷 

 

女性退休休閒生活

的未來圖像 

The Future Images of 

Female Retiring Leisure 

Life 

陳瑞貴 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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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詹小玫 
建構女性終身學習

的未來圖像 

Exploring Plausible 

Futures of Adult Female''s 

Learning 

陳國華 2010-01 

42 周雅玲 
寵物的社會意義與

可能未來 

The Changing Social 

Meanings of Pets and Their 

Alternative Futures 

宋玫玫 2010-06 

43 魏明如 

中國大陸珠三角地

區不同世代台商跨

界流動經驗之比較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Generational Changed: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the Perl River Delta area 

鄧建邦 2010-06 

44 楊鈞宇 

伊東豐雄的台中大

都會歌劇院─談全球

城市藝文之夢的織

造 

Toyo Ito’s Taichung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On the Realization of 

Global Cities’Dreams on 

Arts and Humanities 

賴嘉玲 2010-06 

45 黃貫書 

綠色行銷對消費者

購買意願影響之未

來圖像─以綠色咖啡

館為例 

The Effect of Green 

Marketing on the 

Consumer’s Purchasing 

Intention─ The Case of 

Images for Green Coffee 

Shop 

陳瑞貴 2010-06 

46 湯夢蝶 
數位原生世代之未

來學習圖像探索 

Exploring Future Images of 

Learning for Digital 

Natives 

陳國華 2010-06 

47 李意婷 

雲林縣北港鎮地方

文化產業發展之未

來圖像 

The Future Im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al Industry of 

Beigang Town, Yunlin 

County 

紀舜傑 2011-01 

48 曹嫚玲 
網路科技對聽障者

人際網絡的影響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on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 of 

Deaf People 

鄧建邦 2011-07 

49 莊于霆 

未來學領域學生未

來化思考方式之探

究 

Futures Thinking of the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Futures Studies 

宋玫玫 2011-07 

50 黃韋豪 

加入慈濟基金會對

台資企業社會責任

之影響─以大上海台

資製造業為例 

The practi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zu-chi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rea 

鄧建邦 2011-06 

51 吳仁偉 

虛擬社群人際互動

模 式 之 探 討

─Facebook 為例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of Virtual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Facebook 

陳國華 2011-06 

52 吳姿瑩 
國小學童的未來關

鍵能力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deal Key 

Competencies for the 

Future :From the 

宋玫玫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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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53 林方凱 

從「一個馬來西亞」

政府轉型計劃看馬

來西亞族群關係之

未來 

The Futures of Malaysia’s 

Ethnic Relations: The Case 

of “One Malaysia”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Plan 

紀舜傑 2011-07 

54 彭筱婷 

凝視「台北 101」：

消費者與觀光客的

實踐 

Gazing Taipei 101: The 

Practices of Consumers and 

Tourists 

賴嘉玲 2011-06 

55 陳馨平 從成語看時間觀 
Exploring Time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Idioms 

紀舜傑 2012-01 

56 邱則堯 
大型活動志工參與

動機之研究 

A Different Type of 

Volunteers ? A Case Study 

on Volunteer Experiences 

of 2010 Taipei International 

Flora Exposition 

鄧建邦 2012-01 

57 簡健威 

品牌形像對消費者

購買意願之影響—

以 F 人壽為例 

The Effect of Brand Image 

on the Consumer’s 

Purchasing Intention-The 

Case of F Insurance 

Company 

陳瑞貴 2012-01 

58 賴彥志 

社會企業在台灣的

運作—以大誌雜誌

為例 

Social Enterprise in 

Taiwan-A Case Study on 

"The Big Issue" 

鄧建邦 2012-06 

59 陳彥儒 
單身女性流動家的

意涵 

The Ideal Home of Single 

Women 
陳瑞貴 2012-06 

60 盧裕文 

複合式餐廳經營策

略與消費者體驗滿

意度之關聯性研究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usiness 

Strategy and Consumer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of 

Combinative Restaurant 

陳瑞貴 2012-06 

61 謝承軒 

理想與現實衝擊之

後—七年級生的工

作價值探討 

Ideals and Realities – A 

Study of the Work Value of 

80s Generation 

陳瑞貴 2012-06 

62 吳淳萁 

從聊天到「牽手」：

探討網路愛情觀與

婚姻觀 

On-line Chatting to Real 

Love: The Value of Love 

and Marriage on the 

Internet. 

陳國華 2012-06 

63 劉又嘉 

 

影響未來高齡者生

活品質的社會支持

網絡 

Constructing Alternativ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Coming Aging 

Cohort 

陳國華 2013-01 

64 楊遠隆 
身體意象與醫學美

容之相關研究 

A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Image and 

Medical Cosmetic 

陳瑞貴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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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詹雅安 

整合性行銷溝通對

消費者知覺價值與

購買意願之研究－

以平價服飾為例 

A Study of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on Consumer's Perceived 

Valu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 The Case of 

Budget Fashion 

陳瑞貴 2013-06 

66 魏廷茹 

已婚女性的工作與

家庭處境－以直接

服務社工人員為例 

Married Women’s Work 

and Family Situation - 

Using Direct Service Social 

Workers as Examples 

彭莉惠 2013-06 

67 吳亞倩 
從偶像劇探索台灣

女性未來意象 

Exploring the Future 

Images of Taiwanese 

Women through TV Drama 

紀舜傑 2013-06 

68 林昭儀 

我刺故我在： 

刺青者認同的轉變

與未來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ttooers’ Identies and 

their Futures 

鄧建邦 2013-06 

69 蕭惠之 

全球化下的華語學

習潮  --- 以在台外

籍生為例 

Mandarin Learning in 

Globalization-Take the 

foreign students in Taiwan 

as example 

陳瑞貴 2013-06 

70 林凱鈞 
創齡」：探討志工之

經驗與未來圖像 

Active Ageing”: Exploring 

the volunteers’ experience 

and future image. 

陳國華 2013-01 

71 傅浧瑄 

現代塔羅牌中的未

來意象：以萊德偉特

塔羅牌為例 

Exploring the Future Image 

of Modern Tarot Deck – A 

Case Study of Rider Waite 

Tarot Deck 

紀舜傑 2013-01 

72 翁映婷 
打工換宿的當代體

驗與未來 

Work in Exchange for Free 

Accommodation in Taiwan 

and its Futures 

鄧建邦 2013-01 

73 蘇志濤 

環境保護運動的未

來想像：以台灣與香

港為例 

Future Imag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陳建甫 2013-01 

74 邱懷瑤 

人工伴侶未來狂想

---從 ACG 迷的觀點

出發 

Futures Rhapsody of  

Artificial 

Companions---Starting 

from Perspectives of 

A.C.G. Addicts 

宋玫玫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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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趙威翔 
青年參與環境議題

對社會永續之影響 

The Impact of Societal 

Sustainability from Youth’s 

Involvement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陳國華 2014-06 

76 張暐欣 

探索科幻電影中的

未來意象：科幻影迷

的未來想像 

Exploring Future Images of 

Sci-Fi Movies：Insights of 

Sci-Fi Fans’ Future 

Imagination 

陳國華 2014-06 

77 彭曼甄 
台灣流行歌手形象

塑造之未來圖像 

The Future Imag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Pop Singer 

陳瑞貴 2014-06 

78 呂惠敏 

從「人間條件五」論

中年男子之自我價

值觀 

Discussion on Self-Value : 

A case study on drama 

[Ren-Jian series No.5] 

紀舜傑 2015-01 

79 陳易祥 
威權領導轉型之多

層次因果分析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紀舜傑 2015-01 

80 陳俞伶 

文化創意商品的未

來圖像—以消費者

情緒的角度探討 

The Future Images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A Study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Emotion 

陳瑞貴 2015-06 

81 楊奇翰 

運動主題餐廳的未

來圖像—從消費者

購買意願觀點探討 

The Future Images of the 

Sport-themed 

Restaurant—A Study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陳瑞貴 2015-06 

82 蔡念芯 
扮裝的越域─台灣

女性的裝扮轉變 

Transgression of 

Dressing-up: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Females 

Dressings 

陳國華 2015-06 

83 林育旻 
從淡水河預見淡水

新意象 

Developing Future Images 

of Tamsui City from 

Tamsui River 

陳國華 2015-06 

84 廖月伶 
婚與不婚:論婚姻本

質與婚姻未來 

To Marry or Not to Marry: 

On the Essence of Marriage 

and Marital Futures 

陳建甫 2015-06 

85 廖麗鏵 

新移民女性的創新

適應者現象——以

台灣新移民文化交

流協會成員為例 

Social Remittances of New 

Immigrant and Their 

Future Imagine- Case 

Study of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of 

Taiwan New Immigrants" 

鄧建邦 2015-06 

86 劉薇蓮 
高成就女性眼中的

婚姻未來 

The Futures of marriage in 

eyes of  achievement  

women 

宋玫玫 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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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4-2】淡江大學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規則 

淡江大學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規則 

96.05.11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6.05.31 室秘法字第 0960000022 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確保本校碩、博士生論文品質，特訂定「淡江大學研究生論文

指導教授遴聘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      

訂定之。 

第三條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

訂定之。 

第四條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論文指導教授。 

第五條    論文指導教授至多二人，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之。若經系、所主管同

意，亦得商請本校兼任、榮譽、約聘、客座教師或校外教師、專家

學者擔任，但校外教師、專家學者，須與本校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第六條    論文指導教授每學年以指導五名研究生為原則，但設有碩、博士班之

系、所可指導六名，設有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之系、所可指導七

名，設有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之系、所可指導八名，設

有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之系、所可再加一名，前述可指導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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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名為限，若有二人共同指導者，以半個名額計算。 

第七條    因故終止指導關係時，研究生應以書面向所屬系、所申請更換指導教

授，經原指導教授、新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主管同意簽章後送教

務處備查。 

第八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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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7-1】101-104 年本所境外生資料及擔任教學助理工作情形 

姓名 性別 國籍 
入學/畢業

年度 

是否擔任教

學助理 

指導 

老師 

蘇志濤 男 香港 99/102 是 陳建甫 

廖麗鏵 女 馬來西亞 100/103 是 鄧建邦 

胡佳敏 女 蒙古 101 否 無 

歐德曼 男 德國 103 否 陳瑞貴 

瑞卡多 男 德國 104 否 無 

安利 男 義大利 104 是 無 

【附錄 3-7-2】本所所學會辦理活動實施表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對象 參與人數 

2009.08.31 新生說明會 未來所所師生 20 

2009.09.30 系上烤肉會 未來所所師生 40 

2009.12.25 聖誕聯誼會 未來所所師生 40 

2010.03.26-28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未來所所師生 70 

2010.08.31 新生說明會 未來所所師生 20 

2010.11.02 學生實習成果展 未來所所師生 60 

2011.03.27-29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未來所所師生 75 

2011.09.30 新生招生說明會 未來所所師生 17 

2011.11.05 學生實習成果展 未來所所師生 70 

2011.12.26 聖誕聯誼會 未來所所師生 45 

2012.04.26-27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未來所所師生 70 

2012.08.31 新生招生說明會 未來所所師生 20 

2012.11.06 學生實習成果展 未來所所師生 63 

2013.6.26-27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未來所所師生 80 

2013.12.12 新生招生說明會 未來所所師生 30 

2013.12.10 學生實習成果展 未來所所師生 75 

2014.12.09 新生招生說明會 未來所所師生 80 

2014.12.09 學生實習成果展 未來所所師生 50 

2015.12.25 聖誕聯誼會 未來所所師生 45 

2015.03.19-20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未來所所師生 80 

2015.09.09 新生招生說明會 未來所所師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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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1-1】101-104 學年度本所教師學術研究成果一覽表 

陳國華－副教授兼所長 

（一）其它機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起迄年月 
計畫擔任的工

作 

經費 

總額 

MOD-Transmission of Tacit 

Skills in East Asian 

Graduate Science 

Programs ,NSF, US 

2013/1/1- 

2016/12/31 

Country 

Coordinator 
 

教育學院重點研究計畫: 

台灣高中生年輕世代之未

來意識研究 

2014/8/1- 

2015/7/31 
子計畫主持人  

淡江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子

計畫六：千里眼見錦添五未 
104-105 學年度 共同主持人  

（二）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及專書論文： 

   2015  Chen, Kuo-Hua. Linking Metaphors of the Future with Socio-cultural Prospects 

         Among Taiwanese Young Students. Futures.(Forthcoming, SSCI Journal). 

2015 陳國華，洞悉社會未來的四種分析取向，收錄於陳國華編著，社會未來，台

北：翰蘆出版。 

2014 陳國華，如何研究未來，收錄於鄧建邦等編著，未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

頁：5-36，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華立圖書。 

2014  Kumpe, Tim and Kuo-Hua Chen.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Wiser Futures: 

Sino-Africa Relations and Futures of Afric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19(2):  

   2013  Aguilar, S.M., M.A. Ynalvez, J.C. Kilburn, N. Hara, K. Chen and Y. K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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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East Asian Scientists: Does Cosmopolitanism in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Scientific Conference 

Attendance Matter?”, Asia-Pacific Social Science Review, 13(2):41-62 

2012  李培元、陳國華：氣候變遷議題的建構與實踐，法政學報 24：134-163。 

2011  Chen, Kuo-Hua. “Creating Futures Movement One Step at a Time.” Journal of 

Futurtes Studies. 16(2):143-144. 

2011  Chen, Kuo-Hua. “Creating the Future.” Futures. 43:607-609. (SSCI Journal). 

2011  Chen, Kuo-Hua. “Futures Studies in Asia Pacific: the case of Taiwan,” 

Ekonomiaz: The Basque Journal on Economics. 76:124-143.  

2010.  Hara, Noriko, Hesham Alsarhan, John Kilburn, Marcus Ynalvez, Ruby Ynalvez, 

Kuo-Hua Chen. “Learning Tacit Knowledge in Life Science Graduate Programs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7(1):1-5. 

 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5  Chen, Kuo-Hua. “Nurturing Learning Capacity for Sustainable Futures:  

A Multi-Methods Approach.”Futures Studies Tackling Wicked Problems: 

Where Futures Research, Education and Action Meets. 11-12 June, Turku, 

Finland. 

2015  Chen, Kuo-Hua and Pei-Yuan Li.  “Narrating Metaphors of the Future with 

Emerging Social Values from Taiwanese Youth.”Isomorphic Futures of Youth in 

Taiwan and Korea.  April 28th, 2015, STEPI, Sejong City, Republic of Korea. 

2014  Chen, Kuo-Hua. “Educational Futures and Soc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The 21
st
 Century Human value Forum, July 3-6, Andong, South Korea. 

2013  Kumpe, Tim and  Kuo-Hua Chen.“Toward the Creation of Wiser Futures: 

Sino-Africa Relations and Futures of African Development,” November 9-10.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2011  Aguilar, Susan Marie, M. Ynalvez, J. C. Kilburn, N. Hara, K. Chen, Y. Kamo. 

2011.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in East Asian Research System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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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貴－副教授 

（一）科技部（國科會）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科技部(國科會)計畫編號 
起迄年月 

計畫擔任的工

作 
經費總額 

改善創新品質績效的願景領導

策:NSC101-2410-H-032-005- 
2012/08/01-2013/07/31 主持人 NT$326,000 

根據創造力指標評選創新性大

學型態 MOST 

104-2410-H-032-042 - 

2015/08/01-2016/07/31 主持人 NT$558,000 

（二）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論文： 

2015 Chen, J. K., & Chen, I. S..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for the 

Taiwanese Information Electronic Indust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 9(1), 88-107. (SSCI, IF: 0.60(2013) Ranked C by ERA2010, ARC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5 Chen, I. S., Chen, J. K., Padró, F. F. (June 2015). Critical Quality Indicators (CQIs) 

of Higher Educatio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xcellence. (SSCI, 

      Neo-Durkheimian Perspective," 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S) 

annual meeting, November 2-5, Cleveland, Ohio, USA. 

2011  Chen, Kuo-Hua Chen. “Bridging Alternative Fu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Future 

Society: WorldFuture 2011 Moving from Vision to Action. July 8-10, 2011, 

Vancouver, BC, Canada. Hara, Noriko, Hesham Alsarhan, John Kilburn, Marcus 

Ynalvez, Ruby Ynalvez, Kuo-Hua Chen.  

2010. “Learning Tacit Knowledge in Life Science Graduate Programs in Taiwan.” ASIST 

2010, October 22–27, Pittsburgh, P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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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0.59(2013) Ranked B by ERA2010, ARC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3 Chen, J. K., & Chen, I. S. (2013). Don’t Worry, I’m With You: Can Visionary 

Leadership Release Neurotic Employees for More Perceived Innovative 

Interactions? Innovation: Management, Policy & Practice, 15(2), 215-223. (SSCI, 

IF: 0.529(2012) Ranked C by ERA2010, ARC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3 Chen, J. K., & Chen, I. S. (Sep. 2013). A Theory of Innovation Resource Syner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15(3), 368-392.  (SSCI, IF: 0.529, 

5-yrs IF: 0.734 (2012) Ranked C by ERA2010, ARC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3 Chen, I. S., & Chen, J. K.. Present & Future: A Trend Forecasting and Ranking of 

University Type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rom an Intellectual Capital 

Perspective. Quality & Quantity, 47(1), 335-352. (SSCI)  

2012  Chen, J. K.*, & Chen, I. S. (Dec. 2012). An Inno-Qual Performance System for 

Higher Education. Scientometrics, 93(3), 1119-1149. (SSCI, SCI) 

2012  Chen, J. K, & Chen, I. S. A Network Hierarchical Feedback System for 

Taiwanese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Applied Soft Computing, 12(8), 2394-2408. (SCI)  

2012  Wu, H. Y., Chen, J. K., & Chen, I. S. Ways to Promote Valuable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Capital Assessment for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Quality & 

Quantity, 46(5), 1377-1391. (SSCI, SCI)  

2012  Chen, J. K., & Chen, I. S. Creative-oriented Personality, Creativity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Level Enhancement. Quality & Quantity, 46(5), 

1625-1642. (SSCI, SCI)  

2012  Chen, J. K., & Chen, I. S. Critical Creativity Criteria for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Effect among Dimensions into Account. 

