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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年度、新同仁、新計畫、新成果
96 年新學期開始對中心而言具有重

中心研究團隊增添新的生力軍。除此之

大意義。延宕多時的中心主任遴選作業，

外，為了落實吳校長對中心未來發展的期

終於在今年 3 月完成。中心同仁首次獲得

許，本中心已經與政治系完成合聘林超琦

主任人選推薦權，於本年二月正式完成主

博士之行政程序，另外，本校政治系寇健

任推舉程序，再呈校長遴聘。並由代理主

文副教授(美國德州大學澳斯汀分校政治

任達一年半之久的第一所研究員鄭端耀

學博士)與社會系劉雅靈副教授(美國芝加

獲遴選為新任中心主任，並從本年 3 月 1

哥大學社會學博士)也已經正式應聘將於

日起正式生效，這是中心成立 54 年來的

下半年起成為本中心第三所合聘副研究

創舉，為中心主任的產生確立了重要的基

員。換言之，本中心研究人員與系所合聘

礎，也為中心的永續發展開啟了新的一

的模式將有助於充實本中心研究陣容。

頁。

積極成立跨所跨校跨國研究團隊
教研合聘開啟新樂章

在校方積極推動各項頂尖計畫的同

在鄭主任和各所所長的共同努力之

時，各所同仁仍積極完成多項研究成果，

下，本中心於 96 上半年首先推動博士後

包括一、二、四所的中文專書之外，三所

助理研究員員額的爭取，並順利由第二所

負責之 35 屆台美會英文論文專書皆預計

在二月間完成美國史丹佛大學政治學博

在 6、7 月之前陸續完成編輯或出刊。(請

士林超琦和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

參考出版園地)

學博士林賢参等兩位新人的約聘程序，為

有關新的研究計畫方面，本中心除了

一方面配合「兩岸/外交重點領域發展計
畫」目前已初部完成研究子題之規畫及分
工；(請參考附表一)同時也積極展開跨國
研究團隊合作計畫，進行中的包括與美國

中國大陸地方治理暨公共 第三所
政策
新世紀的中國政策：中共 第四所

十七大觀察

康乃爾大學政府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
係學院合作的「社會建構論與中國研究」
(Social Constructivism & China studies )
和與台灣大學經濟學系陳添枝教授、英國

上半年度國際會議系列

曼徹斯特大學發展政策與管理研究所
Jeffrey Henderson 教授等單位合作的「中
國崛起與全球化」 (The Rise of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今年上半年度的兩個年度國際學術
研討會都是在國外舉辦，在負責籌備的同
仁努力聯繫之下圓滿完成。(如附表二)總

積極支持同仁短期訪問研究計畫

計參加會議的本國及日、美等國出席代表

為配合「研究卓越計畫」，本中心已

共達約 130 人，發表會議論文約 56 篇。

經先後完成提升研究能量的相關法規辦

有關會議經過請參閱會議總結報告如下：

法的制定與施行。今年暑假期間將有嚴震
生、金榮勇、蔡增家、吳得源、趙甦成、

表二：96 年度上半年執行完成之國際會議

王瑞琦等六位同仁獲得部份補助前往大
陸進行個人研究計畫的蹲點研究。

表一：96 年度研究團隊計畫
團隊研究計畫
中小型國家國際生存與發
展經驗研究，包括二瑞（瑞
士、瑞典）三蘭（荷蘭、芬
蘭、愛爾蘭）之個案分析
歐盟對中國與台灣的政
策：道德外交與現實主義
兩岸外交：中國崛起後的台
灣對非洲外交策略及途徑
研究

