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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30 主題(三):危險處理-主持人許春金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
論文發表(1):臺灣的女性被告及刑事法庭:一個觀察研究 許華孚 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論文發表(2):危險-挪威對預防性威嚇的論述 Linda Gulli 研究助理(挪威奧斯陸大學)
論文發表(3):終止國家謀殺從地方到全球的動態-以臺灣為例 李佳玟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10/5
9:30-11:00 主題(四):環境犯罪學-主持人李茂生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論文發表(1):環境犯罪學，野生動物走私與販賣 Ragnhild Sollund 教授
(挪威奧斯陸大學)
論文發表(2):動物福利與保護:臺灣動物相關犯罪簡介 朱增宏 執行長
(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 日本吉永健治教授短期課座教學

11:10-12:40 主題(五):政策與監控-主持人陳連禎 校長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論文發表(1):中國的監控 Borge Bakken 副教授 (香港大學)
論文發表(2):香港近代警察與媒體關係之衝突 David Ng 講師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證書已成為學生職場求職的重要條件，基於此，本所與英國標準協會(BSI)共同
開辦ISO14064主任稽核員訓練課程，由於課課非常實用，吸引三十位本所學生參與。本
所特別邀請BSI專業講師至本所授課，專業與實用的授課內容，獲得本所學生一致肯
定，通過五天課程，及相關測驗，即可以取得一張由BSI核發的證書，該證明具國際通
用性，因此，也為本所學生開拓未來職場的競爭力與參與國際的可能性。

14:00-15:30 主題(六):修復式正義與實踐-主持人黃光國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論文發表(1): 橄欖枝計畫-反校園霸凌之調解與修復實踐 侯崇文 教授、
周愫嫻教授、林育聖 助理教授、鄒穎峰 碩士(國立臺北大學)
論文發表(2):在臺灣一些對修復式正義實踐之思考 李茂生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王正嘉 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本所為擴展學生視野與國際化，特別與國際英語學程共
同邀請日本東洋大學吉永健治教授至本所短期課座教學。吉
永教授為日本著名資源經濟學者，且曾聘OECD專家，具有
豐富國際合作經驗。講座時間為6月3日至6日，講座題目包括
自然資源管理與賽局理論的應用、國際合作及公共財與全球
議題等。吉野教授以英文演講，三場講座吸引超過一百人次
參與聽講，不但擴大本校學生新視野，同時也提升英語能
力，獲得學生的高度肯定。

■ ISO14064主任稽核員課程

▲吉永健治教授講學海報

15:30-15:5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侯崇文 所長(國立臺北大學)
Kristian Andenas 系主任 (挪威奧斯陸大學)
▲BSI講師與本所所長及學員合影

經濟學系
＊本系陳欽賢老師於6月28至7月2日赴美國參加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88th Annual Conference， 並 發 表 論 文 ” Prenatal Care for Pregnant Women with
Morbidity”。
＊本系郭文忠老師於7月22至7月27日赴法國參加13th SAET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Theory) 研 討 會 ， 並 發 表 論 文 ” Prices, Locations, and Welfare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nline and Brick-and-Mortar Retailers”。
＊本系陳俊志老師於6月16至7月5日赴美國參加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88th Annual Conference， 並 發 表 論 文 ”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
＊本系陳淑華老師於8月1至8月4日赴新加坡參加2013 Asia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並發表論文 ”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with UtilityGenerating Government Spending”。
＊本系王健合老師於8月1至8月9日赴新加坡參加2013 Asia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並 發 表 論 文 ”New Dynamic Hedge Model with Futures: Kalman Filter Error
Correction Approach”。
＊本系盧佳慧老師於8月1至8月10日赴新加坡參加2013 Asia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並發表論文 ” Optimal Fiscal Policies in a Fractional Labor Market”。

社會學系
＊ 社 會 學 系 蔡 明 璋 主 任 當 選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for Quality of Life Studies的 VicePresident (2013-2014)，本系師生深感與有榮焉。
＊社會學系張恆豪與陳婉琪兩位老師榮獲102年度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對提昇
本系研究實力頗有助益。
＊社會學系侯崇文教授參加「2013亞洲警政論壇」，論壇由警察大學與新北市政府主
辦，會議於6月25日在新北市政府舉行，出席國內外學者暨警察約200人，本系侯崇文
教授擔任警察培訓分組評論人。

