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提昇研究水準及調整組織架構研究報告
國關中心第一所
研究員 金榮勇
壹、研究源起與研究過程
本計劃之源起大致可以從遠因和近因兩方面因素交錯而成。首先以遠因或宏
觀角度而言，政大從兩年前被教育部列為重點研究大學的觀察名單以後，校長即
以提昇本校研究水準為當務之急，積極向各學院及研究單位施壓，本中心也不例
外，受到強大壓力要求提高 SSCI 產量，以便能夠在未來的大學評鑑中重回重點
研究大學之林。唯本中心研究同仁近年來由於接受國內學術界最嚴苛的審核標
準，在「遊戲規則決定生產方向」的邏輯下，大多數研究人員一直以達到所謂 3
大 4 小之標準為目標，卻對本校提高 SSCI 產量之目標貢獻微薄，實在是因為本
中心評鑑辦法之僵化所致。因此調整本中心評鑑辦法、適度激勵中心同仁研究方
向往國際化發展，是一項對台灣學術界、政大、國關中心三贏的努力方向。
另一方面，鑒於兩岸關係對國內政經、學術各界的影響力日增，而政大或國
關中心一些資深教授及研究員轉往他校發展，在媒體上搶占要角，一消一長下，
造成原本在國內執牛耳的政大中國大陸研究社群似乎有日益退色之慮。再加上校
內研究中國大陸的教授遍及各院系，唯各自運作，在目前國內學術界積極推動大
型研究計劃之際，本校之中國大陸研究社群缺乏有效整合的缺點日益突顯。校方
有鑑於此，急思成立校級中國大陸研究中心，以重新建立國內研究中國大陸的領
導品牌為目標。至於中國大陸研究中心置於何處？層級如何？功能與國關中心或
其他相關院系所如何劃分？這都需要做進一步研究才能發揮最大成效。本研究不
可能在如此短期內做此大規模研究，僅就本中心同仁與少數校內外專家之意見做
一整合建議，希望能給校方提供一些具體可實施的方案，以發揮政大校級中國大
陸研究中心的最大效益。
本研究計劃分為三個方向：資料蒐集、設計問卷瞭解中心同仁意見、校內代
表與校外學者之意見溝通。其中前兩項沒太大問題，中心同仁分別在五月中和六
月初開會與回覆問卷，會議中與會者有就本中心組織架構調整與發展的具體改革
方向做出表決，與後來問卷所得之結果接近。問題最大的是校外學者似乎不太願
意淌這場渾水，個人找過黃紀、吳玉山、朱雲漢等學者開會，他們都表示不便與
會（不是時間因素）。因此個人只好分別徵詢台大明居正、暨南大學葉明德等教
授以及校內一些相關系所老師意見。至於問卷的內容是由個人參酌中心裡面關心
同仁意見製作而成，再請一些同仁提供意見、刪改而定稿。這份問卷原則上是一
個集體創作，不過就內容而言可以充分反應中心同仁對許多事務的看法，值得校
方參考。

1

貳、中心同仁會議與問卷結果分析
針對本中心組織架構調整與發展方向，五月九日中心三位所長聯合主持會議
邀請所有同仁參與，總計約有二十五、六位參加討論與表決。會議主要討論是以
校長於四月十七日來中心座談所提甲、乙兩案與其他修正提案，有二位同仁以圖
表方式說明各種議案的組織架構，再由與會人員就列出之九個選項逐一分別進行
投票。投票結果以改良式的乙案獲得票數最多，有關選項投票結果臚列如后（括
弧內正票數唯支持者票數，負票數為反對者票數）：
1. (+18, -2) 改良式乙案：IIR 仍為一級單位，下含不合併之一、二所與中國大
陸研究中心 (CCS)；CCS 為實質上的準一級單位，下含不合併之三、四所，
四個所均為系級單位。
2. (+16, -1) IIR 下含原建置之一、二、三、四所與 CCS，但 CCS 下不設任何所，
而將其虛級化，如此有助於 CCS 成為整合全校中國大陸研究之機構。
3. (+16, -4) IIR 下分區域研究中心(CAS) 和中國大陸研究中心 CCS，CAS 和
CCS 下各有二所。
4. (+8, -6) IIR 改制為教學單位：成為教學的院級單位，下設招收研究生的研究
所（例如改制為和平與發展學院）。