Quality & Quantity, 46(4), 1057-1075. (SSCI, SCI) Ranked B by ER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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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2  Chen, I. S., & Chen, J. K.. Creativity Strategy Selection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Quality & Quantity, 46(3), 739-750. (SSCI, SCI)  

2012  Chen, J. K. The Assessment of Vision Re-creation Indices for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n Taiwan: A Hybrid Fuzzy Model Approach. Measurement, 45(5), 

909-917. (SCI)  

2012  Wu, H. Y., Chen, J. K., & Chen, I. 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ircraft 

Maintenance Staff Using a Fuzzy MCDM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8(6), 3919-3937. (SCI) 

2012  Wu, H. Y., Chen, J. K., Chen, I. S., & Zhuo, H. H.. Ranking Universities Based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y a Hybrid MCDM Model. Measurement, 45(5), 

856-880. (SCI) 

 專書文章： 

   2015 陳瑞貴 弔詭思考。社會未來，台北：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2014 陳瑞貴 未來學理論。 未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台北：華立圖書。 

 一般文章： 

   2015 陳瑞貴 把你的構想傳播出去－跟 TED 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 導讀. 一流

讀書人，淡江時報，期 957，20150309。 

   2015 陳瑞貴 分裂的全球 導讀. 一流讀書人，淡江時報，期 956，20150302。 

2014 陳瑞貴 晚退休時代 導讀. 一流讀書人，淡江時報，期 953，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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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ail Inayatullah-訪問研究員 

（一）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及專書論文： 

 “The Alternative futu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iosaline Agriculture,” 

Foresight (Vol. 16, No. 5, 2014), 389-409. 

“Strategic foresight: how planning for the unpredictable can improve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aluation (Volume 29, Issue 9, 

p531–541, September 2014) (with Carly Cook, Mark Burgman et al) 

“Visions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Asia,” Futures  (Vol. 60, 2014), 1-13 (with 

Song). 

“Augmented reality, the Murabbi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lternative fu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sia,” On the Horizon (Vol. 22, No. 2, 

2014), 110-12 

“Gaming the Future – Playing the Sarkar Game,”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Vol. 18, 

No.1, 2013), 1-12. 

 “Alternative futures of Brac University,” On the Horizon (Vol. 21, No. 4, 2013), 

275-285 (with Ahmed, Alam, Davis and Hashemi). 

“Learnings from Futures Studies: learnings from Dator,”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Vol. 18, No. 2, 2013), 1-12. 

 “Ehealth scenarios and visions for Bangladesh,” Foresight  (Vol. 15, No. 3, 2013), 

177-189. 

“The Futures of Policing: going beyond the thin blue line”, Futures (Vol. 49, 2013), 1-8. 

 “Three futures of the Arab Spring – a macrohistorical analysis” East West Affairs (Vol. 

1, No. 2, April-June, 2013), 49-64. An earlier version appeared in “Using 

macrohistory to analyse the alternative futures of the Arab Spring,” Whitehead 

http://www.cell.com/trends/ecology-evolution/issue?pii=S0169-5347%2814%29X0009-1


 

 

 
178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ring, 2012, 

http://blogs.shu.edu/diplomacy/). And a much earlier version appeared in “The 

Arab Spring: What’s Next,” World Affairs (Vol 15, No 3, 2011), 36–41.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in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Vol 17, No. 2, 

December 2012,  111-124). 

“Humanity 300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forecasting 

the long-term),” Foresight (Vol 14, No. 5, 2012), 401-417. 

 “Alternative Scenarii for Asia,” World Affairs (Vol. 16, No. , 2, Summer, 2012), 37–

51.  

 “University futures: Wikipedia University, Core-periphery reversed, Incremental 

Managerialism or Bliss for all,” On the Horizon, (Vol. 20, No. 1, 2012), 84–91.  

“A method for buil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in emerging coastal 

cities,” Futures (Vol 43, No. 7, 2011), 673–679 (with Tim Smith, Phillip Daffara, 

Kevin O’toole, Julie Mathews, Dana Thomsen, John Fien and Michelle 

Graymore).  

“Islamic Civilization in Transition: Creating a Postwestern civilization,” Jurnal Global 

& Strategis (Vol. 5 Th. 2, June-December 2011), 103–117.  

“Transformative foresight: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 leads the way,” Futures (Vol. 44, 

2012), 36–45 (with Ellisha Nasruddin and Reevany Bustami).  

 “Global transitions and Asia 2060,” Futures (Vol. 44, No. 3 March 2012).  

 “City futures in transformation: emerging issues and case studies” Futures (September 

Vol. 43, 2011), 654–661.  

 CHAPTERS IN BOOKS 

“The Alternative futures of the Arab Spring: a macrohistorical analysis,” in Abdelilah 

Bouasari and Uzi Rabi,” Lost in Translation: forgotten approaches to the A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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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forthcoming, London, Routledge, 2014). 

“Futures studies: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Fernando Gutierrez Junquera, ed., There’s a 

future: Visions for a better  world. Madrid, BBVA, 2013, 36-66. 

https://www.bbvaopenmind.com/wp-content/uploads/2013/03/03_estudios_futur

o1.pdf 

“Masini: se requiere un pueblo par levantar el futuro (Masini: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the future),” in Antonio Alonso Concheiro and Javier Medina Vasquez, eds. , 

Eleonora Masini and Futures Studies (Alma de los studios de los futures) , 

Mexico, Javier Barros Sierra, 2013, 323-328. 

http://advantyx.net/JBS/wp-content/uploads/2012/12/CD-Eleonora-Masini.pdf 

“El persamiento prospective como herramienta de transformacion,” in Enric Bas and 

Mario Guillo, eds., Prospective e Innovacion, Madrid, Plaza y Valdes Editores, 

2012, 113-154 (in Spanish). 

 SELECTED REPORTS 

“The Social Futures of Asia,”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Policy Horizons Canada, 

Government of Canada, November 2014.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can Malaysian universities meet the challenge,” Ministry 

of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Malaysia, April 2014 (with Ivana Milojevic). 

“Transforming the fu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sia,”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Malaysia, April, 2013 (with Ivana Milojevic). 

“The Futures of ICBA: Visions and Strategies,”  Office of th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iosaline Agriculture, Dubai, 2012. 

“BRAC University futures,” Office of the Vice-Chancellor, BRAC University, Dhaka, 

Bangladesh, June 2012. 

“Alternative Futures of Malaysian Universities,”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bbvaopenmind.com/wp-content/uploads/2013/03/03_estudios_futuro1.pdf
https://www.bbvaopenmind.com/wp-content/uploads/2013/03/03_estudios_futuro1.pdf
http://weebly-file/7/7/3/2/7732993/eleonora_masini_325-330_inayatullah.pdf
http://advantyx.net/JBS/wp-content/uploads/2012/12/CD-Eleonora-Masin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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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of Malaysia, November 1, 2012. 

“E-Health Scenarios and Visions for Bangladesh,” Bangladesh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ealth, Bangladesh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pril 2012 

(with Ali Shah) 

 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4 Government of Canada,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on the social futures 

of Asia (October). 

2014 Institute for the Near East and Gulf Military Analysis on ageing societies and 

youth futures (with Ivana Milojevic) (August). 

2014  Ministry of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Malaysia on governance and Malaysian 

Universities (with Ivana Milojevic) (April). 

2013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Malaysia on the alternative futures 

of Malaysian Universities (May).  

2012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Biosaline Agriculture, Dubai on Strategic foresight 

and water futures (November). 

2012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Malaysia on the futur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Malaysian Universities (Sponsored by the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hip Academy - AKEPT). 

2012  BRAC University of visions and strategies for BRAC University, Dhaka, 

Bangladesh (September). 

2011  Ministry of Health, Government of Bangladesh on e-health scenarios for 

Bangladesh. The project was funded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ugust). 

 工作坊 (WORK SHOP) 

2014 Workshop facilitator, Bluescope Steel, Melbourne, Decembe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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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hop facilitator, UNHCR, Geneva, Switzerland, November 18-19 

      Workshop facilitator, Communify, Brisbane, November 8              

Workshop director, COMSTECH and BRAC, Dhaka, Bangladesh,September 21-22 

Workshop director, Iranian Associ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Futures of 

Mobile Value Added Services, Tehran, August 18 

Workshop director,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licy, a think-tank within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he futures of the University, 

August 19 

Workshop director, “ The futures of Airports and Cairns,” Cairns and Mackay Airports, 

Cairns, August 4-6 

Workshop facilitator,  Bluescope Steel, Sydney, August 8 

Workshop facilitator, “The CLA game – human-robot marriages and the futures of 

Finnish cities,” Finland Futures Research Cent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sinki, Finland, June 13. 

Workshop facilitator, “Futures literacy and a resilient Philippines,” UNESCO, Laoag, 

Philippines, May 22-23. 

Workshop facilitator, “Questioning the future of the Lowitja Institute 2030,” and “Using 

CLA to close the health gap,” Red Hill, Victoria, May 5 and 6 

Workshop director, “CLA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San 

Francisco, April 28 

Workshop presenter, “The CLA Game, “ and “The Sarkar Gam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Futures and the Hawaii Research Centre for Futures Studies,  

Maui, Hawaii, April 20-23 

Workshop director, “Transport strategies 2025”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Ministry of 

Transport, Singapore, March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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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presenter, “Leadership and futures,”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Conference, Singapore, March 20 

Workshop director, Pearls of Policing - Australia Federal Polic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Europol, FBI and Dutch Police - Rotterdam, March 12-13 

Workshop director, “Transforming the future in the disability sector,” National 

Disability  Services, Brisbane, February 5-7 

Workshop facilitator, “Jesuit Social Services Strategies” Richmond, Victoria, January  

2013 Workshop facilitator, “Patient Centred-Health Care,” Peninsula Health Care, 

Mornington Peninsula, December 19 

Workshop presenter, “Advanced foresight methods,” Centre for Strategic Futures, 

Public Service Divis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ordination Secretariat, Prime 

Minister’s Offic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December 2-4 

Workshop, “Using CLA to unpack indigenous health futures,” The Lowitja Institute, 

November 26 

Workshop presenter, “Futures thinking and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NTI, Gold Coast, 

October 23 

Workshop director, “Deepening foresight and strategy,” Executive Challenge Academy, 

Brisbane, October 1 

Workshop director, “Health futures and strategies,” Rural Northwest Health, 

Warracknabeal, September 23-24 

Workshop facilitator, Southern Melbourne Integrated Cancer Services, Melbourne, 

September 13 

Workshop facilitator, Queensl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Enviro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Strategy Session, Brisbane, June 24 

Workshop facilitator, Family Day Care Association, Queensland, Brisbane,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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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Grampians Region Sustainable Hospitals Plan, Ballarat,  Victoria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Foresightlane, May 6-7 

Workshop facilitator,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Foot and mouth disease taskforce), Canberra, April 15-16 

Workshop facilitator, The Sarkar Game, Ananda Marga Yoga Society, Kuala Lumpur, 

Malaysia, March 23 

Workshop facilitator, Oxfam UK, Asia Development Dialogue, Bangkok, March 7-8 

Workshop facilitator, Pearls of Policing - Australia Federal Polic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Europol, FBI and Dutch Police - Sydney, February 26-27, 2013 

Workshop facilitator,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Office of the Chief Scientist), Canberra, February 12-13 

Workshop facilitator, Ananda Mela, Stanthore, January 7-8, 2013 

2012  Workshop facilitator, “biosecurity futures,”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Canberra, December 11 

Workshop facilitator, “Intelligence in border security,”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Canberra, December 12 

Workshop director, “Water futur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Biosaline Agriculture, 

Dubai, November 24–26 

Workshop director, “Using foresight methods to create alternative futures,” Executive 

Challenge Academy, Brisbane, November 1 

Workshop presenter, “Beyond Bob the Builder: engineering in complex futures,” 

Engineering Education Australia, Newcastle, October 15 

Workshop director, Statistics New Zealand, Wellington, New Zealand, October 2–3 

Workshop presenter,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libraries: digital worlds and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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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cation,” Sunshine Coast Regional Council, Maroochydore, August 28 

Workshop director, “Museum futures: Victoria Museum, Melbourne, August 20–21 

Workshop facilitator, “Narratives of biosecurity,”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Fisheries and Agriculture – I-Gen”, Brisbane, August 3 

Workshop director, “Futures thinking and strategy development,” Australian 

Veterinarian Association, Sydney, July 26 

Workshop director, University futures, BRAC University, Dhaka, June 24–28 

Workshop director, University futures, Universiti Teknikal Malaysia Meleka, June 7–

10, 2012 and October 1 

Workshop presenter, “Case studies in Foresight,” Samsung Press Foundation, Honolulu, 

Hawai‘i, May 18 

Workshop presenter, “Narratives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leadership,” Zonnelight, 

Neohumanist School, Den Bosch, Holland, February 25 

Workshop director, “Questioning the future,” Ananda Mela, Stanthorpe, January 7, 

2012. “The Sarkar game,” January 8 2012. “Transforming Narratives through CLA,” 

January 10 

Workshop director, “Futures thinking and strategy development,” Razak School of 

Government, Kuala Lumpur, December 8–11 

Workshop leader, “Prevention and hospital futures,” Alfred Hospital, Melbourne, 

November 4 

Workshop leader, “Leadership for preferred future,” Engineering Education Australia, 

Twin Waters, November 7 

Workshop leader, “Energy futures and implications for change,” Ergon Energy, 

Rockhampton, September 8 

Workshop director, “Ehealth scenarios for Bangladesh,” Government of 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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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Health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 Dhaka, Bangladesh, August 20–

23 

Workshop facilitator, “Enabling ICTS for service delivery in Queensland government, 

“ Queensl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Brisbane, August 11–

12 

Workshop leader, “The Futures of Asia-Europe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Asia-Europe 

Foundation, Bali, Indonesia, May 23–25 

Speaker and workshop leader, “Questioning the future,” Victoria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entre,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Melbourne, April 6 

 POPULAR JOURNAL, MAGAZINE AND WEB ARTICLES 

“The Yoga of Economics,” Prout Journal (Vol. 25, No. 6, June 2014), 35-39.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Defined,” The Futurist (January-February, Vol. 48, No. 1, 

2014), 26. Also at: 

http://www.wfs.org/futurist/january-february-2014-vol-48-no-1/causal-layered-a

nalysis-defined 

“The University in Transformation: Can Prout lead the way,” Prout Journal (Vol. 24, 

No. 12, December 2013), 12-15. 

“The Murabbi, Academic Cooperatives and Augmented Re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Prout Journal ( Vol 24. No.11), 22-26. 

“Alternative Futures of Neohumanism: Neohumanism as the Pathway to Prout,” Prout 

Journal (Vol. 24, No. 10, 2013), 23-26. 

“The Sarkar Game in Action: Transforming leadership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embodying power,” Prout Journal (Vol. 24, No. 9, 2013),  19-23. 

“Can Universities Transform: A case study from Malaysia,” Gurukul (Issue 36, May, 

2013),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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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Governance 2030: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um Outcomes 

http://www.asiadialogue.org/blog/view/democratic-governance-2030-regional-d

evelopment-forum-outcomes  (17 March 2013) and also at 

http://www.wfs.org/blogs/sohail-inayatullah/democratic-governance-2030  (5 

April 2013). Also in Prout Journal (August 2013), 24-26. 

“Brac University Innovates: Bangladesh Leads the Way,” Prout Journal (Vol. 24, No. 3, 

2013), 25-30.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in Transformation: A Prout Perspective,” Prout Journal (Vol. 

24, No. 1, 2013), 34-38. 

“Alternative futures from the Post-West,” Prout Journal (Vol. 23, No. 8, 2012),  23-25. 

“Beyond the Gold: future options for the Olympic Games,” Prout Journal (Vol. 23, No. 

9, September 2012), 37-41. Earlier versions have appeared  in  http://www. 

nigeriavillagesquare. com/forum/main-square/72011–

beyond-gold-future-options-olympic-games. html. 8 August 2012, and as: 

“Beyond the gold: creating alternative ways to measure Olympic success and 

failure,” http://ieet.org/index.php/IEET/more/Inayatullah20120906 

 “Alternative futures of crime and policing,” Institute of eth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1 July 2012. http://ieet. org/index. php/IEET/more/6140 

“Alternative futures of th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th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1 

June 2012. http://ieet. org/index. php/IEET/more/5860 

“Seven positive trends amidst the doom and gloom,”  Institute of eth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6 January 2012. http://ieet. org/index. php/IEET/more/5062.  

 “Popular culture and punishment,” Scenario (February 2012), 56–58. 

 AS SUBJECT—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David Ward,” Careers for our Community,” Warracknabeal Herald,” (27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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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1,6. 

Rebecca Marshall, “Futurists asks the right questions,” The Sunshine Coast Daily – 

Weekend ( 14 September 2013), 38-39. Also at: 

http://www.sunshinecoastdaily.com.au/news/futurist-asks-the-right-questions/20

19930/ 

Bridgette Miller, “Alumni Spotlight on Sohail Inayatullah,” Hornbill: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Kuala Lumpur (Vol. 17, No. 3, June, 2013),14. 

Catherine Armitage, “Grappling with the day after tomorrow,” Sydney Morning-Herald 

(27 May 2013). 

http://m.smh.com.au/nsw/grappling-with-the-day-after-tomorrow-20130526-2n5

d9.html. 