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網絡與社會工作論壇」
本系預計於2013年10月1日上午於社科大樓八樓會議室舉行「社會網絡與社會工作論
壇 」 (Information diffusion, individual ac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Implications from the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該論壇將邀請韓國KAIST大學Dr. Wonjae Lee以及中研院社會
所江彥生博士兩位學者與台灣勞工陣線、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零時政府、臺北大學翻
牆社等4個民間團體，共同討論在網路時代如何善用各項網絡平台，進行社會倡議或社會
服務。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 「一日社工職場體驗計畫」活動開跑
社工系「一日社工職場體驗計畫」開跑
啦！本活動目的是讓碩、學士班學生貼近體
驗社會工作者在職場上的角色與工作內容。
系友會於9月23日公告職場導師(均為本系系
友)名單，錄取者可依照自己喜歡領域，填寫
見習志願。預定於9月23日至10月4日間進行
職場導師與導生媒合，10月7日至10月31日
期間進行體驗。
＊賀！本系系友會江國仁先生榮任衛生福利
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副司長。
＊本系於一○二學年度第一學期遴聘徐美雯
助教。她是本系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在學
期間成績優異並熱心系上及班上事務。透
過公開徵聘過程脫穎而出，獲聘為助教，
9月1日起為所有老師及同學們服務。

人文學院

■ 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合辦人類學營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與本校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合辦第十屆（2013）人類學
營，於8月6日至9日舉行。本屆主題為「體驗當代宗教︰人類學的視野」（Experiencing
Modern Religions: Anthropological Vision）。本屆人類學營策劃人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
研究員丁仁傑、助研究員高晨揚、本校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曜同。與
會學員由全國各大學人類學與人文社會相關科系之大學部高年級，以及博碩士研究生報
名人員中，挑選出五十人參與此次學術盛會。
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協助籌備8月7日上午於人文學院舉辦的座談會，以及下
午至三峽區溪南里、清水祖師廟、三峽老街與宰樞廟之田野調查參訪活動。座談會由本
所俞美霞所長主持與致詞，並邀請到人文學院劉慶剛院長致詞。接著由熟習地方文史的
本所第一屆校友林炯任先生，和研究生李楷瑞里長各進行一場專題演講，最後由三位策
劃人、兩位講者、國際知名學者Emily Ahern的三峽田調助理劉秀媛女士和與會人士進行
座談。此次與會學術先進、講者、學員、工作人員約計八十人。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陳其南主委、前中研院民族所黃應貴所長、前人文學院王國良院長亦親臨會場聆聽座
談。
民族所策劃人、參與學者和學員們反映，本校新穎整齊的校園規劃與人文學院場
地，以及本所在民俗藝術領域的發展讓人印象深刻。儘管下午在溪南里和老街頂著超過
35度的高溫進行田調參訪活動十分辛苦，但學員們認真與熱誠的學習態度，仍令老師們
為之讚賞。
本屆主題「體驗當代宗教︰人類學的視野」的主旨為以人類學的分析角度，理解
「宗教」這個範疇在當代社會中的位置，並進入西方人類學家在台灣宗教探索的知識社
會學形構歷程，以深化學員對於台灣宗教人類學處境的理解。
中央研究院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學術研究重鎮，民族學研究所亦是人類學、民族學重
要研究單位，尤其在漢人民間宗教與原住民族宗教等學術研究領域具有領先地位。本校
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民俗藝術組（原民俗藝術研究所）創所至今已有十二年，臺
灣豐富多樣的民間宗教一直是本所教師與學生研究重點之一（約佔畢業論文四成）。近
年來，民間宗教相關祭儀與節慶、建築、美術工藝和儀式人員等，已經深受文化部與內
政部重視，成為文化政策施政重點之一，除了透過制定「文化資產保存法」，將之指定
與登錄為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之外，更廣設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保存、傳承這些文化資
產。事實上，民間宗教更已經成為各地社區營造、博物館典藏展示、觀光與文創產業發
展、中小學教學以及文化傳承之重要文化資產與資源，值得文化資產、文化政策、社區
營造、民俗藝術、博物館、區域歷史、教育、休閒觀光和文創產業等領域重視。
此次人類學營活
動過程十分順利，這
要歸功於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丁仁傑
與高晨揚兩位研究員
全力策劃領導民族所
工作團隊，並提供充
裕經費的支持。同時
非常感謝學校提供場
地，劉慶剛院長的關
心並支持人文學院補
助經費，以及所長親
臨主持和全所同仁的
支持與關心，還有本
▲人文學院劉慶剛院長致詞
所提供經費支援。最
後謝謝工作人員林佩瑤、李楷瑞、王君嶧、廖威茗、許惠雯、黃瀅忻、謝欣宜、蔡坤
龍、李柏諄等同學辛勤認真地籌備營隊活動，以及行政助理蘇貞瑋小姐的行政支援。相
關資訊請見營隊網址：
Http://www.ioe.sinica.edu.tw/index.aspx?SiteID=530164240654302550
(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林曜同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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