5. (+4, -16) IIR 下分為二大所：區域所和大陸所。
6. (+3, -12) IIR 虛級化案：IIR 下含區域研究中心 CAS(一級單位，含維持原建制
之一、二所) 與 CCS(一級單位，含原建置之三、四所)，而將 IIR 由原來的一
級單位改為虛級化，原有各所研究人員仍為 IIR 的成員。
7. (+1, -16) IIR 下含維持原建置之一、二、三、四所，CCS 設在政大校本部，將
其虛擬化。
8. (+1, -15) 校長所提議之乙案：IIR 仍為一級單位，下含一、二所（合併或分
立）與 CCS(實質上的準一級單位，將三、四所合併後納入)，原有各所的研
究人員仍為 IIR 的成員。
9. (+0, -18) 校長所提之甲案：IIR 一分為二，成為國研中心（一級單位，含原
一、二所）與中國大陸研究中心（CCS，一級單位，含原三、四所）
，原來一、
二、三、四所裁撤。
從這次會議投票結果來看，中心同仁普遍的意見是以穩定為重，在最小變動
情況之下強化本校之中國大陸研究。至於對於併所一事，與會大多數人持反對意
見，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所生態不一，硬要兩所合併，可能會造成許多磨擦。
另一原因是所的編制人員有限，可能會面臨未來人員進捕時的困擾。因此就此次
投票結果而論，最多人接受校長所提的乙案修正版，所修正的只有維持三、四所
的編制。其他二個獲得 16 票之選項亦分別保留四個所的編制。另外改制為教學
單位的選項也獲得 8 票支持，6 票反對；這項結果也顯示中心有些同仁面對未來
的行政法人化時，純研究單位是否會面臨縮編之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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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問卷部分，共計發出 45 份，暨回收 38 份，回收率 84%。整個問卷分成
三大部分，第一部份是中心組織調整案，包括各所合併與否問題。第二部分為有
關中心的重要事項，諸如主任產生方式、各所助理名額、中心的合理研究人員與
行政人員數目、駐東京辦事處之處理、中心餐廳之存廢等。第三部份係提昇中心
研究人員研究國際化與研究水準之建議案。整個問卷內容與同仁回答結果統計如
后：
1、有關本中心之組織調整，您贊成那三案（括弧內為票數統計之結果，並沒有
根據優先順序加權）：
（ 5 ）A. 國研中心（IIR）一分為二：分別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中國
大陸研究中心」（CCS），兩者為平行之一級單位。
（13 ）B. IIR 為一級單位，下含一、二所（合併或分立）與 CCS（準一級單位，
將三、四所合併納入），CCS 負責整合全校中國大陸研究活動。
（20 ）C. B 案之改良式：IIR 下含 CCS 與一、二所；一、二所不合併，三、
四所亦不合併，其他均與 B 案設計相同。
（17 ）D. IIR 下分「區域研究中心」
（CAS）和 CCS，IIR 仍為院級單位，CAS
與 CCS 均為實質上的準一級單位，CAS 下含一、二所（兩所名稱可再議）
，
CCS 下含三、四所（所名稱可再議）
。
（ 5 ）E. IIR 下分兩大所：區域所和大陸所，一、二所併入區域研究所，三、
四所併入大陸研究所。
（ 8 ）F. IIR 改制為教學的院級單位，下設招收研究生的研究所。
（ 5 ）G. IIR 虛級化：IIR 下含 CAS 與 CCS，IIR 虛級，CAS 與 CCS 為一級單
位，各含原有之一、二所與三、四所，各所研究人員仍為 IIR 成員。
（16 ）H. CCS 虛擬化案一：IIR 下含維持原建制之一、二、三、四所與 CCS，