Marcus Anthony, “Sohail Inayatullah: interview,” (22 April 2013), 

http://22cplus.blogspot.com.au/2012/04/sohail-inayatullah-leader-sage.html 

 

鄧建邦－副教授 

（一）科技部（國科會）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科技部(國科會)計畫編號 起迄年月 
計畫擔任的

工作 
經費總額 

世界工廠轉型：中國大陸台商工廠內

遷的勞動體制與在地社會關係(1/3) 

2014/08/01- 

2017/07/31 
主持人 $1,874,299 

從中心到邊陲？台商製造業在中國的

內地遷移 103-2420-H-032-001-2R 

2014/08/01- 

2015/01/31 
主持人 $115,380 

台商從沿海到中西部：制度誘因、在

地適應與在地反應-子計畫一：族群經

濟與社會回匯：台商製造業的遷徙與

中國中西部的發展 

(3/3)100-2420-H-032-001-MY3 

2013/01/01- 

2014/07/31 
主持人 

$1,226,000 

台商從沿海到中西部：制度誘因、在

地適應與在地反應-子計畫一：族群經

濟與社會回匯：台商製造業的遷徙與

中國中西部開發                     

2012/01/01- 

2012/12/31 
主持人 

http://22cplus.blogspot.com.au/2012/04/sohail-inayatullah-leader-s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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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0-2420-H-032-001-MY3 

台商從沿海到中西部：制度誘因、在

地適應與在地反應-子計畫一：族群經

濟與社會回匯：台商製造業的遷徙與

中國中西部開發

(1/3)100-2420-H-032-001-MY3 

2011/01/01- 

2011/12/31 
主持人 

性別、世代與專業流動：台籍經理人

員在廣東(2/2) 

98-2410-H-032-060-MY2 

2010/08/01- 

2011/07/31 
主持人  

性別、世代與專業流動：台籍經理人

員在廣東(1/2) 

98-2410-H-032-060-MY2 

2009/08/01- 

2010/07/31 
主持人  

（二）其他機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本校計畫案流水號 
委託機構 執行時間 

計畫擔任的

工作 

經費

總額 

101 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子計畫 4-3：深化越界創新，迎

向複雜未來(2/2)：未來學教科書編寫 

淡江大學 
2012/ 01- 

2012/12 
主持人  

100 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子計畫 4-3：深化越界創新，迎

向複雜未來(1/2) 

淡江大學 
2011/ 01- 

2011/ 12 
主持人  

99 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子計畫 4-3：深化未來化教育之評量

機制 

淡江大學 
2010/ 01- 

2010/ 12 
主持人  

「新移民之原生社會文化公民與人

權及健康醫療教學發展計畫」I——

多元文化與全球社會：跨國主義下的

東亞新移民 

教育部 
2010/08/01-

2011/07/31 
主持人  

「新移民之原生社會文化公民與人

權及健康醫療教學發展計畫」II——

多元文化與全球社會：跨國主義下的

東亞新移民 

教育部 
2009/08/01-

2010/07/31 
主持人  

（三）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及專書論文： 

2015 鄧建邦，跨境工作作為工作未來:專業工作者的移動及移居生活，收錄於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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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華等編，社會未來，頁 109-124，台北：淡江大學。 

2014 鄧建邦，鄧建邦，再製「台味」:遷移中國大陸台灣人家庭廚房的日常實踐，

台灣學誌第 10 期，頁 1-26。 

2014 鄧建邦，導論，收錄於鄧建邦等編，未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頁：1-4，

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華立圖書。 

2014 鄧建邦，未來意象與未來研究，收錄於鄧建邦等編，未來學：理論、方法與

應用，頁：241-262，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華立圖書。 

2012  跨境婚姻：中國大陸台幹家庭的身分安排，《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

七期，頁 173-215。［TSSCI］ 

2012  多元文化社會與他者，中國研究 13：99-115。 

2012  彈性下的限制：理解中國台幹的跨界工作流動與生活安排，收錄於舒耕德，

林瑞華主編，台商研究，台北：五南，第二章，頁 55-86。 

2011  台商與大陸發展，收錄於王振寰，湯京平，宋國城主編，中國大陸暨兩岸

關係研究，台北：巨流，第十九章，頁 473-498。 

2011  跨界生活：台商投資與社會互動，收錄於陳德昇主編，台商大陸投資二十

年：經驗、發展與前瞻，頁 293-318，台北：INK Publishing。 

2010  （鄧建邦、魏明如）世代與家庭企業變遷：以珠三角地區台商為例，中國

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3 期，頁 25-51。［TSSCI］（獲淡江大學 99 學年度

專任教師研究獎助） 

2009  持續地回家：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移居生活，台灣社會學 18: 139- 179。

［TSSCI］（獲淡江大學 99 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獎助） 

2009  跨界流動下中國大陸台商的認同，收錄於王宏仁，郭佩宜主編，流轉跨界：

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頁 133-160，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具匿名審查制度） 

 學術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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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Bringing Place Back In: Workplace Regime and Local Embeddedness of 

Taiwanese Manufactures in Inland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1
st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Motions and the World, Center for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USA,11-13 June 

2015.  

2015  台商轉進:遷移中國內陸台資工廠的生產治理與在地鑲嵌，發表於「新世紀

的台灣經濟社會學研討會」，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5 年 4 月

18 日。 

2015  未來意象研究與台灣的年輕世代，發表於兩岸青年世代的未來意象學術研

討會，上海交通大學台湾研究中心，2015 年 1 月 17 日。 

2015  现在的年輕人在焦慮什麼？年輕世代、未來意象與未來研究，；兩岸學者

小型學術研討會:“90 後”年輕大學生未來意象的比較研究，中國南京大學

社會學系， 2015 年 1 月 19 日。 

2015  草莓族變硬柿子:90 後台灣年輕世代的新價值，兩岸大學生年輕世代未來意

象之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連理工大學新聞學系，2015 年 1 月 10

日。 

2014  重新把「地方」帶回：遷移中國內陸台資工廠的生產治理與在地鑲嵌，發

表於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03 年學術研討會系列工作坊「族

群與生產治理的跨國比較：以亞洲地區為例」，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2014 年 11 月 15 日。 

2014  遷移內陸台資工廠的生產控制，發表於移民、產業轉型升級與跨界治理學

術研討會，中國上海大學：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主辦、臺灣淡江大學未來學

研究所、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系協辦，2014 年 7 月 21 日。 

2014  Marginal Mobilities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to Inner 

China for Taiwanese Expatriates and Chinese Skilled Workers, Paper presented 

at XVI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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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for Global Sociology, Pacifico Yokohama, Yokohama, Japan, 13-19 

July 2014. 

2013  消失中的農民工：中國大陸台商工廠內遷的勞動控制，宣讀於 2013 年台灣

社會學會年會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台灣社會的再轉型：與東亞國家之比

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13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 

2013  Moving from the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The Inward Movement of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ner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Macao, 24-27 June 2013. 

2012  （鄧建邦、宋玫玫）台灣年輕世代的未來意象與未來化教學：以淡江大學

學生為例，宣讀於鑒古知今的教育史研究：第六屆兩岸四地教育史論壇，

中國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2012 年 11

月 6-8 日。 

2012  Transnational Career and Social Embeddedness of Taiwanese Expatriates in 

China: Also a Comparison to Japanese and Korean Expatri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a Studie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October27-28.  

2012  Marginal Mobilities: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Skilled Workers in 

the New Migration Process to Inner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Border Crossing in Greater China: Production, Community and Identity,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NCCU, September 13-14. 

2012  Working Aboard as Career of the Future? Taiwa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expatriate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Future Society 2012. The Next Steps for Moving from Vision to Action: Dream, 

Design, Develop, Deliver. Toronto, Canada, July 27-29. 

2012  Immigration Policy in Taiwan Facing Challenges: Citizenship Arrange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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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es of Taiwanese Expatriates with Chinese Spouses,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Assessing the China Impact: Taiwan’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Intensifying and Multiplying Cross-strait Interaction, ERCCT, 

University of Tuebingen, Germany, June 21-24. 

2012  Upward Mobility Through Marriage Migration? Cases of Taiwanese Expatriates 

with Chinese Spouse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Impact and the New Asia, Tamkang University, April 26-27. 

2012 家庭企業與世代變遷：製造業台商在中國，宣讀於海峽兩岸社會發展與社會

問題研討會，中國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2012 年 4 月 2 日。 

2012  台商製造業的遷徙與中國中西部開發，宣讀於台商內陸遷移工作坊。台北：

淡江大學，2012 年 2 月 16 日。 

2011  The ambivalence between transnational career and social embeddedness of 

Taiwanese expatriates in China: Also a comparison to Japanese and Korean 

expatriate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acing China: 

Comparative Study on Taiwa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Businessman in 

Chin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October 13. 2011. 

2011  台商投資大陸與本土化：珠三角與長三角製造業的比較，宣讀於「台日商

策略聯盟與拓展大陸內需市場：經驗、案例與實務」研討會，台北：政治

大學研發處、社科學院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資

訊工業策進會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１年 4 月 30 日及 5 月 1 日。 

2011  移居中國大陸台灣人家庭廚房中的文化政治，宣讀於「日常生活的政治：

區域研究的微型場域」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

201１年 3 月 4-5 日。 

2010  台商與大陸發展，宣讀於「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專書初稿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10 年 6 月 25 日。 

2010  移居台人家庭廚房中的文化政治，宣讀於台灣日常生活的政治與民主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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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甫－助理教授 

（一）科技部（國科會）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科技部(國科會)計畫編號 
起訖年月 

計畫擔任

的工作 

經費總

額 

「開放國會」與公民參與──國會資訊

數位典藏與應用計畫 (主題代號五及

六)(99-2631-H-004-007-) 

2010/08/01-2011/10/31 
共同計畫

主持人 
 

「開放國會」與民主 2.0──國會資訊數

位 典 藏 與 應 用 計 畫 (II) 

(100-2631-H-004-008-)  

2011/08/1-2013/01/31 
共同計畫

主持人 
 

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10 年 3 月 26-27 日。 

2009  鄧建邦、魏明如，跨界流動、世代與家庭企業變遷：以珠三角地區台商為

例，宣讀於第一屆發展年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2009 年 11 月 28-29 日。 

2009  移居中國大陸台人家庭廚房中的文化政治，宣讀於 2009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

會「全球效應與地方反應：社會學新興議題與挑戰解嚴二十年台灣社會的

整合與分歧」，台北：私立東吳大學，2009 年 11 月 28-29 日。 

2009  跨界生活：台商投資與社會互動，宣讀於台商大陸投資二十年：經驗、發

展與前瞻研討會，台北：台灣民主基金會，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2009 年 10 月 3-4 日。 

 技術報告及其他： 

2013  台灣年輕世代對未來 2030 年的意象，巷口仔社會學。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12/02/dengjianbang/  

2012  一趟田野旅程──尋找下一個珠江三角洲？當代中國研究通訊 18: 5-7，新

竹：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2009  中國大陸主要城市人才引進措施及其效應，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92: 

30-33，台北：台大社科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台大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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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機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委託機

構 
起訖年月 

計畫擔任

的工作 

經費

總額 

九十八學年度新移民與多元文

化教學發展計畫－弱勢團體與

社會福利：新移民與族群關懷
9850009 

教育部 2009/08/01-2010/07/31 主持人  

海洋通識課程計畫 --環境未

來：海洋、科技與社會的對話
9950001 

教育部 2010/08/01-2011/01/31 主持人  

（三）學術著作 

 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2  Taipei after Direct Cross-Strait Fights: A New Dace in the New Asia（兩岸直航

後，台北市會是亞洲城市的新焦點？）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Impact and the New Asia(中國效應與新亞洲的未來)，2012 年 4 月 26-27 日。 

2012  台灣公民教育與成人教育：以社區大學為例，＜鑒古之今的教育史研究：

第六屆兩岸似地教育史論壇＞， 2012 年 11 月 6-8 日。 

陳建甫、曾詠翔 

2013  外包或創意：亞太動漫產業發展的趨勢與挑戰--新崛起的中國動漫產業為

例，「跨文化對話：亞太社會發展的未來」國際研討會，2013 年 3 月 25-27

日，淡江大學 

2013  核四公投與不在籍投票：以國際選舉觀察的觀點，4 月 2 日，廈門大學台灣

研究院兩岸文化研究所論壇。 

2013  造反有理?網路世代的反威權運動分析:以馬來西亞、香港與台灣學生運動為

例，11 月 9-10 日，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政治大學主辦。 

陳建甫、蘇志濤 

2013，動員能量、抗爭策略與未來想像:台灣與香港環境保護團體在環境保護運動

的個案分析，11 月 9-10 日，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政治大學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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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報告及其他： 

2010  東亞各國對工作貧窮者社會救助政策之研究，淡江大學策略型研究計畫。 

2012  突發事件、傳媒報導、兩岸政策影響台灣民眾對中國印象之研究:以線上長

期追蹤調查為例，淡江大學策略型研究計畫。 

2013  从平民教育史看台湾社区大学的发展，論文集，中國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

院（審稿中） 

陳建甫、李素君 

2013  校園反霸凌能力指標與課程之研究：從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中的和平教

育內涵為例（審稿中） 

陳建甫、李素君 

2013  和平教育能力指標之內容分析:以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課綱為例，（審

稿中） 

2014  從中國經濟崛起看亞太地區邁向新太平洋世紀與兩岸關係的未來，淡江國

際與區域研究(審稿中)。 

2014  陳建甫．跳出箱子外思考，收錄鄧建邦等編＜未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

＞，第六章，163-188 頁，淡江大學出版中心，華立圖書公司。 

2014  陳建甫．說故事談未來，收錄鄧建邦等編，＜未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

＞，第七章，189-208 頁，淡江大學出版中心，華立圖書公司。 

2015  中國是什麼?台灣民眾對中國的印象，(即將出版) 

 

紀舜傑-助理教授 

（一）科技部（國科會）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科技部(國科會)計畫編號 
起迄年月 

計畫擔任的工

作 
經費總額 

加拿大 Metis 自治之研究

101-2410-H-032-047- 
2012/08/01-2013/07/31 主持人 $199,800 

（二）其他機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執行時間 
計畫擔任

的工作 

經費總

額 

台日中印韓五國國家科學

發展主管機構的職能分析 

中華經濟

研究院 

2009/02/10-2009/12/

10 
主持人 $500,000 

台灣未來意向研究 
淡江大學

重點計畫 
2010/08-2011/07 主持人 $100,000 

中國大陸農村政經合一組 行政院大 2012/9-2013/9 主持人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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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演變及地方政權重建

之探討 

陸委員會 

（三）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論文與專書： 

2014  與田君美合著，《中國農村基層政權之發展》。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2014 〈越南的國家認同、鄰近強權、殖民、與全球化之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

刊》10：1，頁 79-97。 

2014 〈檢視美國歷史教科書之爭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0：4，頁 47-62。 

2013 〈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從生存威脅到永續執政的國族建構〉《台灣國際研究季

刊》9：1，頁 59-74。 

2013 〈檢視民進黨之中國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9：2，頁 87-104。 

2012 〈政治學者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台灣國際研究季刊》8：3，頁 23-43。 

2012  〈Me'tis 的認同旅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期刊》夏季號。 

2011 〈以色列的國家認同-集中營與巴勒斯坦的推拉〉《台灣國際研究季刊》7：4，

頁 155-171。 

2011  江雯、紀舜傑〈都市邊緣化原住民族部落認同與重建-以新北市新三鶯部落

為例〉《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第十期，頁 125-56。 

2011  〈R. v Powley: Metis 人身份與權利之確認〉《台灣原住民族研究期刊》春季

號 

2010  〈韓國民主化與國家認同：美國、核武、與統一〉《台灣國際研究季刊》6:4，

頁 93-110。 

2009  〈多層次因果分析論馬英九的外交思維〉《台灣國際研究季刊》6:2，頁

147-63。 

 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5 〈土耳其的國家認同：東方與西方的推拉〉發表於「躍升中的土耳其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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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十月十七日，台北。 

2015  “Who am I and Who are we: Image of Identity of Taiwanese Youth.” Paper 

presented in Isomorphic Futures of Youth in Taiwan and Kor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 Sejong, Korea. April 28, 2015. 

2014 〈烏克蘭的國家認同〉發表於「動亂中的烏克蘭學術研討會」九月十三日， 

    台北。 

2014 〈台灣公民投票之未來分析〉，發表於 紀念蔡同榮博士「台灣前途」研討會。

2014年 5月 17日，台北。 

2013 〈越南的國家認同：鄰近強權、殖民、與全球化之挑戰〉發表於「崛起中的

越南學術研討會」十月五日，台北。 

2012 〈Métis 的認同旅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期刊》3：2，頁 47-65。 

2012〈Métis 自治之議題與挑戰〉《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2：1，頁 81-99。 

2012 〈檢視政黨輪替後族群議題：以原住民族為例〉發表於第四屆發展研究年會，

十月二十日，台北。 

2012 〈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從生存威脅到永續執政的國族建構〉發表於「瞭解當

代新加坡主政治學術研討會」九月十五日，台北。 

2012  CLA on US-China Human Rights war. Paper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ew Global Milieu. Graduat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April 23. 

2011 〈都市邊緣化下原住民族部落認同與重建〉《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10， 

   頁 125-156。 

2011  〈Metis 之自治研究〉發表於「加拿大原住民族自治協定研討會」十月二一

日，台北。 

2011  〈以色列的國家認同：巴勒斯坦與集中營記憶的推拉〉發表於「瞭解當代

以色列主政治學術研討會」九月十七日，台北。 

2010 〈魁北克主權公民投票〉發表於「台灣新世紀文化基金會；台灣聯合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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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五月一日，台北。 

2010  〈韓國民主化與國家認同〉發表於「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學術研討會」 

   十月十八日，台北。 

2010  Making "Climate Change" a Cool Thing: An Issue of Communication with 

Young Generation 發表於「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環境與教育未來國際研討

會」，淡江大學。 

2009  〈Metis 的認同旅程〉發表於「加拿大 Métis 原住民族研究」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四日，花蓮，東華大學。 

2009  〈芬蘭的國家認同〉發表於「瞭解當代芬蘭民主政治學術研討會」十月十

八日，台北。 

 研究報告 

2013 〈中國大陸農村政經合一組織的演變及地方政權重建之探討〉發表於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一月一日，台北。 

2009 〈台日中印韓五國國家科學發展主管機構的職能分析〉發表於中華經濟研究

院，十二月一日，台北。 

宋玫玫－助理教授 

（一）科技部（國科會）與其他機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執行時間 

計畫擔

任的工

作 

經費 

總額 

淡江大學 98年度教育學院重

點研究補助整合型計畫案子

計畫一: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

之家長參與改善策略之實施

與評鑑 

淡江大學 
2009/08/01 

-2010/07/31 
主持人 $89000 

淡江大學 102 學年度教育學

院重點研究補助計畫高等教
淡江大學 

2013/08/01 

-2014/07/31 

共同主

持人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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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性別結構及其 ICT 應用影

響之評估子計畫一：性別結

構與趨勢分析 

i.EDU 創新力教育平台子計

畫五「工程未來力--跨領域工

程創新設計課程發展」 

科技部 
2013/11/01 

-2016/10/31 

共同主

持人 
$3,171,000 

數位合作式學習-土木工程基

石課程的再發展：邁向設計

未來的第一門課 

科技部 
2015/08/01 

-2016/07/31 

計畫主

持人 
$590,000 

（二）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論文： 

2014  宋玫玫，吳姿瑩。芬蘭高等教育與國家發展：兼論平等與市場。教育資料

集刊，64, 121-163。 

2014 宋玫玫，情節分析法，收錄於鄧建邦等編著，未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

頁：127-161，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華立圖書。 

2014  Inayatullah, S., & Song, M. M.* (2014). Visions and scenarios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Asia 2030. Futures, 60, 1-13. (SCI) 

2011  Chang, T. S.*, Lin, H. H., & Song, M. M. College faculty perceptions of their 

teaching efficacy.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48 (1), 

49-60. (SSCI)  

2010  張德勝*，宋玫玫。公私立大學畢業生知覺學校對其學習發展助益之比較研

究。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期刊，1(2)。  

 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5  Song, M. M. (2015, June) Three floors for the six pillars of futures thinking: 

Pedagogical suggestions for futures education. Abstract presented at the “World 

Conference of Futures Research 2015: Futures Studies Tackling Wicked 

Problems: Where Futures Research, Education and Action Meet"  Tur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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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Turku, Finland on June 11-12.  

