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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第十屆兩岸暨國際菁英蹲點獎助研究生夏令營 

2015年 3月 25日修正 

一、 活動主旨 

● 提昇臺灣暨大陸研究專業水準。 

● 強化兩岸學術交流與產業對話。 

● 獎助兩岸與國際菁英，赴臺灣與大陸進行學術研究，並強化
產業實習經驗與創業能力。 

二、招生對象 

● 對中國大陸暨兩岸研究有興趣的兩岸暨國際碩、博士研究生、
博士後研究員為主，高年級大學院校學生為輔。 

● 30名為限。 

三、報名時間 

請填寫相關報名表（參見附件一），報名自即日起至 3月 31日（星

期二）報名截止，4月 5日（星期日）公告錄取名單。 

四、計畫審查內容 

（一）學術研究組 

研究計畫（3,000-4,000字），內容包括： 

● 研究主題      ● 研究方法與架構 

● 文獻回顧      ● 預期成果 

● 理論基礎      ● 參考文獻 

（二）創新創意與創業組 

計畫書（2,000-4,000字），內容包括： 

● 構想與規劃 

● 創新/創意特色與競爭力 

● 市場可行性評估 

● 預算規劃 

● 團隊成員 

＊本組將邀企業經理人、工研院、資策會與台北市電腦公會負
責人評選，並將組專家協助申請天使基金與創投基金。 

＊歡迎兩岸年輕世代共組團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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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實習組 

● 撰寫赴大陸產業實習構想與規劃（1,000字） 

● 具良好學習意願與工作態度 

● 部份跨國企業需具備外語能力 

 

五、研習課程 

  ＊參見附件二。 

六、獎助對象 

研習期間將有陸生研究計畫及競賽機制評選；台灣學生亦擇優獎
助若干名學員，赴大陸蹲點學術研究或產業實習。 

七、獎助內容 

共三級，分別為 3萬、2萬與 1萬元若干名，區分為夏令營專業
競賽和蹲點成果兩階段，分別獎助。 

八、活動時間 

2015 年 7 月 13（週一）至 7 月 16 日（週四），4 天 3 夜夏令營
活動，7月 17日-8月 11日蹲點活動。 

九、活動地點 

    政治大學藝文中心 2樓舜文大講堂 

十、主辦單位 

    政治大學兩岸菁英暨國際學人蹲點交流計畫 

十一、報名費用 

大陸、海外地區報名行政暨住宿管理費用 3000元人民幣（現場繳交） 

台灣地區報名行政管理費用 2000元台幣（現場繳交） 

十二、報名方式 

（一） 申請人應備文件 

1. 報名表（參閱附件一） 

2. 自傳【包括家庭、求學過程、參與社團活動、公益活動（舉

例說明）、未來規劃】 

3. 研究或實業計畫 

4. 近一年成績單 

5. 推薦信 1-2封（可請台灣教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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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以上資料請以電子檔案方式寄送。 

2. 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或已領有其他獎助者，請在報名

表中註明並掃描成 pdf檔，無則免附。本計畫將依專業和

證明文件，酌予減免相關費用。 

（二）申請方式說明 

1. 本申請採通訊報名，申請人請於 2015年 3 月 31日（星期

二 ） 前 ， 以 電 子 郵 件 附 加 檔 案 方 式 寄 至

crossstraits.nccu@gmail.com 信箱，來信標題請註明為

「2015兩岸蹲點獎助夏令營-姓名」。 

2. 聯絡人：古佳惠 小姐 

3. 聯絡電話：02-82377351 

4. 聯絡傳真：02-29398590 

5. 聯絡地址：116 臺北市文山區萬壽路 64號 422-5室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講師陣容  

                     

                         

                             

 

 

朱雲漢 院士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

研究所院士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

流基金會執行長 

童振源 教授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

研究所所長、預測市

場研究中心主任 

 未來事件交易所首

席顧問 

王振寰 副校長 

 政治大學副校長 

 專長：發展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工業社會學等 

吳秀光 教授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前台北市政府副市長 

 專長：公共政策、國際組織行政、談判學研究、衝突理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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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陣容  