但 CCS 下不設任何所，將其虛擬化。
（ 8 ）I. CCS 虛擬化案二：IIR 下含維持原建制之一、二、三、四所，CCS 設
在政大校本部，將其虛擬化。
（ 3 ）J. 其他意見：
2、如您是三、四所同仁，您贊成三、四所合併嗎（一、二所同仁請勿答）？
贊成（7 ）；反對（11 ）；無意見（2 ）。
如您是一、二所同仁，您贊成一、二所合併嗎（三、四所同仁請勿答）？
贊成（4 ）；反對（ 8 ）；無意見（5 ）。
3、您覺得本中心的東京辦事處如何處理？
維持原狀（11）
；等派駐人退休後裁撤（9）
；定期（12，以 2 年最多）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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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覺得未來本中心各所應該有多少專任助理？
一名（20 ）；二名（15 ）；其他（ 2 ）。
5、本中心目前有 68 名研究人員，30 名行政人員，4 名臨時人員（校方資料），
如以八月一日的標準而言，尚有研究人員 52 名，研究兼行政人員 9 名，
行政人員 26 名，您認為合理的法定編制員額數目為何？
研究人員（平均 56.3 名，60 名最多）
；行政人員（平均 20.6 名，20 名最多）。
6、在目前校方要刪減人力的狀況下，您覺得本中心的餐廳是否有存在必要？
有必要（17 ）；沒有必要（6 ）；沒有意見（10 ）。
7、關於配套措施，您覺得 IIR 或 CCS（非虛擬化）主任是否應由中心同仁選出？
同仁選二至三名由校長選（16）；由校長任命（8 ）；其他方式（10，主要為
候選人不限中心同仁 ）
。
關於提昇本校研究人員研究國際化與支援學校教學（不僅是通識課），本中心目
前的評審辦法勢必做出一些多元化調整，以下的建議您的看法是：
8、在政大開課，不論是通識課、系上所開之選修或必修課、中心同仁所開設之
學程課（如果有的話）
，6 學分（暫以學校老師最低授課數 6 學分 1 學期×
4 學期÷4 篇計算）在兩年內抵一篇論文，不支鐘點費，上課學分可以累積
到下一次評審年度計算（不能預支）；如果不願意適用折抵論文的同仁，
仍然領鐘點費。您贊成嗎？
贊成（25 ）； 反對（ 1 ）；
其他看法（請說明 2，有一些人不明白而沒有回答
）。
9、Program B：以兩年為一期，參與者請校務發展基金每月提供三千元津貼，任
務是期間內寫出一篇 SSCI 文章，這篇文章折算兩年 3 大 4 小裡面的 1.5
篇論文（多出的 0.5 篇可以累計或和上課學分合計）或 1 又 1/3 篇（如此
就可以和授課時數合算而不會有多或少 1 學分的問題），不過這篇就不能
做為政大獎勵研究國際化之用；在兩年內無法達成任務，回到原 3 大 4
小要求，不須退錢（憑 SSCI 退稿證明）。
如果認為兩年時間不夠，可以要求延長為四年寫出兩篇 SSCI 文章；不過
屆時如果一篇都沒有，須退回四年之津貼。您贊成嗎？
贊成（17 ）； 反對（5 ）；
其他意見（請說明 3，有些人認為界定不清楚而沒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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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問卷的說明如后：
一、
在這份匿名問卷中，同仁的意見有和前次會議相同者，亦有出入者。相
同者為改良式乙案獲最高票數（20 票）
，原來次高的二案分獲 17 票和 16 票，
顯示同仁對這三個選項的支持。出入最大的選項是校長所提的乙案，有 13