2015  Huai-Yao Chiu & Song, M. M. (2015, June) The Futures of artificial 

companions: Scenarios of human-artificial companions relationship. 

Abstract presented at the “World Conference of Futures Research 2015:Futures 

Studies Tackling Wicked Problems: Where Futures Research, Education and 

Action Meet"  Turku University, Turku, Finland on June 11-12.  

2014  Song, M. M. (2014, December) Teaching about the Fu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st Korea Foresight Strategic Conference”, Seoul, Korea on December 1. 

2014  Song, M. M., & Kao, K. H. F. (2014). Futures in the Eyes of Women in STEM: 

Hopes, Fears, and Alternati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Conference, New York City, USA on July 14-17. 

2013  Song, M. M. (2013, June). Whose images of the future? Young people’s struggle 

in a Confucian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lobal Research and Social 

Innovation: Transforming Futures” Conference, XXI World Futures Society 

Federation Conference and General Assembly, Bucharest, Romania on June 

26-28. 

2013  Chiu, H. Y., & Song, M. M. (2013, June).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companions: 

Scenarios of human-robot romantic relationshi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lobal Research and Social Innovation: Transforming Futures” Conference, 

XXI World Futures Society Federation Conference and General Assembly, 

Bucharest, Romania on June 26-28. 

2012  鄧建邦，宋玫玫（2012 年 11 月）。台灣年輕世代的未來意象與未來化教學：

以淡江大學學生為例。論文發表於 2012 年 11 月 6-8 日中國廈門大學高等

教育發展研究中心舉辦之「鑒古知今的教育史研究：第六屆兩岸四地教育

史論壇」。 

2012  Song, M. M. (2012, June). Futures through the eyes of younger generations: 

http://www.wfsfconference.org/
http://www.wfsfconference.org/
http://www.wfsfconfer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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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of urban Taiwanese young adul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o Be 

Young” Conference, the 14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inland 

Futures Research Centre, Turku, Finland on June 6-8. 

2011  Song, M. M., & Deng, J. B. (2011, December). Younger generation’s images of 

the futur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s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Forum: Reflecting on the Past, Designing Sustainable 

Futures, Penang, Malaysia on December 13-15. 

2011  吳姿瑩，宋玫玫。國小教師眼中的理想未來。論文發表於台北淡江大學未

來學所 6 月 11日舉辦之「通識社會科學的教與學暨全球／在地趨勢與變遷」

學術研討會。 

2011  莊于霆，宋玫玫。未來學領域學生未來化思考方式之探究。論文發表於台

北淡江大學未來學所 6 月 11 日舉辦之「通識社會科學的教與學暨全球／在

地趨勢與變遷」學術研討會。 

2010  宋玫玫，吳姿瑩。弱勢家長對子女教育之參與：由家長觀點出發的初探。

論文發表於台北淡江大學教育學院 5 月 21-22 日舉辦之「亞洲地區弱勢學

生教育」師資專業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  宋玫玫，鄧玉英。探討消費者態度與行為之差距—台灣年輕世代對於綠色

消費的價值觀。論文發表於台北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教育中心 5 月 27-28

日舉辦之「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環境與教育未來」國際研討會。 

彭莉惠－助理教授 

（一）其他機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執行時間 
計畫擔任的

工作 

經費 

總額 

高等教育的性別結構與 ICT

應用影響評估 

淡江大學

重點計畫 

2013/07/01- 

2014/06/30 
主持人 24 萬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開發

及推動策略之研究 
教育部 

2014/07/01- 

2015/06/30 
主持人 15 萬 



 

 

 
202 

台灣大學生年輕世代未來意

識之研究 

淡江大學

重點計畫 

2014/07/01- 

2015/06/30 
協同主持人 42 萬 

（二）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論文： 

2015 彭莉惠、熊瑞梅。台灣製造業廠商人才培訓的制度分析。台灣社會學，第

二十九期，43-87 頁(台灣大學社會系與中研院社會所合辦)。(TSSCI) 

2015 彭莉惠。台灣高科技製造業廠商採用數位化訓練的制度分析：以高科技業

為主。社會分析，第十一期，01-67 頁。 

2013 Chiu-Chi Wei , Ming-Chun Lai, Chiou-Shuei Wei and Li-Hui Peng,2013,

“Assignment of Project Members Considering Capability and Personality 

Balance|”,Kybernetes. (SSCI) 

2011 彭莉惠、熊瑞梅、紀金山。台灣高等教育擴張對於勞力市場職業成就的影

響：世代、性別、性別化科系與初職社經地位之間的連結。台灣教育社會

學研究。第十一卷第二期，47-86 頁。(TSSCI) 

2011 彭莉惠、熊瑞梅。性別信仰對科系與職業選擇之影響：以台灣為例。社會

科學論叢(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4 月號，第五卷第一期，85-138 頁。 

2011 彭莉惠、張峰彬、熊瑞梅。誰比較有機會接受職業訓練？ 性別與教育程度、

世代、省籍的影響分析。台東大學教育學報。第二十二卷第二期，1-27 頁。

(TSSCI) 

 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5 彭莉惠。兩岸男女大不同？大學生婚姻與愛情之兩岸調查比較，發表於大

連理工大學，兩岸大學生年輕世代未來意象之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1/9 日)。 

2015 彭莉惠。兩岸男女大不同？年輕世代的性別信仰之比較研究，發表於上海

交通大學，兩岸青年世代的未來意象學術研討會(1/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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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彭莉惠。兩岸男女大不同？年輕世代的性別信仰之比較研究，發表於南京

大學，兩岸學者小型學術研討會：“90 後”年輕大學生未來意向的比較研

究(1/23 日)。 

2014 彭莉惠、朱安新。兩岸男女大學生的性別信仰之比較─以婚姻家庭與愛情

為例，台灣社會學年會。主辦單位：台灣社會學會、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

系、國科會(2014/12/07)。 

2014  Ray-May Hsung and Lihui Peng (2014) Who Are Less Competitive? The 

Attainment of Social Capital and Wage, present at the “Workshop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mong Japanese and Taiwan 

Youth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oom 401 (2014/11/8). 

2014 Lihui Peng(2014)How Gender Beliefs Affect Young Generation’s Futures: An 

Empirical Study in Taiwan, present at the “World Future Society 

Conference.”USA, Orlando(2014/7/12).  

2014 Lihui Peng(2014) How Parents’ Gender Beliefs Affec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Choices. The Well-being of Family: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Shih-Shin Unversity(2014/3/22).  

2013 彭莉惠。高等教育與勞力市場的連結，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臺灣社會的再轉

型) ，主辦單位：台灣社會學會、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國科會

(2013/11/29)。 

2012 Lihui Peng(2012)Social Capital and Its Impact on Individual Income in Gender 

Perspecitive: A Comparison among Taiwan, China and the USA.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Impact and The New Asia.Tamkang Unversity.2012/ 

04/26). 

2012 彭莉惠。台灣製造業廠商的人才培育制度分析，發表於大陸南京大學社會

系，2012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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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Lihui Peng and Ray-May Hsung (2011) Social Capit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The Return of 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in China, Taiwan and USA,發表於台灣

社會學年會(2011/12/9)。 

2011 Lihui Peng and Ray-May Hsung (2011) Gender Differences: The Return of 

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mong China, Taiwan and US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1 NACSA Annual Conference. Las Vegas Nevada(2011/08/19).  

2011 Lihui Peng and Ray-May Hsung (2011) The Gender Differences: The 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Its Return among Taiwan ,USA and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Social Capital Workshop. Sociology Department at Duke University 

(2011/04/19). 

2011 Lihui Peng and Ray-May Hsung (2011) The Return of 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Job Skill: Gender Difference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SUNBELT 

XXVIII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Social 

Network Association. St. Pete Beach, Florida (2011/02/13). 

 技術報告及其他： 

2014 彭莉惠。塑造未來的主要趨勢—兼論台灣大未來，P.210-239，收錄在《未

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2006 Lihui Peng(2006)The Employers of Foreign Workers and the Evaluation of 

Foreign Worker Policy in Taiwan.Pp.104-125 in The Capitalistic Urbanism and 

People in East Asian Cities: Focus on Migrant workers and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s. Urban-Culture Research Center, Osaka. 

 翻譯篇章 

2011 林南等。社會資本的產生與回收：以中國都市居民為例，收錄在《社會資

本》一書。巨流：台北市。（Lin, Nan, Dan Ao, and Lijun Song(2009) Production 

and Return of Social Capital in Urban China in The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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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Networks in Communities,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R.-M. 

Hsung, N. Lin and R. Breiger. NY: Routledge. 

                         霍珍妮－助理教授 

Jeanne Hoffman 

（一）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論文: 

2015 Hoffman, Jeanne. (2015). Unpacking India-China discourses using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Manuscript in print.  

2015 Hoffman, Jeanne. (2015). Unpacking images of China using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In Sohail Inayatullah and Ivana Milojević, (Eds.). CLA 2.0: Casual 

Layered Analysis in Theory and Action.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2014 Hoffman, Jeanne. (2014). Alternative images of China in 2035: A case study of 

Tamkang University workshops.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September 2014, 

19(1), pp. 13-34. 4.  

2014 Hoffman, Jeanne. (2014). Alternative futures of China: A macrohistorical 

approach. Futures 57, pp. 14-27. 5.  

2013 Hoffman, Jeanne. (2013). China’s search for the future: A genealogical approach. 

Futures 54, pp. 53-67.  

2012 Hoffman, Jeanne. (2012). Unpacking images of China using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March 2012, 16(3), pp. 1-24. 

 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4, Kuala Lumpur, “Cities Futures”, group facilitator 

2013, Tamkang University, “Futures of China”workshop scenario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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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2-1】101-104 學年度本所教師專業服務一覽表 

陳國華—副教授兼所長 

擔任校

內演講

活動之

主講 

者 

學年度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101-103 商管大樓 全球趨勢與風險未來 商學院 

101-103 成教部 全球社會變遷與趨勢 EMBA 

102 台北校園 未來學甚麼 校友總會 

擔任校

外演講

活動之

主講者 

學年度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101 
台南勝利國

小 
未來想像人才培育 台南勝利國小 

102 Laredo, Texas Image of the future TAMIU 

101-103 
紡織綜合研

究所 
氣候變遷下的產業未來 紡織綜合研究所 

參與學

術研討

會 ( 含

國內、

外) 

學年度 地點 研討會名稱 職務 主辦單位 

100 淡江大學 
「中國效應與新亞洲的

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持人 淡江大學 

100 
Vancouver, 

Canada 

Bridging Alternative 

Fu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Speaker WFS 

101 南京，中國 
台灣青年世代用續未來

意象探索 
Speaker 南京大學 

102 政治大學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 發表人 台灣發展學會 

103 
Laoag，

Philippines 

Resilient City,  

Brighter Future 
Facilitatir UNESCO 

103 Laredo, Texas 
TAMIU Sociological 

Club 
Speaker TAM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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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Andong,  

South Korea 

The 21
st
 Century Human 

value Forum 
Speaker  

擔任校

內外委

員 

學位論

文審查

委員 

學年度 校系所 學位名稱 

102 

University of the 

Sunshine Coast, 

Australia 

Ph.D. 

103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Ph.D. 

103 台北大學 Ph.D. 

學術論

文審查

委員(含

期刊、

研討會) 

學年度 研討會/期刊名稱 

101-103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101 Futures 

計畫案

審查委

員 

學年度 計畫案名稱 

101-102 台北市都發局委託計畫案 

102 中華經濟研究院 

102-103 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委託計畫案 

101-102 教育部國際司 

評鑑委

員(含校

務) 

學年度 受評單位 邀請單位 

103 樂活與未來學系 佛光大學 

校級委

員 

學年度 邀請單位 委員名稱或職務名稱 

101 校務會議 出席人員 

101 校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1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 

101 
服務學習課程指導

委員會 
委員 

101 教務會議 出席人員 

101 募款委員會 委員 

101 通識教育委員會 委員 

101 學生事務會議 出席人員 

102 學生事務會議 出席人員 

102 通識教育委員會 委員 

102 募款委員會 委員 

102 校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2 校務會議 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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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健康安全校園推動

工作小組 
委員 

102 教務會議 出席人員 

102 
服務學習課程指導

委員會 
委員 

102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 

103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兼執行秘書 

103 校務會議 各系所主管 

103 學生事務會議 各系所主管 

103 募款委員會 各系所主管 

103 教務會議 各系所主管 

103 校課程委員 
各系所主管 

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召集人 

擔任指

導老師 

學生論

文 

學年度 校系所 
學生姓

名 
論文名稱 備註 

100 

淡江大學

未來學研

究所 

吳仁偉 

虛擬社群人際互動模

式之探討 :以Facebook

為例 

 

100 蔡念芯 
扮裝的越域:青年世代

的多元性別操演 
 

101 劉又嘉 
影響未來高齡者生活

品質的社會支持網絡 
 

101 吳淳萁 
從聊天到牽手:探討網

路愛情觀與婚姻觀 
 

102 林凱鈞 
創齡:探討志工之經驗

與未來圖像 
 

102 趙威翔 
青年參與環境議題對

社會永續之影響 
 

103 張暐欣 

探索科幻電影中的未

來意象:科幻迷的未來

想像 

 

103 林育旻 
淡水河與淡水發展之

未來圖像 
 

103 
淡江大學 

美洲所 
林楚淇 

全球化下二十一世紀

的美中關係: 兩種政經

文化與世界觀的規範

與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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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

與戰略研

究所 

葛龍 
全球化發展策略之比

較分析:台灣與土耳其 
 

 

陳瑞貴—副教授 

擔任校

外演講

活動之

主講者 

學 年

度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101 警政署 全球化趨勢 保一總隊 

103 上海大學 智能社會的另類未來 上海大學經濟學院 

參與學

術研討

會 ( 含

國內、

外) 

學 年

度 
地點 研討會名稱 

職

務 
主辦單位 

104 上海 

“東方管理的現代探

索”協同創新國際研討

會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103 Oslo 

the 17
th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02 

UK: 

University of 

London 

Annual Conference of  

European Academy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European Academy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01 Brighton, UK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the Social 

Sciences  

 
European Conference on 

the Social Sciences 

參與國

際交流

活動 

學 年

度 
地點 主題 

職

務 
主辦單位 

101 南京，中國 台商跨國文化的管理  南京大學 

擔任校

內外委

員 

學 位

論 文

審 查

委員 

學年度 校系所 學位名稱 

98-103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 

期

刊 、

專 書

學年度 期刊/專書名稱 職務 

98-104 
Franklin Publishing 

Company, USA 
Senior Advisory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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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委員 
98-104 

Business Education 

Innovation, USA 
Editorial Review Board 

98-104 

Lethbridg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ournal, USA 

Faculty Advisers 

98-10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lobal Business (IJGB), 

USA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Review Board 

98-104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USA 

Editorial Board Member 

98-103 

Journal of Law and 

Conflict 

Resolution(JLCR), USA 

Associate Editor 

98-103 

The Cambodian 

Management Journal 

(CMJ), Cambodia 

Editorial Team 

98-103 

Journal of Applied Topics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Quest),University of 

West Georgia, USA 

Editorial Board 

校 級

委員 

學年度 邀請單位 委員名稱或職務名稱 

101 校務會議 教師代表 

102 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 教師代表 

103 校務會議 教師代表 

103 遠距教學推展委員會 遴選委員 

擔任指

導老師 

學 生

論文 

學年度 校系所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備註 

101 
未來學研

究所 
楊遠隆 

身體意象與醫學美

容之相關研究 
 

101 
未來學研

究所 
詹雅安 

整合性行銷溝通對

消費者知覺價值與

購買意願之研究－

以平價服飾為例 

 

102 
未來學研

究所 
彭曼甄 

台灣流行歌手形象

塑造之未來圖像 
 

103 
未來學研

究所 
楊奇翰 

運動主題餐廳的未

來圖像-從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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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意願觀點探討 

103 
未來學研

究所 
陳俞伶 

文化創意商品的未

來圖像－以消費者

情緒的角度探討 

 

 

蘇哈爾—教授 

擔任

校外

演講

活動

之

(主)

講者 

學年

度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101 Sydney “Between order and disorder” Indue 2012 Leadership Forum 

101 Brisbane “New stories for new libraries,” 
Queensland Library New Horizons 

Forum 

101 Penang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new possibilities or dead 

narratives,”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Forum 

101 Penang 

“The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game,” “Case studies in the 

practice of foresight,”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and Right livelihood College 