執行單位
第一所

第一所
第一所

建立台灣、東協共同有效 第二所
優 惠 關 稅(CEPT) 機制之
研究
台日企業合作的政治經濟 第二所
分析：從經濟合作到產業分
工

會議名稱

時間

第 34 屆 96.3
「台日亞
洲太平洋
研究會議」
第 36 屆台 96.5
美「當代中
國」學術研
討會

負責
協辦
同仁
單位
蔡增家/ 日 本 青 山
林賢參
學院大學
謝鳳媚/ 美 國 丹 佛
彭慧鸞
大學

第 34 屆台日「亞洲太平洋研究會
議」總結報告
～林賢參～
會議期間：3 月 25 日到 3 月 28 日
會議地點：日本東京
由本中心與日本「大陸問題研究
協會」共同舉辦之第 34 屆「亞洲太平
洋研究會議」，從 3 月 25 日至 3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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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東京舉行，我方人員包括本校吳
思華校長以貴賓身份出席，林碧炤副
校長擔任代表團團長，團員有本中心
主任鄭端耀、亞太所所長金榮勇、副
研究員蔡增家以及陸委會副主委童振
源、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賴怡忠、
台大政治系教授楊永明、中研院歐美
所研究員林正義、本中心助理研究員
林賢參、中心助理研究員林超琦、大
會口譯人員吳文妃等人。
本次會議主題為「東亞何處去？
政治、經濟與安全保障的展望」
，分別
以「東亞的政治脈動」、「中國經濟的
泡沫化趨勢」、「東亞的安全保障」等
三場對外開放之議題，以及一場議題
為「北韓核武與東亞安全」之閉門會
議。在開幕儀式上，我國駐日代表處
代表許世楷、日本交流協會理事長高
橋雅二，分別以來賓的身份發表祝賀
詞，而一向對我國相當友好之日本眾
議員、
「日華議員懇談會」副會長玉澤
德一郎，亦親自出席會議並發表專題
演講。
三場公開的研討會之論文發表人
以及論文題目分別如下：第一場：日
本國際教養大學校長中嶋嶺雄談「東
亞的政治脈動」；台大教授楊永明談
「東亞的政治脈動：多重雙邊關係之
交錯」
。第二場：日本亞細亞大學亞洲
研究所所長小林熙直談「中國高度成
長下的各種問題」
；本中心副研究員蔡
增家談「中國式市場經濟的失靈：中
國經濟高度成長下的四大隱憂」
。第三
場：日本防衛大學校國際關係學科教
授村井友秀談「東亞情勢與日本的安
全保障」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賴怡

忠談「北韓核武問題：台灣觀點」
。最
後一場之閉門會議，則由日本杏林大
學客座教授田久保忠衛擔任主席，共
有台日雙方 22 名學者專家與會，在進
行近三個小時的熱烈討論與交換意見
後，為本次台日會劃下完美的句點。
其次，在本次會議期間，以大會
貴賓身份與會之本校校長吳思華先
生，在本中心同仁陪同下，分別前往
位於東京之青山學院大學、早稻田大
學與慶應義塾大學（後兩校與本校已
有簽訂姊妹校協定）進行參訪，並且
與慶應大學塾長安西祐一郎簽署學術
交流協定，擴大本校與日本知名大學
之學術交流。

第 36 屆「台美『當代中國』學術
研討會」總結報告
～吳得源～
會議期間：5 月 30 日~ 6 月 2 日
會議地點：美國丹佛大學
本年度第 36 屆「台美『當代中國』
學術研討會」援例在美國移地舉行，
並由國關中心與美國丹佛大學(以下簡
稱 DU)國際研究學院共同主辦，本次
會議期間從 5 月 30 日到 6 月 2 日來自
國內學者包括本中心鄭端耀主任、蔡
瑋研究員、吳得源助理研究員；本校
中山所趙建民教授；中央研究院吳玉
山研究員、林正義研究員；台大政治
系石之渝教授、徐斯勤教授、中山大
學林文程教授、立法委員張旭成等一
行十人與會。美方學者包括的 John
Copper(Rhodes College) 、 L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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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tm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om Farer(University of
Denver)、Bonnie Glaser(CSIS)、Robert
Hathaway(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
Haider Khan(University of Denver)、
Steven
Levine(University
of
Montana) 、 Christopher Marsh(Baylor
University) 、 Paul Viotti(University of
Denver) 、 Robert
Ross(Boston
University)、Robert Sutter(Georgetown
University)、Brantly Womack(University
of Virginia)等。
丹佛大學主辦單位—國際研究學
院的趙穗生教授主持會前歡迎晚宴，
出席人員除學者外尚包括我駐美代表
吳釗燮博士、駐堪薩斯辦事處陳家坤
處長、張謙彥領事，以及美方學者
Robert Sutter、Steven Levine、Brantly
Womack 等人參加。