票支持，遠高於會議中公開投票時的 1 票支持。個人的解讀是因為在會議
中，公開討論的氣氛會影響投票的結果；而匿名問卷就不會受到別人的影響。
二、
在 17 位一、二所回覆問卷的同仁中，有 8 人反對一、二所合併，4 人
贊同合併，5 人無意見。而在 20 位三、四所回覆問卷的同仁中，11 人反對
三、四所合併，7 人贊同，2 人無意見。
三、
關於東京辦事處如何處理的問題，回答者大致一分為三。12 人認為定
期裁撤，其中以 2 年為期者最多；11 人主張維持原狀，其中有一些同仁認
為須強化其功能；另有 9 人主張等現任派駐人員退休後裁撤。主張維持原狀
者大多認為這項經費係教育部專款編列，裁撤後此經費即因此刪減。校方似
可對此意見提出說明。
四、
各所應該有多少名專任助理一事，同仁意見相差不多，20 名同仁選一
名助理，15 名選二人，其他有二人。
五、
至於本中心的員額，研究人員部分（不包括自然淘汰的 9 名研究兼行政
人員）
，平均人數是 56.3 人，回答意見中最多者為 60 人，計有 12 名。這個
數字和校長所列的 45 加 5 人、約有 6-10 人的差距。行政人員部分，平均人
數是 20.6 人，回答意見中最多者為 20 人，約略符合校方把人、會、總、秘
等組人員歸建後之人數。
六、
餐廳問題，有鑑於本中心位於山腰，離政大約一公里路程，在 33 回答
者中，17 名主張繼續存在，6 名認為沒有必要，10 名沒意見。
七、
中心主任產生方式，34 名回答者中有 16 人認為由同仁選出二至三名，
再由校長任命其中一名，其中 2 人認為候選人應不限中心或校內人士；8 名
認為由校長任命；10 名主張其他方式，不過這 10 名中有 4 人寫出候選人應
不限中心或校內人士。總結而言，34 名中有 14 名主張由同仁選出 2-3 名候
選人，如果候選人不限中心或校內，計有 20 名主張由同仁選出，再由校長
任命其一；8 名由校長任命；其他方式 6 人。
八、
在兩項提昇本校研究人員研究國際化與支援學校教學之建議上，兩年教
學 6 學分抵一篇論文的共識最高，計有 25 人贊成，1 人反對，2 人有其他看
法。6 學分係以學校老師最低授課數(新進老師)6 學分 1 學期×4 學期÷4 篇計
算得之，如同仁不願折算，仍可選擇支領鐘點費。
九、
另外有關 Program B 以提昇研究國際化方面，回答 25 人當中，有 17 名
同意，5 名反對，3 名其他意見。提出此計畫主要是看到中心同仁大多受到
評審辦法之遊戲規則所制約，只有調整遊戲規則，提供適度誘因，才能夠把
中心同仁的研究重心轉移到國際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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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調整中心研究人員評審辦法之建議
目前所實施的研究人員評審辦法十分僵化，不能達成的後果又十分嚴重，導
致中心同仁大都以滿足業績為主，並未考量到本大學積極邁向研究國際化的宏觀
目標。以校方所大加鼓勵的研究國際化成果而言，根據校方統計，本中心研究同
仁在過去兩年內沒有一篇 SSCI 的文章。雖然這非事實〈有徐斯勤和陶儀芬兩篇
登在 Issues and Studies (I&S)，但他們並未主動提出申請〉
，然而和前二年的八篇
相比，大幅降低是實情，這也是身為國內研究國際關係和中國大陸領域重鎮之一
的國關中心、從主任到研究同仁都必須嚴肅檢討之處。不過從這裡也可以看出如
果遊戲規則不做修改，眾多研究同仁的國際學術研究潛力很難被激發。
以中心研究人員目前所實施的 3 大 4 小文章之要求而言，實有必要維持目前
的至少有一篇文章需刊登在中心刊物的規定。這主要考量除了維持 TSSCI 產量