101 Brisbane “Trauma futures,” 
Trauma, Tragedy and Triage, 

Queensland Ambulance Service 

101 Melbourne 
“Futures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ESRI 2011 

101 Gold Coast 
“World Futures and emerging 

waves of change,” 
Centre for Investor Education 

101 
Randwick,Sy

dney 

“Alternative futures of Nursing: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discourses,” 

New South Wales Nursing 

Association 

101  “World cities of tomorrow,” Asia-Pacific Cities Summit 

101  “The Broker of Tomorrow,” 
Mortgage and Finance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National Convention 

101 Melbourne 
“Critical factors in 

futures-oriented leadership,” 

Victoria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entre, Centre, Senior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102 

Utrecht , 

Netherlands 

(by video)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other,” 

Impakt festival, “No more 

westerns,” 

N/A 

102 Andong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and 

Futures Studies,”,  
21

st
 Century Human Valu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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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South Korea 
 “Case studies in failed and 

successful foresigh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Government of South Korea 

102 

Helsinki/ 

Chair, “What 

is Futures 

Studies,” 

Panel Session 

“Foresight in practice: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Finland Futures Research Cent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02 Caloundra “Health and Ageing Futures,”  
Health and Age Services 

Technology Ecosystem, 

102 
Kuala 

Lumpur 

“Creating centres of foresight,” 

Government of Malaysia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102 
Webinar 

ser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to the 

Futures of Queensland,” 

Queensland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102 
Bellagio, 

Italy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and the 

CLA game,” and “Macrohistory 

and the Sarkar game,” 

UNESCO Foresight programme 

(Networking to improve 

global/local anticipatory capacities) 

102 
Terrigal, 

NSW 

“Changing futures, Changing 

Professions,” 

nstitute of Public Works 

Engineering Australia (IPWEA) 

102 Noosa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 A 

catalyst for change,” 
TEDx Noosa 

102 Stanthorpe 

“Autobiography and 

scholarship” and “Strategies for 

transformation,” 

Ananda Marga Yoga 

102 

University of 

Turku, 

Finland 

“Key lessons from 30 years of 

future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Turku, Finland 

102 

Ethnic 

communities 

council 

Queensland 

“Futures of identity in a 

constricting world,” 
Multicultural Summit 

102 Brisbane 
“Library futures – the end of the 

collection?” 
State Library of Queensland 

102 Brisbane 
“Expanding communities in 

complex futures,” 
Relationships Australia 

102 Coolum 
“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risky 

futures,” 
Centre for Invest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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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What works in foresight – a 

focus on technology and power 

relations,”  

Joint Research Centre 

103 
Government 

of Canada 

“The Social futures of Asia 

2030,”  

Policy Horizons Canada,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103 Brisbane  “Beyond future shock,”  Governance Institute of Australia 

103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CLA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aster class series, Joint Research 

Centre, 

103 Melbourne 
 “Challenges to the public 

service 2030”  
Victoria Public Service, 

103 Canberra 

Plenary speech and interactive 

workshop, “The futures of ngos 

in development,” 

Australi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03 Sydney 

Plenary speaker, “Wealth 

decline, the social economy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Centre for Investment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103 

Ispra and 

Varano 

Borghi 

UNESCO,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Joint 

Research Committe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103 
University of 

Tehran 

 “ CLA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aculty of New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103 Melbourne 
Center for Investment 

Education,  
Futures of Equity Investment 

學年

度 
地點 研討會名稱 職務 主辦單位 

102 Sydney 

“The futures of Development, 

“ACFID University Network 

Conference 

Opening 

Plenary 

speaker 

Creating alternative 

futures of 

Development, 

101 Townsville 

“ The futures of international 

mindedness—a neohumanistic 

approach,”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Schools Regional 

Conference,” 

Keynote 

speaker 
N/A 

101 Melbourne 
“Technologies that make 

alternative futures possible, 

University 

of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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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national conference Technolog

y 

101 Caloundra 

“Leadership in a complex 

world,”uncorp Bank Business 

Leaders Conference 

Guest 

Speaker 
N/A 

101 
Yeppoon, 

Queensland 

“Cities in transition: new 

sovereignties, new 

futures,”Local Government 

Managers Association Annual 

Practitioners Concourse 

Keynote 

Speaker 
N/A 

101 
New South 

Wales, Dubbo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Destinations 2036 Conference. 

Keynote 

Speaker 
N/A 

101 Ipswich 

“Lifeline in Transition,” 

Lifeline Community Care 

Conference, 

Keynote 

Speaker 
N/A 

101 Melbourne 

“Futures of health: beyond the 

hierarchy model of medicine,” 

Victorian Department of Health 

Clinical Placements Conference 

Keynote 

Speaker 
N/A 

101 
Hobart, 

Tasmania 

“Changing metaphors and the 

futures of ageing,” Baptist Care 

Australia Conference 

Keynote 

speaker 
N/A 

102 Sydney 

“The Futures of School,” 

Knox-Ravenswood-KAS 

Conference (Connect, Learn, 

Envisage) 

Keynote 

speaker 
N/A 

102 

Kuala 

Lumpur, 

Malaysia 

“Knowledge futures for 

Transcultural worlds,”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Conference 

Keynote 

speaker 
N/A 

 

鄧建邦—副教授 

擔

任

校

外

演

講

學年度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98 
師範大學區域研

究中心 

跨界生活下的中國大陸

台灣人 
師範大學區域研究中心 

98 
真理大學財經法

律學系 

台商與專業人才的跨境

工作 
真理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98 國家安全局 與談「中共加強在陸台 國家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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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之

主

講

者 

商保障工作之研析」，

2009 年 10 月 15 日 

98 
台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 

專業人才的境內遷徙與

跨境專業工作者的對話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 

98 
花蓮台灣觀光學

院 

到中國大陸工作─是機

會？還是風險？ 
花蓮台灣觀光學院 

99 
上海大學社會學

系 

台籍經理人員在中國大

陸的移居生活形態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 

99 
中央大學客家社

會文化研究所 

跨界、世代變遷與家庭

企業：以珠三角地區製

造業台商為例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

研究所 

擔

任

校

內

行

政

職

務 

學年度 職稱 單位名稱 

99 

所長 未來學研究所 

100 

101 

102 

參

與

工

作

坊

活

動 

學年度 地點 工作坊名稱 職務 主辦單位 

99 
師範大學區域研

究中心 

「海外華人的全球化和在

地化」工作坊 
 

師範大學區

域研究中心 

102 淡江大學 未來化委員會工作坊  
未來學研究

所 

102 
Laoag，

Philippines 

Resilient City,  

Brighter Future 
 UNESCO 

參

與

學

術

研

討

會

( 含

國

內

、外) 

學年度 地點 研討會名稱 職務 主辦單位 

98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Six Decades and 

After,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ctorber 5-6, 

2009, Discussant. 

 
政治大學中

國研究中心 

98 淡江大學 
第七屆全球／在地趨勢與

變遷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未來學研究

所 

99 淡江大學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Transitions and Asia 

2060: Climate, 

評論

人 
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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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Economy and 

Identity, hosted by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USA and Kyung 

HeeUniversity,Korea, 

Taipei:Tamkang 

University,November 4-5, 

2010. 

99  中央研究院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Identity, and 

Social Cohesion in Europe,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December 15-16, 

2010, Discussant.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99 淡江大學 
第八屆全球／在地趨勢與

變遷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未來學研究

所 

100 淡江大學 
第十屆全球／在地趨勢與

變遷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未來學研究

所 

101 淡江大學 
第十一屆全球／在地趨勢

與變遷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未來學研究

所 

102 國立政治大學 

2013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

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台灣

社會的再轉型：與東亞國家

之比較」 

發表

人 

國立政治大

學 

102 

The Venetian ® 

Macao-Resort-Ho

tel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發表

人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ICAS) 

102 淡江大學 
第十二屆全球／在地趨勢

與變遷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評論

人 

未來學研究

所 

103 國立交通大學 

103 年學術研討會系列工

作坊「族群與生產治理的跨

國比較：以亞洲地區為例」 

發表

人 

國立交通大

學人文與社

會科學研究

中心 

103 中國上海大學 移民、產業轉型升級與跨界 發表 中國上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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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學術研討會 人 學 

103 
Pacifico 

Yokohama 

XVI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Global Sociology 

發表

人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參

與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學年度 地點 主題 職務 主辦單位 

100 中國南京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姊妹校

系所交流 
所長 南京大學 

100 
德國 Tuebingen

大學 

Seminar Assessing the 

China Impact:  

Taiwan’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Intensifying and 

Multiplying Cross-strait 

Interaction 

 

ERCCT，德國

Tuebingen 大

學 

100 多倫多 

The Next Steps for Moving 

from Vision to Action: 

Dream, Design, Develop, 

Deliver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World Future 

Society 2012 

101 廈門大學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

關係研究所交流 
所長 

廈門大學台

灣研究院兩

岸關係研究

所 

102 淡江大學 
芬蘭土庫大學未來學研究

中心交流 
所長 

未來學研究

所 

擔

任

校

內

外

委

員 

學 位 論

文 審 查

委員 

學年度 校系所 學位名稱 

98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研究所 碩士論文 

98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論文 

98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碩士論文 

99 中正大學勞動關係研究所 碩士論文 

99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論文 

99 輔仁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100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博士論文 

100 輔仁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101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102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103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升 等 論 學年度 校系所 升等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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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審 查

委員 

98 致理技術學院 講師升等審查 

100 中央大學通識中心 專案助理教授審查 

100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學者審查 

學 術 論

文 審 查

委員 (含

期刊、研

討會) 

學年度 研討會/期刊名稱 

98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TSSCI） 

98 《中國大陸研究》季刊（TSSCI） 

98 《政治學報》（TSSCI） 

98 《東亞研究》 

98 《台灣政治學刊》（TSSCI） 

99 《中國大陸研究》季刊（TSSCI） 

99 《台灣東南亞學刊》 

99 《中國大陸研究》季刊（TSSCI） 

100 《台灣社會學》（TSSCI） 

100 《台灣政治學刊》（TSSCI） 

101 《Asian Ethnicity》 

101 《中國大陸研究》（TSSCI） 

101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 

102 《國家發展研究》 

校 級 委

員 

學年度 邀請單位 委員名稱或職務名稱 

99 募款委員會 委員 

99 學生事務會議 出席人員 

99 教務會議 出席人員 

99 校務會議 出席人員 

99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兼執行秘書 

100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兼執行秘書 

100 校務會議 出席人員 

100 募款委員會 委員 

100 教務會議 出席人員 

100 校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0 學生事務會議 出席人員 

101 學生事務會議 各系所主管 

101 校務會議 各系所主管 

101 校課程委員會 
各系所主管 

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召集人 

102 學生事務會議 各系所主管 

102 募款委員會 校內委員 

102 教務會議 各系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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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兼執行秘書 

102 校務會議 各系所主管 

102 校課程委員會 
各系所主管 

通識教育課程各學門召集人 

103 通識教育委員會 遴選委員 

計 畫 案

審 查 委

員 

學年度 計畫案名稱 

99 國科會 100 年度「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100 國科會 101 年度「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100 國科會 100 年度大專生創作獎審查 

100 國科會新進人員案審查 

102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審查 

102 國科會 101 年度大專生創作獎審查 

期刊、專

書 編 輯

委員 

學年度 期刊/專書名稱 職務 

99 台灣社會學刊 編輯委員 

100 台灣社會學刊 編輯委員 

擔

任

指

導

老

師 

學 生 論

文 

學年度 校系所 
學 生 姓

名 
論文名稱 備註 

96 

淡江大學未來

學研究所 

陳明侖 

跨越疆界的「家」

－外籍新娘的家生

活與重構 

 

96 廖韻雯 

窩在哪兒？淡水地

區大專院校女同志

生活風格之自我展

演 

 

96 彭雪莉 
越南籍女性移入配

偶之社會跨界流動 
 

97 林欣潔 

分偶家庭中的新女

性角色：中國台幹

女性配偶留在台灣

的抉擇與轉變 

 

98 魏明如 

中國大陸珠三角地

區不同世代台商流

動經驗之比較 

 

99 曹嫚玲 
網路科技對聽障者

人際網絡的影響 
 

99 黃韋豪 

加入慈濟基金會對

台資企業社會責任

之影響 -以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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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台資製造業為

例 

100 邱則堯 

大型活動志工參與

動機之研究－以

2010 台北國際花卉

博覽會志工經驗為

例 

 

100 賴彥志 

社會企業在台灣的

運作 -以大誌雜誌

為例 

 

102 林昭儀 

我刺故我在：刺青

者認同的轉變與未

來 

 

103 翁映婷 
打工換宿的當代體

驗與未來 
 

 

陳建甫—助理教授 

擔任校

外演講

活動之

主講者 

學 年

度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100 
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創意思考，啟航子計畫辦

公室「未來想像與創意人

才培育系列講座」， 2011

年 4 月 11 日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

院， 

100 
聲寶淡水訓練

中心 

跳出箱子外的思考，高中

職未來想像與創意種子教

師育夢工作坊」專題演講

2011 年 7 月 19 日 

高中職未來想像與創意

種子教師育夢工作坊 

101 
10 樓國際會議

廳 

「國際共構歷史教科書經

驗專題論壇」與談人、評

論人，跨國教科書共構經

驗：和平教育之實踐國際

學術研討會，2012 年 11

月 2-3 日 

國家教育研究院台北院

區 

103 

台北海洋技術

學院(淡水、士

林校區) 

人權與法治教育:大學生

如何改變社會?2014 年 11

月 19、21 日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參與學

術研討

學 年

度 
地點 研討會名稱 

職

務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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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含國

內、外) 

100 
覺生國際會議

廳 

Taipei after Direct 

Cross-Strait Fights: A New 

Dace in the New Asia（兩

岸直航後，台北市會是亞

洲 城 市 的 新 焦 點 ？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Impact and the 

New Asia(中國效應與新

亞洲的未來)，2012 年 4

月 26-27 日， 

發

表

人 

淡江大學未來所 

100 廈門大學 

陳建甫，2012，台灣公民

教育與成人教育：以社會

大學為例，＜鑒古之今的

教育史研究：第六屆兩岸

似地教育史論壇＞， 2012

年 11 月 6-8 日。 

發

表

人 

廈門大學高等教發

展研究中心 

101 
覺生國際會議

廳 

陳建甫、曾詠翔，2013，

外包或創意：亞太動漫產

業發展的趨勢與挑戰--新

崛起的中國動漫產業為

例，「跨文化對話：亞太社

會發展的未來」國際研討

會，2013 年 3 月 25-27 日，

淡江大學 

發

表

人 

淡江大學未來所 

101 台灣研究院 

核四公投與不在籍投票：

以國際選舉觀察的觀點，

2013 年 4 月 2 日，兩岸文

化研究所論壇。 

發

表

人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

院 

102 政治大學 

陳建甫，2013，造反有理?

網路世代的反威權運動分

析:以馬來西亞、香港與台

灣學生運動為例，11 月

9-10 日，第五屆發展研究

年會，政治大學主辦。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

會 

102 政治大學 

陳建甫、蘇志濤，2013，

動員能量、抗爭策略與未

來想像:台灣與香港環境

保護團體在環境保護運動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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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案分析，11 月 9-10

日，第五屆發展研究年

會，政治大學主辦。 

擔任校

內外委

員 

校 級

委員  

學年度 邀請單位 委員名稱或職務名稱 

98 校務會議 出席人員 

100 

表揚好人好事

運動推行委員

會 

委員 

擔任指

導老師 

學 生

論文 

學年度 校系所 
學 生 姓

名 
論文名稱 備註 

92 

淡江大學國際

商學碩士在職

專班 

石崇蕾 

C2C拍賣網站經營決

策因素之分析—以兩

岸主要拍賣網站為例 

 

92 許學民 
電器商品認證經理人

的新買辦關係 
 

92 蘇正儀 

線上反向競標的採購

機制對台灣電子資訊

業供應商夥伴關係之

影響 

 

92 

 

王一杰 

台商高科技業投資與

區位選擇影響因素之

研究─以長江三角洲

地區為例 

 

92 盧彥宏 

中國大陸高新技術產

業開發區競爭力及技

術效率分析 

 

93 

淡江大學國際

商學碩士在職

專班 

李玉雯 
台灣資訊系統商對供

應商表現之評比 
 

93 
淡江大學未來

學研究所 
方勇達 

宜蘭縣休閒農業未來

發展策略之劇情分析 
 

93 

淡江大學中國

大陸研究所 

翁常豪 
影響台灣民眾統獨認

知與統獨主張之研究 
 

93 傅鵬宇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

中國大陸城鄉居民收

入差距之研究 

 

94 劉慧茹 
影響中國大陸地區所

得差距之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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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年之

PanelData實證分析 

94 楊文旺 

貿易權開放對台商經

營中國內銷市場的影

響－以台資貿易商為

例 

 

94 
遠 藤 崇

之 

從民主過渡模式探討

中國村民自治運作的

未來發展 

 

96 鄭雅惠 
影響中國大陸石油需

求因素之研究 
 

96 魏宗芳 

中國社會保險對農民

工權益的影響 -以深

圳、上海及成都為例 

 

97 李柏融 
中國電力消費之實證

分析 
 

97 沈志賢 

珠三角地區台商加工

貿易業的全球生產佈

局探討 

 

97 詹文棋 
兩岸3C零售通路採購

決策分析 
 

97 林政儀 

公司治理機制與經營

績效之研究－以股權

分置改革後中國上市

電子科技公司為例 

 

98 洪耀南 

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

印象暨兩岸關係之調

查研究 

 

98 鄭海鑑 

兩岸生產力促進中心

輔導中小企業轉型之

研究 

 

98 朱少君 

行銷中國：上海消費者

對台灣品牌印象之研

究 

 

98 黃怡蓁 

臺北市中學生對中國

印象之研究－以課程

學習、傳播媒體、人際

網絡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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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淡江大學東南

亞研究所 
馬瑞斌 

影響東南亞五國經濟

成長因素之研究 

 -以亞洲金融風暴後

十二年為例 

 

99 

淡江大學中國

大陸研究所 

林春壽 

兩岸洽簽「兩岸經濟架

構協議」之研究─以韓

國觀點看兩岸經濟架

構協議 

 