會議經過
6 月 1 日上午開幕儀式，並分別由 DU
校方代表 Gregg Kvistad、及國際學院
院長 Tom Farer、鄭主任以及我駐堪薩
斯辦事處陳處長致詞。隨後即展開兩
天六場次的研討會。
第一場次談「中國崛起與美中關係的
轉型」
：由趙穗生主持，威爾遜國際學
者中心的 Robert Hathaway 首先發表論
文，從美國國內政治角度（兩黨政治、
行政立法關係、壓力團體關注單一議
題、媒體與國會關注負面性訊息、欠
缺對中國歷史文化的深入瞭解、總統

未能清晰傳達中國政策訊息等）來分
析美中關係面臨的挑戰。國內政大中
山所趙建民教授論文發表，則旨在分
析中共「和諧世界」外交政策制訂所
根據的矛盾理論、現實與建構主義成
分以及其對美中關係的影響。與談人
Brantly Womack 則認為兩篇論文均共
同以自省為出發點、分析影響美中外
交政策的複雜因素且呼籲美中增加互
動等均值得肯定。
第二場次談「中國崛起的區域意義」：
鄭端耀主任主持，DU 的 Haider Khan
首先發表有關中國能源安全的論文，
他認為中國如何兼顧經濟成長與能源
永續發展是未來一大挑戰，她在追求
平衡發展過程中，需超越現有亞洲發
展模式，尋求替代策略。次由中央研
究院歐美所林正義研究員發表論文，
回顧並深入分析。整體而言，中國的
崛起對台灣意味著挑戰多於機會。與
談人 Bob Ross 則認為 Khan 的分析有
些低估中國自立自足的能力也忽略政
治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第三場次談「中美日和亞洲安全」
：張
旭成博士主持，首先由台大政治系石
之渝教授針對當代日本學者對中國在
東亞的建構發表論文。會中石教授特
別提出一種架構，運用日本在西方國
家與亞洲之間的身份定位的不同選擇
（加入西方、超越西方、與亞洲連結、
與亞洲斷絕）
，來歸納分析日本學者對
中國及亞洲定位的建構策略。其次由
Steven Levine 針對日本在中美關係的
角色發表論文，認為日本應可以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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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美中權力移轉中順利調適。再次，
Robert Sutter 針對中國的崛起以及美
國在東亞繼續領導的展望發表專文，
認為現有許多論著多強調中國優勢面
及美國的弱點，未能兼顧中國的弱點
和美國的優勢面，他的論文即在強調
這一種較平衡的「中國崛起」論述觀。
中山大學林文程教授的評論則強調日
本早已在美中關係中明確表態支持美
國等論點。
第四場次談「北韓與台灣問題」：Paul
Viotti 主持，首先由 Bonnie Glaser 針對
北韓核子危機和中美關係發表論文，
認為北韓核子危機促成中美在安全議
題上的成功合作；雖然北韓問題不致
和台灣問題連結在一起，但業已為未
來中美合作奠定良好基礎。其次，
Brantly Womack 與中研院政治所吳玉
山聯合發表一改良不對稱三角模型，
並用以解釋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變化。
針對兩篇論文本中心鄭端耀主任作出
評論，本場主席 Paul Viotti 則提示該理
念在三角關係的重要性值得進一步重
視。