外，中心刊物所須文章總量亦是重點之一。目前中心兩份中文雙月刊，每期原則
上各有六篇文章，兩年共計須一四四篇文章。以中心同仁文章占三分之一〈這個
比例大致可以兼顧刊物內稿不會太多與維持刊物正常出刊兩大考量〉的原則來計
算，共須約五十篇內稿文章。以中心現有研究同仁〈扣除借調至政府機構或行政
單位者〉數目來說，至少一篇內稿即可提供足夠稿源。如果專書文章可以取代中
心刊物文章，爾後研究同仁 TSSCI 的產量勢必大減！
困難度最大的應該是 SSCI 文章。以往中心同仁投稿 I&S，是 SSCI 的最大
來源。可是自從兩年多前政大學術研究提昇小組有人質疑中心同仁有所謂「主場
優勢」後，I&S 主編單位決定將中心內稿交由國外學者審查。此後刊物水準提昇
固無可置疑，冗長的審稿時程和很低的錄用率導致許多同仁在拿到修改意見後就
束之高閣，深怕被一篇文章耽誤其他文章的進度。這是為什麼同仁在這兩年中鮮
少刊出於 I&S 或國外其他 SSCI 之主因。
根本改善之道，可以從制度面提供足夠誘因及彈性延長投稿 SSCI 所需時間
要求著手。因此建議成立 Program B〈不必用太招搖的名稱，以免造成階級化引
發反感〉：以兩年為一期，參與者請校務發展基金每月提供三千元津貼，任務是
在兩年 3 大 4 小要求中包括有一篇 SSCI 文章；這篇文章折算 1.5 篇論文〈多出
的 0.5 篇可以累計或和在學校義務上課學分合計〉或 1 又 3/1 篇〈如此就可以和
授課時數合算而不會有多或少 1 學分的問題〉；不過這一篇就不能做為政大獎勵
研究國際化之用；在兩年內無法達成任務，回到 3 大 4 小之要求，憑 SSCI 刊物
退稿證明不須退錢。如果參與者認為兩年時間不夠彈性，可以要求延長為四年寫
出兩篇 SSCI 文章，不過屆時如果一篇都沒有，需退回四年之津貼。這是政大對
學術國際化的鼓勵，也是研究同仁對政大國化政策的配合。
其實這個計畫應該不限於研究同仁，校內老師有興趣的都可以加入，共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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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學術國際化而努力，研究同仁可以先試行。經費的問題可能不大，以中心研
究同仁目前有能力且有意願加入者大約十人，每人每年三萬六千元，一年四十萬
元即可達成鼓勵學術國際化之目標。甚至以全校一百人估計，一年四百萬元即
可，應該不是很大負擔。這項政策配合本校鼓勵以英語教學之政策，可以有效提
昇學校之學術國際化。當然國際化不應該必然是英文化，是以其他非英文刊物之
適當標準也應該被建立與鼓勵。
關於 Program B 的參與人員，中心目前大約有十人有意願並且和本人討論相
關內容。其實這可能也可以轉化成為提昇本中心研究同仁的觸媒。如果以每兩年
增加研究同仁參與 5%的比率增加，再配合中心內部的新陳代謝，有可能在六年
內約有 40%的研究同仁能夠具有學術國際化的能力，這絕對是對政大、IIR、台
灣的學術環境都有利的發展，可能也是政大內研究人員的最好自保之道。因此新
進的同仁在一年後就應該自動加入此計畫，而目前尚在等待升等的研究同仁理應
是此計畫的主力。至於中心正式加入政大之前即加入中心的中生代自英語系國家
取得博士之研究人員，目前泰半已升任研究員，加入的動機較低。不過未來的主
任應該以帶領中心學術研究的責任相勉，激勵中心同仁共襄盛舉（大部分同仁贊
同此一計劃 17：5）。
另外一項是支援學校教學的計劃。不論是通識課、系上所開之選修或必修
課、未來中心同仁所開之學程課，兩年內 6 學分（暫以學校新進老師最低授課數
6 學分 1 學期×4 學期÷4 篇計算）抵一篇論文，不支鐘點費，上課學分可以累積