99 吳鈞城 

大陸配偶「照護式婚

姻」家庭衍生問題之研

究-新北市為例 

 

100 許惟順 
中共海軍之南海軍事

戰略研究 
 

101 鄧楷諭 

影響人民幣境外需求

因 素 之 實 證 研 究

2000-2010 

郭 建

中 共

同 指

導 

101 曾詠翔 
中國動漫產業發展之

研究 
 

101 藍元駿 

全球化對中國大陸財

稅體制之影響－歐

盟、美國與中國大陸財

稅改革之比較分析 

 

102 黃健峰 

立法委員對兩岸議題

施政總質詢之研究-以

立法院第七屆為例 

 

 

102 
林 文 翼

  

大陸地區人民假結婚

來臺問題之研究 
 

102 
淡江大學未來

學研究所 
蘇志濤 

環境保護運動的未來

想像:以香港與台灣為

例 

 

103 
淡江大學中國

大陸研究所 
陳瀅棻 

中國旅客到台灣自助

旅遊型態之研究（暫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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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舜傑—助理教授 

擔任校

內演講

活動之

主講者 

學年

度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98 淡水校園 美國研究方法 國際學院美洲研究所 

102 未來所 探索多元未來 I 未來學所 

102 未來所 探索多元未來 II 未來學所 

擔任校

外演講

活動之

主講者 

 

學年

度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98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 
美國外交政策的主義論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

事務與全球戰略研究所 

99 淡水社區大學 如何預見未來 淡水社區大學 

100 
國立體育大學 

教學研究大樓 
多元文化看全球運動發展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

所 

100 
新北市蘆洲國

中 

心事誰人知：我們都有問

題 

新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

隊 

100 淡水社區大學 如何預見未來 未來學所 

101 教育部 
教育部未來想像與創意人

才培育中程個案計畫 
未來學所 

101 
中華經濟研究

院 

多層次因果分析（CLA）的

介紹與應用 
中華經濟研究院 

101 
新北市蘆洲國

中 

心事誰人知:我們都有問

題 

新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

隊 

102 新莊社區大學 
新莊社區大學另類講師圖

像工作坊演講 
未來學所 

102 海洋大學 海洋大學未來學介紹 海洋大學通識中心 

103 
淡江大學國際

學院 
全球化之深度解析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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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海洋大學 海洋大學未來學介紹 海洋大學通識中心 

參與工

作坊活

動 

學年

度 
地點 工作坊名稱 職務 主辦單位 

100 宜蘭 未來家園想像 顧問 

教育部未來

想像與創意

人才培育計

畫 

102 
Laoag, 

Philippines 

Resilient City,  

Brighter Future 
Facilitator UNESCO 

102 淡江大學 未來化委員會工作坊  
未來學研究

所 

參與學

術研討

會(含國

內、外) 

學年

度 
地點 研討會名稱 職務 主辦單位 

98 台北 
「瞭解當代芬蘭民主政治

學術研討會」 

會議籌備

人 

台灣國際研

究學會 

99 淡水 
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環境與

教育未來國際研討會 
主持人 通識中心 

100 淡江大學 
「中國效應與新亞洲的未

來」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持人 

未來學研究

所 

100 淡江大學 
第十屆全球／在地趨勢與

變遷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評論人 

未來學研究

所 

101 淡江大學 

「跨文化對話：亞太社會

發展的未來」國際學術研

討會 

主持人 
未來學研究

所 

101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瞭解當代新加坡民主政

治」學術研討會 
發表人 

台灣國際研

究學會 

101 淡江大學 
第十一屆全球／在地趨勢

與變遷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評論人 

未來學研究

所 

102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崛起中的越南」學術研

討會 
發表人 

台灣國際研

究學會 



 

 

 
227 

102 淡江大學 
第十二屆全球／在地趨勢

與變遷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評論人 

未來學研究

所 

102 台灣大學 
紀念蔡同榮博士「台灣前

途」研討會 

與談人 

財團法人台

灣新世紀文

教基金會 

103 淡江大學 
「亞太地區未來學網絡」

國際研討會 
主持人 

未來學研究

所 

103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動亂中的烏克蘭」學術

研討會 
發表人 

台灣國際研

究學會 

103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躍升中的土耳其」學術

研討會 
發表人 

台灣國際研

究學會 

參與國

際交流

活動 

學年

度 
地點 主題 職務 主辦單位 

100 南京大學 南京大學參訪座談  南京大學 

101 廈門大學 廈門大學參訪座談  廈門大學 

擔任校

內外委

員 

學位

論文

審查

委員 

學年度 校系所 學位名稱 

99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

會工作學系 
碩士 

99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

治學系 
博士 

學術

論文

審查

委員

(含期

刊、研

討會) 

學年度 研討會/期刊名稱 

98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99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100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101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102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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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期

刊、專

書編

輯委

員 

學年度 期刊/專書名稱 職務 

97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98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  

100 Tamkang Journal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0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執行編輯 

100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執行編輯 

101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執行編輯 

102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執行編輯 

102 未來學理論、方法與應用  

103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執行編輯 

校級

委員 

學年度 邀請單位 

委員名稱

或職務名

稱 

99 教務會議 出席人員 

100 
院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0 
學生事務會議 委員 

100 
未來學門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1 覺生紀念圖書館委員會 委員 

101 
未來學門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1 
教育學院院務會議 委員 

102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 

102 覺生紀念圖書館委員會 委員 

102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102 未來學門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3 院務會議 委員 

103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 

103 未來學門課程委員會 委員 

擔任指

導老師 

學生

論文 

學年度 校系所 
學生姓

名 
論文名稱 備註 

98 
淡江大學美

洲研究所 
鄧育承 

政治機器與政黨之

關係：以芝加哥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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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9 王詩恩 

女性角色在迪士尼

動畫中的轉型-女權

運動之探討 

 

99 許育瑋 

亞 利 桑 那 州 參 院

1070號移民法案之

研究 

 

99 
淡江大學未

來學研究所 
李意婷 

雲林縣北港鎮地方

文化產業發展之未

來圖像 

 

99 
淡江大學美

洲研究所 
劉興民 

美國印地安人保留

區之社會分析 
 

99 

淡江大學未

來學研究所 

林方凱 

從「一個馬來西亞」

轉型計畫看馬來西

亞族群關係之未來 

 

100 陳馨平 從成語看時間觀  

100 達明澤 爵士樂與美國文化  

100 周辰陽 
美國最初政黨政治

之研究：1787-1814 
 

100 呂 韋 
中國崛起後對華裔

美國人影響之研究 
 

101 吳亞倩 
從偶像劇探索台灣

女性未來意象 
 

101 

淡江大學美

洲研究所 

戴立甫 
底特律市長柯爾

曼．揚治理之研究 
 

101 劉冠彣 

美國華裔作家作品

的自我認同問題研

究 

 

102 林芊妤 

從美國婚姻保護法

看美國社會對同性

婚姻之態度 

 

102 
淡江大學未

來學研究所 
傅浧瑄 

現代塔羅牌中的未

來意象:以萊德偉塔

羅牌為例 

 

102 
淡江大學未

來學研究所 
呂惠敏 

從「人間條件5」論

中年男子的自我價

值觀 

 

102 淡江大學未 陳易祥 威權領導轉型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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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學研究所 層次因果分析 

103 
淡江大學美

洲研究所 
黃苔菱 

美國校園孔子學院

之研究 
 

 

宋玫玫—助理教授 

參 與 學

術 研 討

會 (含國

內、外) 

學年

度 
地點 研討會名稱 職務 主辦單位 

98 淡江大學 
第八屆全球在地趨勢與變

遷論文研討會 
評論人 

淡江大學未來

所 

99 淡江大學 
第九屆全球在地趨勢與變

遷論文研討會 
評論人 

淡江大學未來

所 

100 淡江大學 
第十屆全球在地趨勢與變

遷論文研討會 
評論人 

淡江大學未來

所 

101 淡江大學 
第十一屆全球在地趨勢與

變遷論文研討會 
評論人 

淡江大學未來

所 

102 淡江大學 
第十二屆全球在地趨勢與

變遷論文研討會 
評論人 

淡江大學未來

所 

參 與 國

際 交 流

活動 

學年

度 
地點 主題 職務 主辦單位 

102 
馬來西亞

檳城 
Transforming Cities 2030 Facilitator 

UNESCO、

WFSF 等機構 

102 
Laoag, 

Philippines 

Resilient City, 

Brighter Future 
Facilitator UNESCO 

102 淡江大學 
芬蘭土庫大學未來學研究

中心學術交流 
 未來學研究所 

102 

芬蘭

Turku 

University 

Questioning the Future  

Futures 

Research 

Centre, Turku 

University 

擔 任 校

內 外 委

員 

學 位

論 文

審 查

委員 

學年度 校系所 學位名稱 

101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與領導

學系 
碩士論文 

101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

所 
碩士論文 

學術

論文

審查

委員

(含期

刊、研

討會) 

學年度 研討會/期刊名稱 

100 教育政策論壇 

100 屏東教育大學教育類學報 

102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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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委員 

學年度 校系所 邀請單位 

101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 
淡江大學教育學

院 

其他

(如各

類校

內外

會議

委

員、專

業學

會、國

際會

議委

員等) 

學年度 邀請單位 
委員名稱或職務

名稱 

98 學生獎懲委員會 委員 

100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 

100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 院務會議委員 

100 淡江大學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 委員 

101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 

102 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 教師代表 

102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 

103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 

103 校招生委員會 教師代表 

擔 任 指

導老師 

學 生

論文 

學年度 校系所 
學生 

姓名 
論文名稱 備註 

98 

淡江大學未

來學研究所 

周雅玲 
寵物的社會意義與可

能未來 
 

98 呂庭妤 

運用文化回應教學於

新移民子女之行動研

究 

 

99 莊于霆 

未來化思考方式的體

現？未來學領域學生

思考方式之探究 

 

99 吳姿瑩 

國小學童理想的關鍵

能力：從國小教師的

觀點出發 

 

99 
淡江大學課

程與教學研

究所 

顧書華 

國中社會教科書多元

文化教育內涵之內容

分析 

 

100 呂庭妤 

運用文化回應教學於

新移民子女之行動研

究 

 

101 
淡江大學未

來學研究所 

邱懷瑤 

人工伴侶未來狂想---

從 ACG 迷的觀點出

發 

 

103 劉薇蓮 
高成就女性眼中的婚

姻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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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莉惠—助理教授 

擔任校

內校外

演講活

動之主

講者 

學 年

度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100 
新竹縣立 

石光國民小學 

石光國小創校百週年「薪

傳石光 名師開講」名家講

座─如何開展美好寬廣的

大未來？ 

新竹縣政府 

石光國小 

100 東吳大學 
如何兼顧學術生涯發展與

家庭生活之分享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100 淡江大學 高科技產業人才培育研究 
淡江大學 

教育學院 

101 新莊扶輪社 用創意開展美好的未來 新莊扶輪社 

101 淡江大學 
用創意豐富人生、用創新

創造顛峰 
淡江大學 

102 淡江大學 
大學通識性別教育之學習

共同體經驗分享 
淡江大學 

102 淡江大學 台灣婚姻家庭與愛情處境 淡江大學 

參與國

際交流

活動 

學年

度 
地點 主題 職務 

102 美國佛羅里達 What If(世界未來學年會) 帶隊教師 

103 捷克布拉格 
布拉格查理斯大學之 

姊妹校交流 
院選派之代表 

擔任校

內外委

員 

學年度 邀請單位 委員名稱或職務名稱 

100 未來化委員會 委員 

101 
考選部國家考試公務共通職能分析委

員會 
委員 

103 覺生紀念圖書館委員會 委員 

103 性別平等委員會 委員 

擔任指

導或口

試老師 

學生論文 

學年度 校系所 學生姓名 論文名稱 備註 

101 

淡江大學 

未來學研究

所 

魏廷茹 

已婚女性的

工作與家庭

處境：以直接

服務社工人

員為例 

 

學生論文 101 
淡江大學 

未來所 
謝承軒 

理想與現實

衝擊之後─

七年級生的

工作價值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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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學生論文 101 

東吳大學 

社會學研究

所 

李姿儀 

偶像劇與置

入性行銷的

消費社會研

究－以台北

市大學生為

例 

 

學生論文 102 

東吳大學 

社會學研究

所 

李承鴻 

探究地方社

會的公共性

---以台江大

廟興學為例 

 

學生論文 102 
東吳大學 

ＥＭＢＡ 
李怡嫻   

職場印象管

理與情緒智

力 -以 S銀行

女性主管為

例 

 

學生論文 102 
東吳大學 

ＥＭＢＡ 
陳秋華 

工作成就與

職場關係-以

Y世代金融從

業人員為例 

 

學生論文 102 

政治大學 

社會學研究

所 

李怡青 

兩性的工作

流動與職業

性別隔離:社

會資本觀點 

 

 

霍珍妮—助理教授 

參與國

際交流

活動 

學年

度 
地點 主題 職務 

2014 
Kuala Lumpur , 

Malaysia 
Cities Futures Group facilitator 

2014 
Penang, 

Malaysia 
Transforming Cities 2030 Partici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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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1】101-103 學年度本所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活動表 

活 動 名 稱 101 學年度-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 

活 動 時 間 

自 102 年 3 月 16

日 9 時起 

至 102 年 03 月 16

日 16 時止 

活 動 地 點 淡江大學 

參 與 人 數 26 聯絡人/分機 黃于珊/3001 

活 動 內 容 說 明 

藉由此次春之饗宴校友返校活動，讓校友回來學校與在學中的學弟妹們能夠交流

分享、聯繫感情。所長熱情歡迎校友們回來學校，並鼓勵校友與在學的同學能夠

多多交流，經驗傳承，維繫感情，互相提攜。當天，校友們分享工作上的經驗及

就讀未來所對於工作上所帶來的幫助。另外也提供學弟妹相關就業訊息。學弟妹

則是與校友分享這近一年來在未來所遇到的樂趣。 

活   動   照   片 

圖片一 圖片二 

 

畢業學長工作經驗分享 

 

學弟妹與學長姐相見歡 

圖片三 圖片四 

 

返校校友與在學同學師長花園合照 

 

校友們與學弟妹們共享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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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比賽前的暖身 籃球比賽 

  

桌球比賽 羽球比賽 

活 動 名 稱 102 學年度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 

活 動 時 間 

自 103 年 3 月 15 日 10

時起 

至 103 年 3 月 15 日 12

時止 

活 動 地 

點 
淡江大學 

參 與 人 數 15 人 
聯絡人/分

機 
曹雅雯/3001 

活 動 內 容 說 明 

這次所友們組團參與學校的趣味競賽活動，雖然沒有得名次，但是參與中的過程

增進了同學們與所友間的感情。我們的所友更友情贊助擔任趣味競賽闖關活動的

關主。 

活動結束後至活動中心一同享用美味的午餐，並觀賞學校精心準備的表顏節目。 

午餐結束之後，所長邀請大家去老街旁的冰淇淋店，續攤閒聊。同學們分享最近

的近況與目前的工作，大家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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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骰子比賽 摸麻將比賽 

  

活動中心聚餐 蛋捲廣場合照 

  

教育館大合照 冰淇淋店的閒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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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照   片 

  

教育館的點心時間 教育館的閒聊時間 

  

教育館交流時間 入座活動中心 

活 動 名 稱 103 學年度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 

活 動 時 間 

自 104 年 3 月 14 日 10

時起 

至 103 年 3 月 14 日 12

時止 

活 動 地 

點 
淡江大學/活動中心 

參 與 人 數 12 人 
聯絡人/分

機 
曹雅雯/3001 

活 動 內 容 說 明 

這次由所上認領一桌合菜並邀請所友們參與學校的餐會活動，餐會之前是所長與

所友們在教育館內所上的研究生研究室旁的花園閒聊與用點心，過程增進了同學

們與所友間的感情。 

閒聊活動結束後至活動中心一同享用美味的午餐，並觀賞學校精心準備的表顏節

目。同學們分享最近的近況與目前的工作，大家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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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餐聚 活動中心餐聚 

  

活動中心大合照 活動中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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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2】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畢業校友問卷調查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畢業校友問卷調查 

親愛的  畢業校友們台鑒： 

    多年來，您們在各行各業的表現，深得業界肯定與讚許，本所同仁與有榮焉。

母校為了要提高教學品質，改善教學環境，特擬定下列問卷，請就您的經驗，提

供寶貴的意見與建議，作為本所爾後改善的依據。閒暇之餘，歡迎回校，共敘契

闊。謹此    順頌 

台祺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敬啟 

問卷填寫說明：本問卷資料僅提供本所作為學術統計及系所改進方向的參考。填答空位若不

足請自行增加欄位，謝謝！ 

壹、綜合問題  

一、 個人基本資料：  

學  號  畢業年月 （請務必請填寫/西元紀年月） 

二、 請問您目前的服務機關性質為何？ 

□(1)學校  □(2)政府  □(3)非營利機構  □(4)產業界  □(5)學術界 

□(6)待業(請跳答第五題)      □(7)其他：                           

三、 請問您目前工作機構/單位及職稱？                                    

四、 請問您是否滿意目前的工作？ 

□(1)極不滿意  □(2)不滿意  □(3)普通  □(4)滿意  □(5)極滿意 

□原因：                                                     

五、 請問您在學校所學的知識與技能在畢業後是否有可發揮之處？ 

□(1)極沒發揮  □(2)沒發揮  □(3)普通  □(4)有發揮  □(5)極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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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當您畢業時，您是否學到了專業技能的課程？ 

□(1)極差   □(2)差   □(3)普通   □(4)好   □(5)極佳 

七、 根據您職場上的經驗，請您列出可以經過修正而變得對您更有助益的本所現有課

程： 

□現有課程已不須修正 

□可修正課程及其修正之道：                                              

八、 根據您職場上的經驗，您認為本所既有的課程結構中還有哪些新的課程可納入： 

□結構完整，不須納入新的課程 

□可納入下列課程                                                        

 