 

                           

          

            

湯京平 主任 

 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專長：行政民主化、環境政策及管理、地方自治與府際關係、

社區發展等 

陳子昂 主任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大陸市場研究中心主任 

 專長：新興產業發展脈動與評估、企業經營策略及財務

規劃、總體經濟分析及市場調查等 

吳德威 總經理 

 

 台灣雪豹科技有

限公司總經理 

楊百川 倫理長 

 信義房屋倫理長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

學系副教授 

 專長：企業倫理與社

會責任、組織學習等 

徐斯勤 主任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主任 

 專長：國際關係、

比較政治等 

何再生 首席執行官 

 TLI Group 首席執行官 

 學歷：美國聖路易華盛

頓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碩

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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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陣容－經驗談  

Hello，大家好，很高興能夠作為兩岸暨國

際菁英蹲點夏令營的學員代表來交流我參加夏

令營的感受。我是來自北京大學的黃立志。 

把台灣作為一種經歷添加進我的學術視野，

這是我參加夏令營最大的收穫。夏令營結束後，

我的人際網絡中有了台灣教授，朋友中有了台灣

青年，思維中有了台灣的當地知識，人生導師中

也有了台灣的企業家。直到今天，我們依然通過

微信推送和更新彼此的生活感悟。 

特別是陳德昇老師時常會藉由微信和大家

分享他的人生智慧，十分難能可貴。 

如果你能夠在參加夏令營，那麼你一定會像我們去年一樣感受到陳老師為大

家精心準備的華麗的明星教授團隊。去年我們的授課老師有郝伯村先生、蕭萬長

先生、台北市前副市長、新北市副市長、現任國民黨主席朱岳倫先生的岳父、台

灣著名的政治⼈人物高育仁先生，等等。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張家銘教授的《質

性研究方法》。因為以後將從事學術道路，張教授所分享的訪談黑道大哥及公娼

（娼妓）的經歷情節跌宕起伏、十分精彩。他的故事讓我在學術道路上更多了一

份自信、勇氣與活力。我相信，只要你用心，夏令營中一定有令你耳目一新的講

授或參訪。 

如果你有幸被選入夏令營，以下幾件事一定會讓人受益良多。 

首先，一定要用心的聆聽四天的夏令營課程，它們的含金量十分豐富，經得

起推敲，會沈澱下來、成為你瞭解台灣的理論基石。 

第二，一定要多參加陳老師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參訪活動。去年我們有15場左

右的參訪，通過這些參訪，你能夠從方方面面瞭解到台灣的政治、社會及青年心

態。 

第三，一定要有娛樂精神，多參加團體的活動，比如卡啦OK大賽、聚餐、

茶敘等等，它們會讓你與其它學員建立起可能延續一生的友情。 

第四，一定要做好自己的研究規劃，陳老師會利用自己在台灣宏大深厚的網

絡幫助你推進你的研究，所以一定不要錯過這個良機。 

最後，祝大家有一個難忘、完美的暑假。 

黃立志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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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晉竹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博士生) 

2014 年我有幸参加由台湾国立

政治大学主办的“两岸暨国际菁英蹲

点奖助研究生夏令营”，在赴台之前，

我并未十分放在心上，只以为是一次

超长时间的台湾自由行，但是真正到

了政大，见到了陈德昇教授，开始了

夏令营的课程安排与参访行程之后，

才意识到什么叫做“不虚此行”。 

陈教授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学者上要接天线，下要接地气”，

政大的夏令营即使在短短一个月的

时间里也把这句话实践得很彻底。上到政界精英与跨国公司企业家，下到居民社

区与小微企业主，中间搭配着学术界内各种技术流与思想流的知名教授，高大上

如立法院参访，平淡如茶舍品茗，让我在深入了解台湾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经济民

生的同时，也延展了我关于“学者”的认知。 

政大的夏令营所给予我的是一次有长度，有广度，有深度，能够为我的思想

维度带来改变的经历。 

带着我的诚意，以上。祝顺利！ 

王昀初 

(美國 John Hopkings 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生) 