到下一次評審年度計算（不能預支）；當然如果不願意適用折抵論文的同仁，仍
然領鐘點費。如此多元計算方式可以兼顧支援學校教學與個人支領鐘點費的雙重
選擇，大部分同仁在問卷中也贊同（25：1），值得校方參考。
肆、中心組織調整之建議
綜合中心同仁開會與問卷回填答案結果，有過半數的 20 人把校長所提 B 案
之改良式列入贊成意見：意即 IIR 仍為一級單位，下含一、二所與中國大陸研究
中心 CCS；CCS 為實質上的準一級單位，下有三、四所，CCS 負責整合全校中
國大陸研究活動與資源分配。另外三案獲得十人以上的支持依票數多寡分別是：
D 案（17 票）
：IIR 下分為區域研究中心 CAS 與中國大陸研究中心 CCS，CAS
與 CCS 均為實質上的準一級單位，各含一、二所與三、四所。
H 案（16 票）
：IIR 下含維持原建制的一、二、三、四所與 CCS，但 CCS 下
不設任何所，將其虛擬化。
B 案（13 票）：IIR 為一級單位，下含一、二所（合併或分立）與 CCS（實
質上準一級單位，將三、四所合併後納入）
，CCS 負責整合全校中國大陸研究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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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
鑒於近來有關本中心主任人選問題造成很多困擾，特別在問卷中詢問研究同
仁關於中心主任產生方式。在 34 名回答者中，共計有 16 名回答由研究同仁選出
二至三名、再由校長擇一任命為主任；其他方式有 10 名；還有 8 名直接由校長
任命。不過在其他方式中有 4 人主張候選人應不限中心同仁，但選民是中心研究
同仁。如果把候選人資格不限中心同仁，這 4 人可以併入前面 16 人當中，而總
計有 20 人支持由中心同仁選出 2-3 名，再由校長擇一任命為主任。
至於從今年八月到明年七月之主任，大多數人皆擔心現在沒有主任時期太長
會傷害到中心的運作，是以不論是由副校長兼任到明年七月、校長直接任命主任
人選、或者由中心同仁選出 2-3 名、再由校長擇一等方式均可，重點是要儘快確
定，以安人心。
另外中心研究同仁今年共計有六名退休，並沒有補任何一名新血。基於新陳
代謝之原則，校長宜在九十二學年度讓中心補充二至三名新生代學者，一方面可
以補足原有之退休人力，另一方面可以實際行動展現校方支持中心的決心。
還有在中心應有之編制員額方面，中心同仁之平均人數是 56 人（扣除最高
與最低的數目再平均得之）
，與校長所說的 50 人相差不多。目前中心現有的研究
人員計有 52 名（包括借調至政府機構的吳釗燮與劉復國和兼任合交組組長的陳
德昇），如果加上今年新聘的 2-3 名新人，以過去幾年的汰換速度而言，數年內
很快就會達到此一數目。倒是在未來中心調整體制時，應該一併加入 2-3 名的交
換學者名額與 1-2 名的博士後研究人員名額，以加強中心、政大和國際學術界的
交流與互動。
有關中心行政人員撤回校本部以後，各所勢必要有專任助理或秘書以便處理
行政業務。問卷中同仁有 20 人認為一名助理即可，15 人認為需要二人。因此似
可先配置一名，如有不足情事再予調整。還有留下的三個組，目前圖書資料組組
長和編譯出版組組長均由研究兼行政人員兼任，短時期內不會有問題。合作交流
組組長目前由研究人員兼任，有鑒於新進同仁需連昇兩級，而非以往的只需昇一
級即可，如果未來組長出缺時是否可由具考試資格的公務人員擔任，不一定要由
學者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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