九、 根據您職場上的經驗，請您提供對本所教學的建議： 

＿＿＿＿＿＿＿＿＿＿＿＿＿＿＿＿＿＿＿＿＿＿＿＿＿＿＿＿＿＿＿＿＿＿＿＿＿＿

＿＿＿＿＿＿＿＿＿＿＿＿＿＿＿＿＿＿＿＿＿＿＿＿＿＿＿＿＿＿＿＿＿＿＿＿＿＿

＿＿＿＿＿＿＿＿＿＿＿＿＿＿＿＿＿＿＿＿＿＿＿＿＿＿＿＿＿＿＿＿＿＿＿＿＿＿ 

十、 您期盼所上能為您提供的服務是什麼？請建議提供方式： 

＿＿＿＿＿＿＿＿＿＿＿＿＿＿＿＿＿＿＿＿＿＿＿＿＿＿＿＿＿＿＿＿＿＿＿＿＿＿

＿＿＿＿＿＿＿＿＿＿＿＿＿＿＿＿＿＿＿＿＿＿＿＿＿＿＿＿＿＿＿＿＿＿＿＿＿＿

＿＿＿＿＿＿＿＿＿＿＿＿＿＿＿＿＿＿＿＿＿＿＿＿＿＿＿＿＿＿＿＿＿＿＿＿＿＿ 

十一、請列出你曾通過之檢定考試或已獲得之證照(包含政府主辦、委辦之考試或外

語檢定測驗等)： 

□都沒有 

    □有(請勾選下列你曾通過與填寫獲得之項目)  

(1) 專業類：□資格檢定                     □公務人員                                

□電腦認證                   □其他證照                          

(2) 語言類：□全民英檢 

           □TOEFL   □TOELIC  □IELTS  □TESL  □CEF  □其他              

           □JLPT(一)  □JLPT(二)  □JLPT(三)  □JLPT(四)   

      □其他    (分數    )             

               □其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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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目標 請分別就下列各項目『圈選』您所同意之程度 

未來學研究所教學目標： 

1、促進對未來變遷與科技整合的知識。 

2、培育未來研究、規劃及未來趨勢的人才。 

 

           重要性與滿意度 

 

項目 

您是否認同本所的教育

目標對求學、就業之重要

性 

本所是否在您就學期間

內有效幫助您達成左方

所列目標 

極不認同<……>極認同 極不滿意<……>極滿意 

A、 培養具有未來研究專業

之實務工作者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B、 提供學理與研究能力之

專業訓練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C、 增強學生專業知能在各

種產業及各相關機構之

應用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D、 藉由未來研究跨領域之

結合，提昇學生就業的競

爭力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E、 整合理論與實務，進而拓

展師生多元之視野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F、 協助學生獲取專業證照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參、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請分別就下列各項目『圈選』您所同意之程度 

 

            重要性與滿意

度 

 

項目 

 

你認為左方所列舉項目 

對您而言是否重要 

你對左方所列舉項目實

際在課程和服務中呈現

滿意度為 

極不重要<……>極重要 極不滿意<……>極滿意 

1.本所師資陣容能滿足您的學

習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2.本所專任教師的教學品質能

滿足您的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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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兼任教師的教學品質能

滿足您的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4.本所教師授課能讓您瞭解學

科的教學目標與內容。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5.本所教師會於上課開始提供

課程大綱並講解課程內容。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肆、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請分別就下列各項目『圈選』您所同意之程度 

            重要性與滿意

度 

 

項目 

 

你認為左方所列舉項目 

對您而言是否重要 

你對左方所列舉項目實

際在課程和服務中呈現

滿意度為 

極不重要<……>極重要 極不滿意<……>極滿意 

1.本所課程安排兼具理論與實

務。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2.本所目前開設之課程能滿足

您的學習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3.本所圖書資料能滿足您的學

習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4.本所資訊科技設備(多媒體

電腦等)能滿足您的學習需

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5.本所研究生設備能滿足您的

學習需求。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6.本所設備管理方式合宜。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7.本所提供適當的學習輔導措

施及生活輔導措施(如教師

提供晤談時間、協助建立讀

書會、講座課程、導師制

等)。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8.本所提供適當的生涯輔導措

施(如聘請校外專家講授專

業進修或生涯規劃等講座課

程、鼓勵學生參加學校辦理

之職業介紹或生涯規劃、舉

辦就業輔導相關活動等)。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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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性與滿意

度 

 

項目 

 

你認為左方所列舉項目 

對您而言是否重要 

你對左方所列舉項目實

際在課程和服務中呈現

滿意度為 

極不重要<……>極重要 極不滿意<……>極滿意 

9.本所教師提供良好的導生輔

導措施。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0.本所鼓勵學生參與校際間

課外活動。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1.本所提供學生適宜的工讀

機會(如專案計畫助理、系

所工讀等)。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2.本所提供學生獎助學金訊

息並鼓勵學生積極申請(爭

取)。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3.本所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

習活動(如交換學生、出國

研習、參與國際研討會、遊

學等)。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4.本所之教師定期與研究生

進行討論。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15.本所之教師與學生相處氣

氛與互動良好。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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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2-1】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修業規則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修業規則 

104.05.2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03.11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99.02.26.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97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95.11.10 公佈實施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所研究生之入學修業及考試等有關事項，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本所碩士班招生對象為一般生，招生條件同招生簡章。 

第三條 有關僑生與外籍生之招收，以及大學部直升研究所之甄試等辦法，均依

照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章 修業與選課 

 

第一條 本所碩士班之修業年限為 4 年。 

第二條 本所碩士班課程主要包括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95 學年度（含）以前

入學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必修課程需修滿 12 學分，96 學年度（含）入學

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必修課程需修滿 9 學分，所有課程需修滿 32 學分〈不

含論文 4 學分〉。105 學年度（含）入學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必修課程需

修滿 6 學分，所有課程需修滿 28 學分〈不含論文 4 學分〉。 

第三條 本所研究生於修業年限內得選修非本所課程〈至多 6 學分〉。 

 

第三章 論文指導與學位考試 

 

第一條 論文指導 

一、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教師為主。 

二、如擬申請校外學者擔任指導教授，需另由本所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經本所所長同意得以聘任。 

三、指導教授資格依本校規定辦理。 

第二條 學位考試 

一、論文大綱口試：本所研究生論文口試之前，必須先通過論文大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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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研究生修畢本所必修學分數，經指導教授同意，於每學期期中

考後二週內，向所辦提出口試申請並由指導教授推薦口試委員，於

申請當學期期末考結束前完成大綱口試。 

二、論文口試：依學校碩士學位考試相關規定行之，論文初稿必須在口

試 2 週前送交所辦，轉寄考試委員。 

三、相關規定請見本所學位考試流程表。 

 

第四章 其他 

 

第一條 本所一、二研究生每學年必須出席至少 1 場以上學術研討會，紀錄於研

究生手冊末頁學習備註欄，2 場以上得申請論文大綱口試。 

第二條 本所研究生論文口試之前，必須於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發表過一篇學術論

文。 

第五章 附則 

 

第一條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項，依教育部相關法令與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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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2-2】淡江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淡江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97.05.09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7.06.18 室秘法字第 0970000023 號函公布 

97.10.22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7.11.17 室秘法字第 0970000055 號函公布 

98.10.28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1.20 室秘法字第 0980000067 號函公布 

99.05.12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07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13 號函公布 

99.10.27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1.30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66 號函公布 

100.10.19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22 處秘法字第 1000000025 號函公布 

一、為提升本校學生之英語能力，特訂定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日間學制學生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語檢定（GEPT）中級初試以上者始

得畢業；以英語為母語之外國學生，得申請經由英文學系或英美語言文化學

系進行英語能力認證通過後，亦視為通過畢業門檻。 

三、已報考但未通過相當於全民英語檢定(GEPT)中級初試以上者，碩士班、博

士班學生得於畢業前，學士班學生得於大三起，修習「進修英文」二學分之

替代課程且成績及格始得畢業，惟該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及二分之一學分不

及格計算，且該成績不列入學期成績及學業成績平均計算。  

四、各種英語能力檢定標準與全民英語檢定（GEPT）檢定標準對照表如下： 

全 民 英

檢 

(GEPT) 

多 益 測

驗 

(TOEIC) 

托福（TOEFL） 

雅 思  

(IELTS) 

歐洲語
言能力
參考指
標 

(CEF) 

電腦型

態 

(CBT) 

網 路

型態 

(iBT) 

紙筆型態 

(PBT) (ITP) 

中

級 

初

試 
450 114 37 424 

3.5 級以

上 
B1 

五、本要點自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六、本校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得另訂定較高之英語能力檢定標準，並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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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 5-2-3】本所 101-104 學年度學生實習發表手冊(現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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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5-1】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所務會議設置規則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所務會議設置規則 

98.06.16 未來學研究所97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所務會議通過 

98.09.30 教育學院9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0.25   校長准予核定 

 

第一條  本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規定，設置所務會議(以下簡稱本

會)。 

第二條  本會研議事項如下： 

一、本所教學、研究及行政等事項之推動。 

二、本所課程、招生及募款等事項之審議。 

三、本所師生發展事項之研議。 

四、本所法規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五、其他有關所務事項。 

第三條 本會由下列人員組織之： 

一、所長。 

二、主聘之專任教師。 

三、學生代表。 

四、學生會代表。 

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 

第四條  本會由所長召集及主持之，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 

第七條  有關課程、招生之提案，應先經本所課程、招生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第八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及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

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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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5-2】101-104 學年度本所所務會議列表【請至現場參閱】 

101-104 學年度本所所務會議記錄主要決議事項列表 

時間 會議名稱 
參與

人數 
主要決議事項 

101 年 9 月 7 日 

（星期五） 

淡江大學 101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1 學

期第 1 次會議 

8 人 

1. 討論 101 學年度工作分配。 

2. 討論 101 學年度本所由本所教

師邀請校外專業人士進行演

講。 

3. 討論 102 學年度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指標維持原案。 

4. 討論本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措施方案」維持原案。 

5. 討論未來學門教師鄧玉英老師

帶隊出席美國「世界未來學會」 

6. 推薦陳國華老師為本所 100 學

年度優良教師推薦代表。 

7. 通過申請移轉前未來學研究中

心募款餘額至本所募款名下。 

101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五） 

淡江大學 1018

學年度教育學

院未來學研究

所所務會議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 

12 人 

1. 通過 101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計

畫相關作業。由本所教師共同

擔任評鑑委員。 

2. 通過調整 102 學年度未來學所

專任教師授課鐘點安排 

3. 通過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

英語授課課程，由本所宋玫玫

老師擔任英語授課教師。 

4. 通過研擬預研生規則。 

102 年 1 月 9 日 

（星期三） 

淡江大學 98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1 學

期第 3 次會議 

12 人 

1. 通過 102 學年度本所自我評鑑

作業進度時程及各分項撰寫相

關作業。 

2. 通過研議因應未來招生所需及

未來評鑑發展，進行課程地圖

之規劃，提請討論。 

3. 通過 102 學年度未來學研究所

招生簡章修正選考科目為三選

一追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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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2,000 元

整，支付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55 期出版品「大未來」期刊

之編輯工讀費案。 

5.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 5,000 元

整，補助「100 學年度新生說

明會」費用。 

6. 通過申請動支募款新台幣

6,380 元整，補助「101 學年度

第 1 學期未來學研究所期末感

恩聚餐費用。 

102 年 2 月 21 日 

（星期三） 

淡江大學 101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期第 1 次會議 

12 人 

1. 討論 102 學年度未來學所開課

課程。 

2. 決議由劉又嘉同學為 Jan Lee 

Martin Award 獎學金候選人。 

3. 通過「跨文化對話：亞太社會

發展的未來學術研討會

（Dialogue among 

Cultures: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s of 

Asia-Pacific Development）」由

本所老師共同負責進行工作分

配。 

4. 通過依規定辦理特色計畫與姊

妹校學術交流活動計畫。 

102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五） 

淡江大學 101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期第 2 次會議 

12 人 

1. 通過本所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 

2. 通過本所 102 學年度課程異動

案。 

3. 通過。本所預計有 7 篇發表，

由彭莉惠老師主責，將於 6 月

7 日舉行。本所擬舉辦第 11 屆

「2013 全球/在地趨勢與變遷

論文研討會」。 

4. 通過本所 2013 圖書館期刊介

購。 

5. 通過本所加入發展年會相關活

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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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淡江大學 101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期第 3 次會議 

12 人 

1. 通過由紀舜傑老師開設並採英

語授課方式教學本所 102 學年

度第 2 學期開設全英語授課課

程。 

2. 通過修正本所編著未來學專書

之相關事宜。 

3. 通過本所 101 學年度系所評鑑

實地訪評之相關事宜。 

102 年 6 月 18 日 

（星期二） 

淡江大學 98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期第 1 次會議 

12 人 

1. 通過根據會議討論將相關修改

格式及問題，另外傳送相關討

論結果至各位老師信箱。有關

本所編著《未來學理論、方法

與應用》教科書出版計畫。 

2. 通過本所預研生甄試方式及時

程規劃，針對預研生申請評估

表進行修改，推薦陳國華老師

擔任委員並組成甄選小組。 

3. 通過由本所募款支應第一名入

學考試新生獎學金一萬元，並

於學期中正式場合公開頒獎。 

4. 本所與聯合國文教基金會

(UNESCO)合作案，提請討論。 

5. 通過臨時動議：將提供出國發

表學生一次性補助獎學金 5 千

元。 

102 年 9 月 12 

(星期四) 

淡江大學 102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1 學

期第 1 次會議 

9 人 

1. 通過本所 102 學年度工作分

配。 

2. 通過推薦宋玫玫老師為 101

學年度優良教師推薦代表。 

3. 通過專書以教科書取向進行

出版，本書各章節進行內容調

整修改。各章節修改版本請於

10 月 15 日前繳交，以利後續

編輯作業。 

4.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2,000

元整，支付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謝志宏老師擔任林凱鈞

及趙威翔同學口試委員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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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9,382

元支付 2013 年世界未來研究

聯盟(WFSF)年費(225 歐元)，

提請討論。 

6.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4,000

元，支付 103 年度台灣社會學

會年費。 

7. 通過本所申請動支募款新台

幣$17,552 元支付 101 學年度

第 2 學期送舊餐會費用。 

8.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 8000

元，贊助 2013 台灣發展年會

會議活動費用。 

9.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 13,260

元，支付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十一屆「全球發展趨勢與在

地社會關懷」研究生論文研討

會教師評審費用。 

10. 通過臨時動議： 

1. 建議所辦添購錄音筆 

2. 建議所辦添購置學生物品

櫃 

3. 建議聘任常設專業編輯決

議再舉行期刊會議統一討論。 

102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二) 

淡江大學 102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1 學

期第 2 次會議 

9 人 

1. 依決議修改 103 學年度本所

碩士班招生海報及預研生甄

試招生宣傳時程規劃。 

2. 推薦理學院王伯昌院長與本

所彭莉惠老師為 2014WFS 帶

隊教師。統計系林志娟老師為

備取。2014WFS 帶隊教師甄

選。 

3. 通過本所獎學金規則，撤銷本

所入學獎學金，制定獎勵學生

出國發表論文制定碩士班獎

學金辦法。 

4. 通過本所與聯合國文教基金

會(UNESCO)合作海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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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案。 

5. 通過本所宋玫玫老師參與合

作案與世界未來研究聯盟

(WFSF)合作案。 

6. 通過本所與廈門大學「台灣研

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簽訂學

術交流協議書案。 

7.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7,161

元整，支付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座談會暨迎新烤肉

活動。 

8.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 12,000

元，贊助 2013 台灣發展年會

會議活動費 

9.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 10,000

元，補助楊道揆同學領取 102

學年度研究生入學考試獎學

金。 

10.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 5,000

元，補助邱懷瑤同學出國發表

論文獎學金。 

11. 通過臨時動議：海報費用為鎖

上以所上同學為優先設計

者，提高設計海報製作金額，

若同學們無法製作則委外製

作。 

103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五) 

淡江大學 102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期第 1 次會議 

9 人 

1. 補助本所宋玫玫老師出席國

際會議工作坊。 

2.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2,040

元整，支付大未來編輯費。 

103 年 3 月 13 日 

(星期四) 

淡江大學 102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期第 2 次會議 

9 人 

1. 通過 104 學年度未來學研究

所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修正

甄試名額由 3 名增加為 6 名。 

2. 通過 104 學年度碩士班一般

考試招生簡章修正案，招生名

額由 7 名減少為 4 名。 

3. 討論 103 學年度未來學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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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課程。 

4. 決議本所 103 學年度教師全

英語授課獎勵案由紀舜傑老

師「未來學專題(一)」(1/0)、

宋玫玫老師「探索未來專題」

(0/2)，此 2 門課程提出申請。 

5. 通過本所 103 學年度講座開

課案。 

6. 通過本所「未來學專業實習」

課程上課時間異動。專業實習

在暑假間於實習機構完成，總

時數不少於 72 小時。 

7. 通過本所預研生規則修正。 

8. 通過本所預計 2014 年 6 月 6

日擬舉辦第 12 屆「2014 全球

/在地趨勢與變遷論文研討

會」。 

103 年 6 月 12 日 

(星期四) 

淡江大學 102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期第 3 次會議 

10 人 

1. 通過追認本所 104 學年度開

始碩士甄試生申請提前入學

事宜討論 101 學年度本所招

生增加甄選方式。 

2. 通過本所邱懷瑤同學為本所

建議 2014Jan Lee Martin 基金

會最佳論文獎推薦人。 

3. 通過本所系所期刊介購案。 

4. 通過本所實習要點修正案，通

過針對在職學生提出修課期

間在職工作證明，得免修習此

實習課程。 

5.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2,040

元整，支付大未來編輯費。 

6.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 $9,895 

元支付 2014 年世界未來研

究聯盟年會費用。 

7.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 

$20,500 元支付 2014 年迎

新、送舊感恩餐會費用，提請

討論。 



 

 

 
255 

8.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 

$17,060 元支付 2014 第十二

屆全球發展趨勢與在地社會

關懷-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9. 提議下次 Jan Lee Martin 基金