Christopher Marsh 針對中美俄三角關
係發表論文，分析北京並不樂見莫斯
科弱化且與西方國家過從甚密，普丁
主政下的俄羅斯對中國的崛起雖有顧
忌仍傾向與中國密切合作以立足亞
洲，並建議美國謹慎處理與中國關係
以防止中俄進一步結盟。其次，Lowell
Dittmer 針對中亞問題發表論文，認為
在當地威權主義日益高漲及中亞國家
成為維繫反恐運動成敗的重要關鍵等
情況下，俄羅斯將繼續成為該一地區
主要政治與軍事的強權，中國對該一
地區雖保有重要利益，尚不致公開挑
戰俄國的領導地位。最後由前總統府
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旭成作評論。

六月二日上午繼續進行第二天會議兩
場次的論文宣讀與討論。

第六場次「台灣問題」
，由 Robert Ross
主持，首先由吳得源就美中台三角關
係，從社會建構與新制度論角度，分
析美國如何維繫台海現狀的穩定。其
次，John Copper 針對小布希政府何以
與陳水扁政府關係轉變提出五個命
題，認為雖然小布希政府雖對陳水扁
政府若干施政有所失望或不滿，仍是
堅定支持台灣的民主。最後，台大政
治系徐斯勤教授針對台灣選民整體上
如何在認同需求問題與避免戰爭間抉
擇發表論文，折衷樂觀與悲觀派的看
法，強調選民整體理性的一面，既渴
望獨特認同地位，但也能衡諸國際觀
感等因素，進而支持台海現狀。最後
由 Paul Viotti 與本中心蔡瑋研究員作
評論。

第 五 場 次 「 俄 羅 斯 與 中 亞 問 題 」：
Brantly Womack 主 持 ， 首 先 由

會後趙穗生夫婦並在 Denver 市內
的紫禁城餐廳宴請台美雙方若干與會

當日晚上，主辦單位並在 DU 舉辦歡
迎晚宴，並由駐美代表處吳釗燮發表
有關我國的兩岸與外交政策的專題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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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計有：John Copper, Paul Viotti,
Lowell Dittmer, Brantly Womack, 趙建
民、鄭端耀主任、蔡瑋與吳得源等人
參加。

同仁出席國際會議心得分享
出席「第九屆亞洲安全會議」
～李瓊莉～
會議時間：2007 年 2 月 9-10 日
會議地點：印度新德里
印度國防研究暨分析中心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於今(2007)年 2 月 9-10
日期間在印度新德里以「東南亞安全
發 展 動 態 ： 威 脅 與 回 應 」 (Security
Dynamics in Southeast Asia: Emerging
Threats and Responses))為題，主辦「第
九屆亞洲安全會議」並特別發函邀請
本中心派員出席本屆會議。

活動，主辦首屆「亞洲安全會議」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ASC)，
之後成為 IDSA 歷年盛事，每年會
議主題反映印度官方的戰略方
向，出席者不乏印度官方人士，以
及與官方關係密切之學者專家，透
過與國際學者專家之交流，使印度
政府更能掌握國際安全暨區域安
全動態。
三、今(2007)年為第 9 屆會議，以「東
南亞安全發展動態：威脅與回應」
為主題，2 月 9-10 日在 IDSA 新落
成的院區舉辦，共有各國官方人士
及學者專家約 150 人出席。除大樓
起用儀式及大會開閉幕之外，會議
共分六個研討場次進行，主題分別
為：
東南亞的安全視角(Perspective on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恐 怖 主 義 與 宗 教 (Terrorism and
Rise
of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能 源 安 全 (Energy and Security
Issues)、
區 域 多 邊 主 義 (Regionalism and