去年暑假我参加了政大的夏令营，和小伙伴们调查研

究了青年世代对于两岸和平协议的看法和态度。我很享受

研究的过程，无论是查阅资料、设计问卷，嘉宾访谈还是

最后的成果报告。调查过程中，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我

曾把问卷放到国内某网站上，结果不久后问卷被撤下来了，因为问卷内容涉及政

治敏感。这件事让我深切体会到，做调查难免会面临一些客观的挑战。作为替代

方案，我在脸书和微信上发布了问卷。虽然限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最后的成果称

不上完美，但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收获。相信未来的学员们，

也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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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Primiano (PhD Candidate, Rutgers University) 

   彭志遠 (美國羅格斯大學博士候選人) 

 

 

From June 25 to July 25, 2013,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annual Summer Scholarship Program for Fieldwork in 

Taiwan/China (hereafter Summer Program). A former classmate of mine at Rutgers 

University, who now teache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informed me 

about the Summer Program.  

During the first four days of the Summer Program, Professor Chen, the director 

of the Program, invited professors at NCCU and outside speakers to give lectur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d politics in Taiwan. Since my Chinese 

ability is limited, I could not understand everything during the lectures. Having said 

that, the staff at NCCU, as well as other participants in the Summer Program, did 

everything possible to accommodate me with the language gap. After the first four 

days, we had much free time to conduct research as we wished. I used that time to 

conduct a convenient sample survey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Due to the political 

openness in Taiwan, government permission is not needed for conducting interviews 

or surveys. Throughout the four weeks, the staff, especially Yu‐Shan Lo, organized 

various outings in Taiwan. This was a much‐needed break at times from the research. 

In brief, this was a great experience. With the help from the Summer Program, in 

2015, my research finding has been accepted i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 No. 1, 2015, entitled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2008 Beijing 

Games: A View from Taiwan.”  

I would therefore strongly recommend it for any graduate student or professor 

interested in conducting research on politics in Taiwan 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I 

would like to thank NCCU and its staff, especially Professor De‐Sheng Chen and Yu‐

Shan Lo, for this excellent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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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學員的聲音  

鄭揚 

(上海同濟大學政治學理論學系碩士生)  

國立臺灣政治大學舉辦的兩

岸菁英交流蹲點研究計畫是一個

性價比很高的活動。在臺灣，四天

三夜的課程是一場豪華的學術盛

宴，一流的臺灣學者在研究方法、

田野調查、兩岸關係等各方面的講

座有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之效果。而主辦方所安排的各種參訪活動，則更讓人與

政商界各類精英直接對話，收穫良多。 

對於一個研究生而言，圍繞一個特定議題進行蹲點研究無疑是重要的研究方

法，畢竟只有參與其中才能獲得真實見解。夏令營將為學員提供這樣一個與臺灣

直接對話的良好機會，機會難得，不容錯過，期待能與臺灣再會！ 

 

收穫與推薦  

1.奠定基礎：為期一週的課程，授課者皆是投身中國研

究與兩岸關係實務的專家，從他們的授課與解惑可

以更為清楚的理解自己的研究方向。 

2.增廣人脈：夏令營能夠認識來自台灣各地、兩岸三地

的濟濟多士，藉由討論可以發現更多值得探討的議

題，每個夏令營的同學、朋友都是一個改變自己的

契機。 

3.開拓視野：傅斯年說治學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

動腳找東西。」田野調查就是動腳做學術，透過實

地訪談方能有更廣闊多元的視野理解自己的研究。 

 

  

陳冠吾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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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議文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吳懿芳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生) 

收穫 

一、認識來大陸甚至海外的朋友，除相互交流之外，去大陸田

野調查更獲得大陸朋友提供的相關資訊與幫助。 

二、授課老師提供的關於研究方法的課程和田野調查的技巧，

讓我去田野調查時可以有所參考與依據。 

推薦 

一、全台歷史最悠久的兩岸蹲點研習營之一，除有豐沛學術資

源外，更可以認識大陸甚至海外的同學，一同切磋成長。 

二、在全台提供田野獎助日趨減少的情況下，兩岸蹲點研習營

能提供學子們相關獎助更是難能可貴。 

 