會最佳論文獎，請選專責委員

負責論文篩選。 

10. 臨時動議： 

1.決議：同意，下次組成學生

論文甄選委員會，再負責最佳

論文獎之甄選推薦事宜。 

2.通過製作感謝函給 Jan Lee 

Martin 基金會，感激該基金會

針對本所出國參加檳城之

『Transforming Cities 2030』

工作坊同學提供部分補助。 

103 年 9 月 11 日 

(星期四) 

淡江大學 103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1 學

期第 1 次會議 

9 人 

1. 討論 103 學年度工作分配 

2. 推薦本所紀舜傑老師為 102

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推薦代表。 

3. 通過宋玫玫老師為，本所參與

世界未來學(WFS)2015 年會

教師代表。 

4. 通過本所與伊朗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TUTE 

FOR SCIENCE 

POLICY(NRISP)簽訂學術交

流合作備忘錄。 

5. 通過動支募款 1 萬元，支付

2014 Jan Lee Martin 基金會最

佳論文獎。 

103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三) 

淡江大學 103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1 學

期第 2 次會議 

9 人 

1. 通過。103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

計畫相關作業，決議 11 月 28

日前繳交相關資料。 

2. 通過本所薦請本校與芬蘭土

庫大學簽訂雙邊學術交流協

定。 

3. 通過本所預研生張婷欣同學

之資格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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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過本所宋玫玫教師與課程

所薛雅慈教師為(WFS)2015

年會帶隊教師。 

5. 通過動支募款 12,285 元，支

付本所清點財產遺失金額。 

6.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2,040

元整，支付大未來編輯費。 

7. 通過動支募款新台幣

$159,929 元整，支付參與美國

世界未來學會 2014 年年會出

國補助費用。 

103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三) 

淡江大學 103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1 學

期第 3 次會議 

6 人 

1. 通過 103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

計畫相關作業預計 103 年 12

月 19 日前繳交修正資料。 

2. 通過兩位同學為本所預研生。 

3. 訂定異地學習計畫辦法。 

4. 訂定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活

動辦法。 

104 年 1 月 21 日

(星期三) 

淡江大學 103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1 學

期第 4 次會議 

7 人 

1. 評鑑委員為王宏仁教授、薛義

誠教授、馬財專教授。 

2. 評鑑日期訂為 4 月 22 日。委

員到校時間為 9 點。 

3. 當天下午教學訪視為「旅遊休

閒與消費文化」陳建甫老師。 

4. 通過「亞太地區未來學網絡論

壇」國際研討會議分配工作 

5. 馬來西亞國際工作坊「Think 

City」延期，改由預計至韓國

及芬蘭姊妹校國際短期交流。 

104 年 2 月 26 日 

(星期四) 

淡江大學 103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期第 1 次會議 

9 人 

1. 通過 104 學年度未來學所開

課課程。 

2. 本所 104 學年度講座開課案。 

104 年 2 月 26 日 

(星期四) 

淡江大學 103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9 人 

1. 通過 103 學年度教學評鑑準

備事項。 

2. 通過本所研究生參與異地學

習計畫申請案。 



 

 

 
257 

期第 2 次會議 3. 通過本所研究生參與教育學

院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申請

案。 

4. 通過本所研究生參與教育學

院補助學生出國交換學習獎

勵申請案。 

5. 通過本所教師參與國際會議

補助辦法。 

6. 通過本所宋玫玫教師參與國

際會議申請案。 

104 年 5 月 21 日 

(星期四) 

淡江大學 103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期第 3 次會議 

9 人 

1. 通過 103 學年度教學評鑑回

應事項。 

2. 通過 105 學年度未來學所本

所必修課程與畢業學分數異

動。 

3. 通過本所設立創新前瞻與未

來英語學士學程。 

4. 通過本所淡江大學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專任教師升等

資料表修改案。 

5. 通過本所 2016 年系所期刊介

購清冊。 

104 年 6 月 18 日 

(星期四) 

淡江大學 103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2 學

期第 4 次會議 

9 人 

1. 通過策略遠見中心設置相關

事項。 

104 年 8 月 13 日 

(星期四) 

淡江大學 104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1 學

期第 1 次會議 

10 人 

1. 通過 105 學年度未來學研究

所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修正。 

2. 通過本所 105 學年度碩士班

一般考試招生簡章修正案。 

3. 追認本所預研生之資格審核。 

104 年 9 月 9 日 

淡江大學 104 學

年度教育學院

未來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第 1 學

期第 2 次會議 

10 人 

1. 通過本所104學年度第 2學期

研究所開課異動案。 

2. 通過本所 104 學年度工作分

配。 

3. 通過策略遠見中心建置，聘請

宋玫玫老師擔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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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過本所未來寫作競賽規則。 

5. 通過 103 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推薦彭莉惠老師為本所代表。 

6. 通過本所世界未來學

(WFS)2016 年會帶隊教師為

紀舜傑老師 

7. 追認本所預研生之資格審核。 

8. 通過動支募款 1 萬元，支付

2015 Jan Lee Martin 基金會最

佳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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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5-3】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規則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規則 

 

98.06.16 未來學研究所97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所務會議通過 

98.09.30 教育學院9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0.25   校長准予核定 

 

第一條  本所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設置所課程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本所開課科目名稱、學分、課程內容及畢業學分之審議。 

二、本所課程配當之審議。 

第三條 本會由下列人員組織之： 

一、當然委員：所長。 

二、遴選委員： 

（一）專任助理教授職等以上之教師代表。 

（二）學生、所友、校外學者者專及業界代表。 

本會委員四至九人，委員任期為一年。 

第四條  課程審議流程如下： 

所課程委員會議→所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院務會議→校課程委

員會議→教務會議。 

第五條 本會由所長召集及主持之，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 

第八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九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及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

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 5-5-4】本所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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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5-5】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招生委員會設置規則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招生委員會設置規則 

 

98.06.16 未來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所務會議通 

98.09.30 教育學院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0.25   校長准予核定 

 

第一條  本所依據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條規定，設置所招生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招生策略之研擬分析。 

二、招生文宣資料之規劃製作。 

三、各項招生宣導活動之推動執行。 

四、各類招生名額之審議。 

五、各類招生簡章及招生辦法之審議。 

六、其他有關招生事項。 

第三條 本會由下列人員組織之： 

一、當然委員：所長。 

二、遴選委員：專任助理教授職等以上之教師四至七人。 

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 

第四條 本會由所長召集及主持之，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 

第七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八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及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

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261 

【附錄 5-5-6】本所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 

 

【附錄 5-5-7】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規則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規則 

 

98.06.16 未來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所務會議通過 

98.09.30 教育學院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0.25   校長准予核定 

 

第一條  本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規定，設置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教師服務資歷及學術著作之審查事項。 

二、專（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延

長服務及資遣原因認定等之審議事項。 

三、教學優良教師敘獎之審查事項。 

四、教師研究進修之規劃及輔導事項。 

五、教師休假資格之審查事項。 

六、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評）議之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下列人員組織之： 

一、當然委員：所長。 

二、遴選委員：專任教授職等之教師四至六人。 

如無足額教授時，得提聘副教授或相關系（所）教授擔任本會委員。

除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任期均為一年，聘期自三月起至翌年二月止。

本會委員均須依照規定層報校長核聘。 

第四條 本會由所長召集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五條  本會應邀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召集人列席。審議案件，得視需要邀請

當事人或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涉及個人權益時，擔任委員之當

事人應於說明後迴避。當事人對於本會之決議如有不同意者，悉依本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除公假外未出席三次者，得

取消其當學年之委員資格，並另提聘委員遞補。當然委員被取消資格

者，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除審議升等案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外，應有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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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除第二條第二款之審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為通過外，其他議案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

過，但教師升等案之研究評審項目，另依本校「教師升等規則」、本院

及本所「教師升等審查規則」辦理之。 

第二條第二款之解聘、停聘、不續聘案中，如有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

反聘約情節重大等情事者，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且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決議為通過。有關教師長期聘任之審議及決議，另依相關

法律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會審議升等案，涉及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之實質判斷時，職級低於被

審查職級（升等審查以升等後之職級為準）之委員不得參與審議；且

參與審議之委員人數，至少需具審查資格者五人。 

第九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及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

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 5-5-8】本所教師評審會會議紀錄【請至現場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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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1-1】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未來學研究所 103 學年度教學單位

評鑑結果回應表 

碩士班評鑑認可結果：     通過        

 

項目 專家評鑑委員建議 
受評單位回應說明或初步改善計畫 

及因應方案 

項目一 

1. 建議加強三化中的未來化，落實觀念宣

導、教育訓練、應用計畫的執行。運用

未來所特色集結學校力量，有能力執行

國家前瞻、社會前瞻、企業前瞻研究計

畫。 

2. 持續透過通識教育課程，讓全校師生進

一步認識未來學。建議應維持未來學門

課程為全校必修課程。 

3. 多元跨領域課程安排建議以專題的融入

教學方法，加強基礎課程與跨領域重點

課程的鏈結。 

1. 目前規劃於教育學院中成立策略與遠見中

心，加強與國家前瞻計畫機構、企業與非

營利組織智庫的合作，進一步拓展未來化

成效。 

2. 未來學門原屬必修特色核心課程，但自 104

學年開始改為社會領域學門選修，原因為

強調彈性修課，使學生能自由選擇。將建

議未來視學習成效檢討未來學門課程成為

必修的可行性。 

3. 將於近期內召開課程會議討論以專題的教

學方法結合跨領域重點課程。 

項目二 

1. 未來就業方向希望所上老師與畢業所友

多分享個人經驗及就業相關資訊。 

2. 教師除固定的 office hour 之外，建議利

用資訊行動裝置提供多元對話管道。 

1. 已開設前瞻趨勢講座，多方邀請與本所專

業結合之業師蒞校分享產業趨勢與前景。

亦在其他課程中鼓勵教師增加邀請業師，

分享工作經驗。 

2. 未來將建立師生間的社群網絡連結。 

項目三 

1. 受訪談研究生提出，畢業學分數(36)，如

欲兩年畢業較有困難。學分數是否可以

配合修業年限做彈性調整 

2. 獎學金第一名 1 萬元，是否可以增多名

額。 

1. 已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會議

與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所務會

議討論，調整畢業學分數為 32 學分，必修

學分由原 9 學分改為 6 學分。 

2. 將積極向校方爭取。本所已有 Jan Lee 

Martin Foundation 的論文獎學金 1 萬元，

將進一步爭取更多資源。 

項目四 

1. 老師的相關研究計畫盡量跟其研究專長

配合。 

2. 建議以在地社區之未來為共同研究對

象，整合各個老師的不同專長，以發揮

最大的影響力。 

1. 本所目前執行之重點計畫對於研究產出有

很大的幫助。未來將在計畫執行前以研究

議題整合教師專長，以發揮最大的研究成

效。 

2. 將討論以淡水為主軸之未來研究計畫。 

項目五 

建議 ED503 研究室進行適度研究空間區隔。 學生可善用 ED502 為獨立論文與研究寫作空

間，ED501 在未排課的時間可開放討論之用，

ED503 之功能則為資料查詢與意見討論的綜

合使用空間。 

項目六 

 

1. 鼓勵往下扎根，成立未來學系。 

2. 建議教師準備升等前，教學時數可做適

度調整，以兩年為期，總時數不變，但

可彈性調整全力準備論文發表。 

1. 已提案研議於教育學院成立「創新前瞻與

未來」全英語學士學程，預計於 106 學年

度正式招生。 

2. 將於所務會議中提出彈性授課時數以提升

等能量的具體辦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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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1-2】淡江大學教育學院策略遠見中心設置要點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策略遠見中心設置要點 

 

104.5.21 未來學研究所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4.6.24 教育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07.23 校長核定 

一、為因應社會需求，落實創新學習型社會的發展理念，整合本校現有研究與教

學資源，促使淡江未來研究在國內穩固的領導地位，以利結合國際相關專業

研究成果，特設置策略遠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二、本中心隸屬教育學院，視同二級單位，所需經費以自行籌募為原則。 

三、本中心執掌如下： 

(一)負責推動本校未來化教育理念。 

(二)檢視未來學門教學成效，發表未來趨勢研究發現。 

(三)針對本校師生與社會各界辦理未來視野認證工作。 

(四)進行產業合作，結合業界之需求、研發、建教合作等資源。 

(五)接受校外機構委託研究、學術會議、諮詢、訓練課程等服務。 

四、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本校專任教師兼任之，負責本中心計畫及行政 工作

之督導與協調，本校不另支主任津貼。 

五、本中心得設置顧問若干人，以備中心研究、業務之諮詢。 

六、本中心得依實際運作需要分組辦事，各組置組長一人。 

七、本中心得依業務需要，設置研究人員、規劃師、及行政人員若干人。 

八、本要點經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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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1-3】 策略遠見中心重點工作項目 

105-107 年度校務計畫預計項目 

計畫 

名稱 

重點 

工作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未 

來 

化 

千 

里 

眼 

遠 

見 

深 

化 

未 

來 

化 

之 

基 

礎 

1.嫁接桃李， 

 攜手開創 

  將未來思考深植於業界、政府機構、及教育界。

旨在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傳播未來學軟實力，直接

運用並深植於台灣社會當中。為了有效傳播未來學的

觀念與思考模式，並擴大影響力，將透過策略遠見中

心，藉由產官學合作，舉辦未來思考相關活動，一步

步延伸向實務界發展，幫助產業界、政府部門、各級

學校建立未來思考的人力訓練。每年籌畫兩場互動性

前瞻未來工作坊，邀請當前活躍於國內外的未來學講

者，實際引導未來學方法。為跳脫學術氛圍，特選校

外會議場地，廣邀業界有志人士參與聽講，加深社會

連結性。 

 第一年：企業前瞻等未來思考工作坊 2 場； 

 第二年：政府發展等未來思考工作坊 2 場； 

 第三年：組織策略等未來思考工作坊 2 場。 

2.佈網全球， 

  弘通資訊 

  旨在連結全球未來學應用之相關資源，並增加與

台灣社會之互動，延伸未來學工作坊後續相關資訊取

得與延續。為加深社會大眾對未來思考之了解，需強

化未來學資訊的可取得性。策略遠見中心藉由架設網

站，整合國內外資源，將未來學領域之相關趨勢、發

展、研究成果、案例與活動等，以平易近人之方式加

以翻譯或改寫，透過公開平台傳播，以利使用者取

得。藉此達到推廣與擴充之目的，並建立淡江大學成

為台灣未來情資中心的地位。 

 第一年：架設網站，設計網頁，聯繫全球各未來

學之相關組織與個人，邀募加入網站陣容，建立

網絡； 

 第二年：進一步發展未來情資之深度與廣度，並

以訪談、錄影、剪接後製等方式，將未來學內容

生活化並凸顯其生動性； 

 第三年：持續強化網站之網絡及內容，並逐步開

放大眾提供反饋系統，以廣泛深植未來學之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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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7 年度校務計畫預計項目 

計畫 

名稱 

重點 

工作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未 

來 

化 

千 

里 

眼 

遠 

見 

深 

化 

未 

來 

化 

之 

基 

礎 

3.把關未來， 

  優化前瞻 

  透過策略遠見中心的成立，與國際未來學機構合

作 ， 發 展 未 來 思 考 類 型 量 表 (foresight style 

assessment)。一直以來，未來思考力並無特殊量化指

標做為量測的指標。為清楚比較經過未來學洗禮之前

後差別，特此建立一系統化測量機制，透過量表的檢

測，得以知曉未來學相關能力的教學成效。之後將更

進一步將測量機制優化，作為思考未來能力的標準認

證。 

  為使量表得以落實其指標性功效，需逐步依序優

化量表可測量性與加強精確度與可信度。特此規畫三

年建立量表認證目標與步驟。 

 第一年：蒐集量化專家意見、勾勒量表框架、進

行初期樣本測驗，以及量表檢驗。以第一年成果

為基底，持續參考專家意見，逐步修正與補強量

表精確性與可測量性； 

 第二年：召開量表專家諮詢會議，集結未來學專

業人士意見，針對量表進行第二次優化，擴大發

放問卷，擴充樣本數量，建立量表信度與效度； 

 第三年：將第二次優化問卷做最後修正與加強其

效度與信度，以達建立未來化指標認證標準。 

4.橫掃科際曠  

  野，縱觀結 

  構究竟 

  策略遠見中心將與智慧交易所合作進行策略聯

盟，透過智慧交易所目前提供的大數據與民意調查，

進行台灣社會未來與趨勢相關研究，以提升淡江大學

未來化趨勢研究的能量。 

 第一年：簽訂策略合作意向書，並試探開題，進

行大數據的初步分析； 

 第二年：配合趨勢研究團隊，並開放給本校其他

院所教師研究的需要，在智慧交易所網頁開設研

究題目，收集資料，並比較一般民意調查結果，

來對未來事件結果進行分析，本校研究生可以到

智慧交易所進行實習計畫； 

 第三年：與其他國際未來學研究機構合作，進行

跨國大數據分析，以利跨國未來趨勢的相關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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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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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基本資料 

表編 項目 

101 學年

度 

102 學年

度 

103 學年

度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1 核定招生名額 碩士班 10 10 10 

2 實際註冊人數 碩士班 9 9 8 

3 學生休學人數 碩士班 1 2 2 4 2 1 

4 學生退學人數 碩士班 1 2 1 0 2 0 

5 一般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碩士班 29 25 25 21 26 21 

6 畢業總學生人數 碩士班 7 8 2 

7 選讀外系輔系、雙主修學生人次 0 0 0 0 0 0 

8 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 碩士班 0 0 0 0 0 0 

9 學生通過臺灣地區證照與公職考試人次 碩士班 1 0 0 

10 學生通過語文證照統計人次 碩士班 11 1 1 

11 
學生參與競賽獲獎、學生論文出版及展演

活動人次 
碩士班 2 0 1 

12 學期專業必、選修學分實際開設學分數 碩士班 18 19 18 17 19 19 

13 畢業專業必修學分數、畢業總學分數 碩士班 9/32 9/32 9/32 

14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計畫數 8 4 7 

15 
外籍學者來訪人次、教師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論

文人次、教師參與國際學術合作人次 
9 7 1 

16 外籍教師任教人數 0 0 0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