壹、會議背景說明
一、印度國防研究暨分析中心(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 ,
IDSA)成立於 1965 年，與印度國防
部關係密切，在 1980 年及 1990 年
間印度核武政策演變中扮演重要
角色，1998 年五月印度核試爆後，
IDSA 出版「核子印度」(Nuclear
India)一書，辯護核子嚇阻的政策
正當性，印度政府進一步借重
IDSA 扮演二軌外交的重要角色，
與各國溝通核武政策。
二、1999 年 IDSA 開始積極擴張二軌

Multilateralism in Southeast
Asia)、
東 南 亞 與 強 權 (Southeast Asian
and External Powers)、
印度與東南亞(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四、從印度政府的立場，整個會議的
設計及研討進行，其重點在於最後
一個場次，企圖找出當各強權相繼
對東南亞示好之際，印度如何能強
化與東南亞之關係。本人即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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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與東南亞」場次中發表論
文，討論從「地緣經濟」視角，探
討印度強化其在東亞角色的機會
與挑戰。

貳、會議討論重點
會議議程及各學者於會中所發表
之論文將由以專書出版，會議討論紀
錄摘要已由主辦單位整理，公佈於
IDSA 的網站，在此不再重覆。茲僅就
本人於會中之觀察，摘錄整個會議進
行期間反覆被討論的主題及爭議點。
一、東西衝突管理觀點拉距戰：
大會的第一個講者即是新加坡李
光 耀 公 共 事 務 學 院 的 Kishore
Mahbubani 大使，重申其一貫觀點，認
為從歷史角度來看，世界正處於從西
方主導意識轉向亞洲興起之際，東南
亞將成為歷史發展的中心。對區域安
全及衝突管理機制而言，對當前
ASEAN 受到的批判不以為然，認為與
EU 比較，一般以為 EU 在區域衝突管
理上較具效率，但其實不然，他以 1990
年代為例，認為 EU 並未有效防範巴爾
幹半島戰事發生，之後更因 EU 內部意
見分歧，對衝突管理及重建工作成效
不彰。從歷史觀而言，東協展現的卻
是一個獨特的衝突預防概念，以程序
正義為要，在過程中顧及整體會員的
考量。開場的東西衝突管理途徑之辯
論一直延續到會議進行的第二天。尤
其是俄羅斯世界經濟暨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的 Victor Sumsky，認為 Mahbubani
大使呈現的正是東協的自我矛盾，當
東協不滿西方主導的作為時，近年興
起的東亞高峰會卻寧可向歐盟招手而

拒絕俄羅斯的加入。
二、中、日東協政策之辯論
日本青山大學的池菊努
(Kikuchi)教授於報告中表示東協之所
以在區域發展中扮演駕駛角色，是區
域權力結構變遷使然，暗指東協是中
國與日本在區域強權競爭下的工具，
東協本身的實力尚不足主導區域發
展。中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趙干
城直接挑戰日本 Kikuchi。直言中國東
協政策中的戰略目標就是讓東協扮演
駕駛的角色，而不同於印度企圖透過
與東協的關係，強化本身在東亞的地
位，換言之，東協的駕駛角色是中國
的目標，而不是過程或工具，他質問
日本的東協政策呢？認為日本只是將
東協視為落實區域霸權的舞台及工
具，並不想提升東協的國際地位。在
場多位與會人士認為日本所採的方式
是務實作為，以東協經濟發展為主要
考量，而中國採的是制度途徑，給東
協名份，但不見得有實質意義。本人
於會中亦表示，在駕駛座上並不表示
對區域發展有主導權，駕駛多半只能
遵循既定路線操作，唯一展現權力的
方式是不按照既定路線走，目前東協
並沒有這樣的企圖或能力，反而不得
不尊重把東協推上駕駛座的中國意
見。中國東協政策的玄機便在於此。
三、印度角色
印度東進政策及其對多邊機制
的參與自然是這次會議的重點，其中
幾個觀念性論述如下：1) 印度的東亞
政策兼顧現實主義與多邊主義，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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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建議國內政策研究社群在
重視中日兩國台面上之爭議之
外，亦能深入了解中、日政策
研究社群之思維，掌握機會與
其建立政策研究合作關係。