收穫 

富足。一個活動不論其長短，而論其寬度，在夏

令營的課程活動中充滿學術的交流機會，與台灣同學、

港澳同學、大陸同學，以及許許多多的政治與學術界

名師，分享教導我們。 

推薦 

當自己可以被入選赴大陸做五百強企業的實習生，

在陌生的環境培養的不只是專業能力更是生存能力，

學習跟中國大陸不同省分的人溝通交朋友，學習文化

了解他們，這真的會是最好的暑假生活選擇，同時，

試探自己的能耐不局限自己的視野，相信自己可以到除了天龍國或是地虎國以外

的地方工作，並且相信他人可以同樣讓自己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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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第十屆兩岸暨國際菁英蹲點獎助研究生夏令營 

（7/13-7/16） 

課程設計與規劃內容（暫定） 

 

課程設計與規劃內容 

7／13（週一） 

時間 活動與課程主題 專業授課教師 

1300-1330 報到 

1330-1400 
兩岸暨國際研究生夏令營： 

緣起與意義 

陳德昇 研究員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1430-1450 【開幕式】嘉賓致詞 

周行一（政治大學校長） 

朱雲漢（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吳錫顯（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1450-1500 合影 

1510-1640 台灣研究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 
朱雲漢 院士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1640-1650 休息交流時間 

1650-1840 
田野研究準備與應用： 

蘇州區域發展與台商投資的案例 

張家銘 教務長 

（東吳大學） 

1840-1930 便餐 

1940-2100 質性分析暨簡報軟體運用與操作 
陳欽春 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2110-2140 影片欣賞：美麗台灣和看見台灣 

2140-2230 小組活動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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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週二） 

時間 活動與課程主題 專業授課教師 

0830-1020 大陸政策比較與對話 

趙建民 教授 

（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所長） 

童振源 教授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 

1020-1030 休息交流時間 

1030-1200 優質研究計畫與報告的要件和評量 
湯京平 主任 

（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1200-1300 午餐/課外教學 

1330-1500 移動互聯網與市場新商機 
吳德威 總經理 

（台灣雪豹科技公司） 

1530-1700 企業倫理在信義房屋 
楊百川 倫理長 

（信義房屋） 

1730-2100 課外參訪活動：昇恆昌博物館、企業文化與社會責任、晚宴 

7／15（週三） 

時間 活動與課程主題 專業授課教師 

0900-1000 兩岸協議法律特性和政治觀察 
高思博 執行董事 

（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1000-1010 休息交流時間 

1010-1200 青年創新、創意與創業 

陳祺文 副總經理 

（威年華酒業有限公司） 

何再生 首席執行官 

（TLI Group） 

周宏雋 秘書長 
（中華財務協會） 

1210-1330 午餐及休息 

1400-1530 我的台北市政經驗談 
吳秀光 董事長 

（開發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1530-1540 休息交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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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700 
跨界研究： 

社會科學與科技產業的對話 

王振寰 副校長 

（政治大學） 

1700-1900 晚餐 

1900-2230 才藝競賽／卡拉 OK 

2230- 公布「專題報告競賽」獲參加資格名單 

7／16（週四） 

時間 活動與課程主題 專業授課教師 

0900-1030 
兩岸經濟轉型與社會挑戰： 

研究方法與分析觀點 

王信賢 教授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1030-1040 休息交流時間 

1040-1210 研究生田野研究與實習經驗談 

陳冠吾 碩士生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康議文 碩士生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吳懿芳 碩士生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1210-1330 午餐 

1330-1650 

「專題報告」競賽與頒獎 

陳純一（蔣經國基金會副執行長） 

徐斯勤（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徐斯儉（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650- 溫暖的家 

 1995 年成立的昇恆昌免
税商店，由國人百分之百投
資經營，創辦人江松樺以
「經營國際化、服務在地
化」理念，把台灣免税產業
推向國際。此外，昇恆昌更
以企業社會責任為職志成
為台灣中小企業典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