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社會連結 

本所教師積極參與社會各類事務，不論是獎項評審或民間社團幹部，均發揮所長，俾使

學院內的研究成果貢獻於社會。在各類評審方面，包含各類命題與閱卷委員、政府專案的評

審，以及期刊的審查委員等，均展現本所教師與政府取才、展覽規劃以及學界社群的密切關

係。而各種學術研討會，特別在以青年學者為主體的會議中擔任評論人，則顯示本所教師在

學術領域中與新血之間的傳承交流，並保持與學術新議題之間的接觸學習。(見表一) 

至於非校內學術職務，則可見本所教師在社會事務上的積極參與。從各式民間基金會的

幹部，到政府各部會的審查委員，領域涉及教育、文化、智庫等，本所教師基於學識與對社

會服務的熱誠，以一己之長扮演資源把關與促進社會向上的角色。(見表二) 

表 1 本所教師近五年擔任各類評審表 

單位名稱 科目/期刊名稱 時間 備註 

薛化元 

中研院台史所 《台灣史研究》 2012-2013 編輯委員 

中研院台史所 《台灣史研究》 2008-2012 論文審查 

臺灣風物雜誌社 《臺灣風物》 2008-2012 

2004 

編輯委員 

成大歷史系 《成大歷史學報》 2008 論文審查 

台灣歷史學會 《台灣史學雜誌》 2010-2012 論文審查 

台灣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報》 2011- 編輯委員 

政大新聞系 《新聞學研究》 2012 論文審查 

思與言雜誌社 《思與言》 2012 論文審查 

考試院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

員考試 

2009 命題兼閱

卷委員 

考試院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

員考試 

2010 閱卷委員 

教育部 師資培育專門課程 2006/01/01-2007/12/3

1 

審核委員 

國史館 《國史館學術集刊》 2006-2008 審查委員 

雷震公益信託基金 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 2008-2012 評審委員 

戴寶村 

台灣省文獻會 《台灣文獻》 2008- 編輯委員 

桃園縣文化局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2008- 審議委員 

陳翠蓮 

中研院台史所 《台灣史研究》 2010-2012 論文審查 

陳文賢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2011年 4 月 論文審查 

TheSocietyforHistoriansofA

mericanForeignRelations 

DiplomaticHistory(U.S.A.) 2011/8 

2010/10 

論文審查 



李福鐘 

雷震公益信託基金 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 2011-2012 評審委員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政治受難者重返綠島巡禮

暨獄中故事採集計畫 

2012.06.28 評審委員 

臺北市文化局 「周添旺先生紀念特展暨

音樂會」採購案 

2012.07.16 評審委員 

臺北市文化局 二二八事件外省人受難者

史料調查研究計畫 

2012.06.15 評審委員 

內政部營建署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人文歷

史資源調查暨解說資料彙

編計畫 

2012.05.01 評審委員 

國史館 國史影音大系──陳納德與

中華民國 

2012.03.27 評審委員 

臺北市文化局 二二八事件司法人員受難

者紀念特展 

2012.02.01 評審委員 

鄭福田文教基金會 鄭福田獎學金 2011 評審委員 

李衣雲 

中研院台史所 《台灣史研究》 2012.06 

2010.05 

2010.08 

論文審查 

 《文化研究》 2012.04 

2009.09 

論文審查 

 《台灣社會學》 2011.11 論文審查 

 《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

學報》 

2008.01 論文審查 

中國時報 時報文學獎 2012 

2010 

2009 

書簡組評審 

政大歷史學系 「全校史學論文獎」 2012.03 審查委員 

政大台史所 

東大總合文化研究科 

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 

第五屆臺灣史青年學者國

際學術研討會 

鳳氣志純平(成功大學台灣

文學研究所)：〈紀念歷史

──始政各十週年紀念文章

和活動裡的歷史意識〉 

2012.03.24-25 評論人 

《台灣社會學》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2011年性別社會學工作

坊：交織的性／別政治」 

江斐琪的「「跨」性別文化

實踐裡的性別政治：以台大

2011.05.13 論文回應人 



批踢踢 BBS站 BL版的「真

人／二次元」論文回應人 

政大台史所 

東大總合文化研究科 

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 

第四屆台灣史青年學者國

際研討會 

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系博士生）：〈帝國印「象」：

殖民地臺灣的動物與政治〉 

2011.03.27 評論人 

台大學生會文化部 台大電影節徵影活動 2010 評審 

台大學生會文化部 台大藝術節「夢、想起飛的

徵影活動」 

2009 電影短片評

審 

政大台史所 

東大總合文化研究科 

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 

第二屆台灣史青年學者國

際研討會 

李惠敏（英國艾賽克斯

Essex 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班）：〈從想像、風景到旅

遊─戰後台灣旅遊相關機

構與媒體的收編與改組，

1945-1950〉 

2009.03.19-21 評論人 

 2007年「社會學年會:台灣

與東亞社會的比較研」 

李玉瑛(元智大學社會曁政

策科學系）：〈信賴與認同

─消費與購買網絡的社會

觀察〉 

200711 評論人 

李為楨 

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線上審查 2012 審查委員 

國科會 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

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線上審查 

2012 審查委員 

政大、東大、一橋大 臺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

會 

2009 評論人 

臺師大歷史系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2009 審查委員 

林果顯 

國立臺灣博物館 《臺灣博物》 2012.05 審查委員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史地研究》 2011.12 審查委員 

思與言雜誌社 《思與言》 2011.03 審查委員 

國家科學委員會 專題研究計畫 2012.03 審查委員 

臺灣歷史學會 全國研究生史學論文發表

會 

2012.06.02 評論人 



中央研究院 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 2012.04.26 評論人 

雷震民主人權基金 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 2011.12 審查委員 

表 2 本所教師近五年擔任非校內學術職務 

組織名稱 任期 職務 

薛化元 

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 2007/05/01-2013/04/30 董事長 

台灣歷史學會 2010-2011 理事 

台灣歷史學會 2007-2008 理事長 

戴寶村 

臺灣客家學會 2010-2012 理事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

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2011/05/01-2012/03/08 委員 

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 2012/04/01-2015/04/30 董事 

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 2009/05/01-2012/05/31 董事 

台灣歷史學會 2009-2011 理事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

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2009/05/01-2011/04/30 委員 

教育部 2007/08/31-2008/07/31 教育部 96學年度高級中學

教科委員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

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2007/05/01-2009/04/30 第 5任審查小組委員 

財團法人臺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 2006/03/01-2009/03/31 董事 

陳翠蓮 

檔案管理局 2011/05/01-2013/04/30 檔案管理局檔案保存價值

鑑定委員會第 5屆委員 

台灣歷史學會 2009-2011 理事 

教育部 2006/11/01-2008/10/31 教育部委員(第三屆本土教

育委員會委員) 

陳文賢 

財團法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2010- 董事 

台灣歷史學會 2011-2012 理事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2010- 理事 

李福鐘 

台灣歷史學會 2010.07-2012.06 秘書長 

台灣歷史學會 2008.07-2010.06 理事 

李衣雲 

國立編譯館 2008.05-2012.03 社會學名詞委員會委員 

李為楨 



台灣東北亞學會 2008 理事 

林果顯 

臺灣歷史學會 2011.08.01- 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