SAARC 成為政治論壇，卻支持 ARF
有政治功能；並以抗衡中國崛起為目
標，但方式則包括與中國進行對話。
2) 印度重視海權，與東南亞國家正從
海軍外交(naval diplomacy)轉向國防外
交(defense diplomacy)發展，但對跨國
性威脅及麻六甲海峽運輸安全之威
脅，印度更應與相關國家發展海事外
交(maritime diplomacy)。3) 其他尚包
括印度在區域能源安全合作上的角
色、印度對緬甸政策、及印度與東協
關係的進展等討論。

3.

參、會議觀察與建議

要因素，但印度策略的一致性
及全面性，更是使其在東亞從
原本不具地位到具關鍵地位。
反觀台灣在東亞的地位，正朝
反向發展，建議國內政策研究
社群，比較印度東進政策與我
國之南向政策之異同，進一步
有系統的發展一致性及全面性
的東南亞政策。

一、建議我國政府及政策研究學者專
家，就上述幾個討論重點進一步
思考對我國有利的策略方向。
1.

2.

除美、日、中等強權思維之外，
東協在區域合作中所扮演的
「引擎」角色，早已是強權爭
取地緣戰略利益不可忽視的因
素。反觀我國，位於東亞，時
而憂慮未搭上區域合作列車而
被邊緣化，但不論是官方或學
研界，卻仍側重了解強權戰略
思維，對於擔任列車引擎的東
協卻少有著墨。建議平衡以強
權為主的政策研究觀點，重視
東協視角。
中、日與會代表之間在會中言
詞交鋒。兩人雖非官方代表，
但卻是各國際會議常客。這次
會議中所呈現的中日矛盾，在
其他多邊二軌會議中亦常出

印度東進政策始於 1992 年，近
幾年更大步前進，修正之前不
結盟的對外政策。雖然印度內
部仍存在政治、經濟、社會等
面向問題及危機，但其國際地
位卻大幅提升。國際戰略環境
的變遷固然是使印度竄起的重

出

版

園

地

從96年元月起到6月為止，本中心發
行之SSCI及TSSCI皆已經按時出版
期刋如附表四。
表三：本中心96年上半年度出版品一覽表
出版品名稱

主 編

Issues & Studies
Quarterly
問題與研究
季刊

嚴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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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東野

刊期/
出版
日期
43:1~
2
46:1~
2

等級

SSCI
TSSCI

中國大陸研究
季刊
問題與研究
雙月刊(日文版)

袁 易
金榮勇

戰略安全研析
中國市場轉型與
社會發展：變
遷、挑戰與比較
『新』安全觀下
的亞太戰略發展

劉復國
陳德昇

Is There a Greater
China Identity? －
The Security and
Economic
Dilemma

袁 易

轉型中的國際安
全戰略

嚴震生

金榮勇

50:1~
2
36:1~
6

TSSCI

本中心為加強學術交流，分別與大陸

－

及印席進行出版品的交流。6月20日
致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

21-26
2007.
03

－
四所
專書

2007.
07
2007.
06

二所
專書
三所
專書

2007.
07

一所
專書

心出版期刊「問題與研究」
、
「中國大
陸研究」
、Issue & Studies 回朔至2000
年。7月4日接受印度在台協會致贈印
度相關研究英文專書一批，

人 事 動 態

升等

第一所助理研究員盧倩儀已

資料來源：本刊整理

完成副研究員之升等，並於今年2月1

本中心出版之Issues & Studies 為國

日起生效。

內政治學專業期刊唯一收納在SSCI
之英文學術季刊。依據2007年新公布

退休

第二所研究員張隆義、朱松

的期刊索引報告該刋之影響因數
(impact

柏、蔡瑋，除張研究員已於今年2月

factor) 較 上 年 提 高 至

正式退休之外，其他二位即將於本年

0.310，歷年 影響因數 評鑑資料如下

8月正式退休。圖書資料組助理研究

表：

員陳道明亦將於本年9月退休。
表四：Issues & Studies 歷年影響因數
評鑑資料
年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新伙伴

今年二月第二所新聘博士

影響因數

後助理研究員二名，分別為美國史丹

0.130
0.149
0.092
0.194
0.218
0.177
0.286
0.155
0.483
0.265
0.310

佛大學政治學博士林超琦和日本青
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學博士林賢参
等兩位。

出國

第三所研究員丁樹範將於今

年8月起前往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拉
加拉南國際事務學院客座研究8個
月。

資料來源：袁易，政治學門國際關係分級之
研 究 ( 台 北 ： 國 科 會 研 究 計 畫 ， 95-2420H-004-0012006)

9

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7.01.01—2007.06.30）
01.10會議：行政主管會議。
01.10會議：第85 次中心評審會議。
01.12座談：美國地區學者專家Michael Brown 等一行十一人來訪，以了解國內政治情勢、大陸政策及台海安，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1.16座談：「Contempory Pakista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Ghulan Ali (巴基斯坦學者)，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丁樹範研究員主持。
01.22拜會：「亞太區域安全問題」，印尼大學國際關係系主任Dr. Hariyadi Wirawan、Gadjah Mada University, 安全與和平研究中心
主任Center for Security and Peace Studie Dr. Muhadi Sugiono及Muhammadiyah University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系主任暨中
國研究中心研究員Dr. Sugeng Riyanto等一行三人，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1.26座談：「中部崛起與挑戰」，胡曉鵬副教授、馬英俊博士研究生，劉勝驥所長主持。
02.09 演講：「歐盟與兩岸關係」Professor Jean-Pierre Cabestan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歐洲聯盟研究論壇主辦，鄭端耀
代主任主持。
03.07會議：行政主管會議。
03.09座談：「我國發展現況」，荷蘭萊頓大學近代東亞研究所所長Dr. Axel Schneider，經理Ms. Esther Truijen ，嚴震生研究員主持。
03.14會議：第86 次中心評審會議。
03.15座談：「恐怖主義vs.反恐怖主義」，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拉分校Michael Stohl教授，由嚴震生研究員主持。
03.20會議：第87 次中心評審會議。
0326-28學術研討會：第34屆台日「亞洲太平洋研究會議」，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吳思華校長主持。
03.29座談：「中國國際關係研究」，張睿壯教授南開大學國際關系系主任，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暨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共同主辦，邱坤玄所長主持。
03.29會報：「中國大陸地方政府發展農村義務教育的主觀意願與客觀效率－從財政角度觀之」，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
四研究所陳永生助理研究員主講，劉勝驥所長主持。
03.30學術研討會：「兩岸東北亞安全會議」，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鄭端耀
主任主持。
04.02拜會：Dr. Pat Power, Head of International Office, Liaising on Behalf of the School of Law, Queen Mary University, London & Dr. Richard
Saull, Department of Politics, Queen Mary University, London 等一行二人, 彭慧鸞組長主持。
04.11座談：「Will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be the New Cold War?」，倫敦政經學院Barry Buzan 教授，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與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系合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04.12-13學術研討會：「『新』安全觀下的亞太戰略發展」，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二研究所主辦，金榮勇所長主持。
04.14-15學術研討會：「中共「十七大」政治精英甄補與地方治理」，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暨治理論壇主辦，鄭
端耀主任主持
04.18會議：行政主管會議。
04.23座談：「Cross-Strait Relations from US Perspective」，Dr. John Copper ,Stanley J. Buckma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Rhodes College in Memphis, Tennessee，鄭端耀主任主持。
04.25會議：第88次中心評審會議。
05.09學術研討會：「轉型中的國際安全戰略」，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一研究所主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05.14：座談：「瞭解台、墨國際交流情況及對台灣的認識」，墨西哥參議院訪團 Jose Gonzalez Morfin 等一行五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05.16會議：行政主管會議。
05.17拜會：The delegation from University of Richmond ,USA，Professor Vincent Wang等一行十一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05.23：座談：「台美情勢、兩岸關係」，美國「南方國際研究中心」會長Peter White，鄭端耀主任主持。
05.26-27 學術研討會：「中國區域經濟發茛與台商投資：變遷、趨勢與挑戰」學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區
域經濟發展暨治理論壇主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06.01-.02學術研討會：第36屆台美「當代中國」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美國丹佛大學合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06.06座談：「台灣在國際體係中的地位、目標與戰略」，布吉納法索派駐法國尼斯領事Mr. Marc AICARDI de SAINT-PAUL，嚴震
生所長主持。
06.13座談：「東亞區域整合前景與美日中之競合關係」，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李景治院長等一行9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06.15座談：「台灣在東亞區域（包括兩岸）的外交關係和安全」，英國外交部遠東司東亞安全組主任Mr. Sanjay Wadwani 等一行三
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06.20會議：第89次中心評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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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5座談：「中國領導階層對政策決策機制」，韓國和平研究所研究員李京漢、朴俊炯等一行二人，劉勝驥所長主持。
06.26座談：「北韓最近發展情況」，韓國東北亞問題研究所研究員金惠貞、梁賢貞，鄭端耀主任主持。
06.26座談：「美中台三邊關係與美國的台海政策」，大陸海外學者由冀教授、黃靖研究員及華世平副教授等一三人，鄭端耀主任主
持。
06.27座談：「當前中美關係」，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李寶俊副院長，鄭端耀主任主持。
06.27會議：行政主管會議。

國際學術交流照片集錦

吳思華校長參加第 34 屆台日「亞洲太平洋研究會議」順道拜訪慶應大學。
(後排由左到右分別是，慶應大學國際中心事務長加藤好郎、同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國分良成、
林超琦、金榮勇所長、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組長李世昌、林賢參、慶應大學國際合作
推進室國際戰略經理渡邊園子、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副組長林默章；前排為慶應大學
塾長安西祐一郎與政大吳思華校長) (2007 年 3 月 29 日)

第 36 屆台美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全體與會學者暨我駐美代表吳釗燮等一行於美國科羅拉多州丹
佛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前攝影留念 (2007 年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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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屆台日亞洲太平洋研究會議開幕式中我 第 36 屆台美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與會
駐日代表許世楷致詞左方為鄭端耀主任、右方 雙方學者與貴賓，包括：鄭端耀主任、
吳釗爕代表、趙穗生教授、Robert Sutter

為日本代表團代理團長澤英武

等

編者的話
時光荏苒，轉眼間個人的行政服務工作將滿兩年。感謝合交組和秘書組兩組同仁的耐心
協助，使得個人得以在有限的資源與能力之下得以貢獻棉薄之力。除此之外，中心同仁的支
持與包容是個人在合交暨秘書組工作得以順利推展的最大支柱。回首過去這不算短的日子
中，適逢本校全面推動頂尖計畫，個人因為職務的關係，經歷了中心為配合本校頂尖計畫所
進行的一些變革與轉型，也成為個人成長學習的一次機會。基於個人因素考量將於暑假過後
卸下目前職務，相信在新的行政團隊帶領之下，中心將快步朝向頂尖研究中心的目標邁進。
最後，謹以最誠摯的心，謝謝大家，過去如有服務不週之處，尚祈同仁見諒。
敬祝 身體健康 諸事順利
慧鸞 敬筆 於合作交流/秘書組 2007/07/09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