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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中心幾間辦公室近來工程不
斷，為的是迎接大家引頸盼望已久、
即將掛牌成立的「麥克阿瑟基金會台
灣安全與建構兩岸和平機制」計劃辦
公室及已經正式成立運作的「日本研
究中心」
。這些研究單位的進駐為中心
帶來了新的氣象，本期通訊將先介紹
「麥克阿瑟基金會台灣安全與建構兩
岸和平機制計劃」
，並將「日本研究中
心」留待下期介紹。
在中心各所長期關注的議題與交
流方面，第四所兩岸農村治理研究團
隊持續深耕，在舉辦「兩岸農村治理
與鄉村發展」學術研討會並獲得熱烈
回響後，已決定農村治理團隊將在近
兩年所打下的基礎之上繼續就兩岸農
村治理問題進行更深入的探索，今年
再次赴湖北建始縣持續進行田野調
查。其他三個所也在過去六個月當中
透過研討會的舉辦，一方面達到對外
交流目的，一方面展現了豐碩的研究
成果。

國關中心獲美國MacArthur
Foundation – 2009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 研究計畫贊助
~劉復國
全球最大的獨立基金會之一，美
國 MacArthur Foundation 在新近啟動
的 「 亞 洲 安 全 倡 議 （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下，已經承諾未來 3 年贊
助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所提出「台灣安
全與建構兩岸和平機制」研究計畫案
55 萬美元。
為執行這個計畫案，本中心研究
團隊將結合兩岸重要學術單位，包括
本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及北京清華大
學，以及相關各方專家學者，共同為
兩岸和平政策議題和兩岸和平機制進
行研究，期望透過研究、政策對話、
和平講座的努力，建構出一個跨越兩
岸的研究對話平台，為東亞安全也為
兩岸和平穩定做出貢獻。

續創作。

一、MacArthur Foundation 的簡介
MacArthur Foundation 成立的宗旨
在於支持有創造力的個人和有成效的
研究機構，以促其更進一步投入建構
更公正、環保、與和平的世界。主要
的工作是保障人權、促進全球和平的
維護和安全，使城市成為更好的居住
環境、並進一步探討科技如何影響未
來的一代和我們的社會。MacArthur
Foundation 是世界上最大的獨立基金
會之一，據所公佈的資料顯示，截至
2007 年底其總資產高達 70 億美元。該
基金會透過基金的支持，培養知識的
發展、培育個人的創造力、強化研究
機構、協助公共政策、和提供資訊予
社會大眾。
該基金會主要透過四項計畫項
目，提供研究計畫資助和貸款：
1. Program on Global Security and
Sustainability：集中在國際重大議
題上。基金會目前已經在全球提供
60 個國家計畫贊助，並在印度、墨
西哥、奈及利亞和俄羅斯設有辦公
室。本次「亞洲安全倡議」便是在
此計劃項下的國際和平與安全項
目所負責規劃執行。
2. Program on Huma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重視美國國內的社會
問題。
3. General Program：支持公益媒體活
動。
4. MacArthur Fellow’s Program：針對
美國所有領域的個人，在其工作上
表現傑出並持續展現具有絕佳開
創力者，給與獎金鼓勵並支持其持

二、亞洲安全倡議（Asia Security
Initiative）
麥克阿瑟基金會提供研究計畫項
目下的 Program on Global Security and
Sustainability 中，分以下七項重點議
題﹕
-Conservation &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Human Rights &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Global Migration & Human Mobility,
-Population & Reproductive Health,
-Higher Education in Nigeria and
Russia,
-Focus Countries
其中，在「國際和平與安全」的
議題項下，該基金會自 2009 年起決定
推出「亞洲安全倡議」，計畫在未來 7
年間提撥 6,800 萬美元，投入推動促進
亞洲安全的政策研究努力工作，期望
鼓勵東亞安全相關研究單位和智庫，
積極投入當前安全問題之研究，並研
擬協助增加國際間合作機會以避免衝
突發生。
「亞洲安全倡議」所設定推動協
助東亞政策研究機構的主要研究議題
有二個方向：Managing State-to-Stat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以 及
Responding to Internal Crises and Their
Cross-border Effects。目前依據申請、
審查評選之結果，所公佈的錄取贊助
名單中，全球總共有 29 個研究機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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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並依個別機構計畫研究重點方
向，概分為三大議題研究群：區域安
全、東北亞安全、和內部安全挑戰（以
非傳統安全為主軸）
。其中，北京大學
國際戰略研究中心獲選為第一研究群
的核心機構（主要係由王緝思教授和
朱鋒教授負責）
、韓國東亞研究中心獲
選為第二研究群核心機構（主要由首
爾大學 Chaesung Chun 教授負責）、新
加坡南洋理工大學拉惹日南國際研究
中心（RSIS）則負責第三研究群協調
工作。在東北亞的研究群分組中，共
計有 8 個機構入選：其中，有三個是
韓國的研究機構、一個美國、三個中
國大陸和一個我國的研究機構。第二
研究群的主要研究重點為朝鮮半島和
台海的和平。
今年 5 月底，麥克阿瑟基金會在
新加坡舉辦正式啟動亞洲安全倡議會
議，邀集所有獲選的計畫主持人親自
赴會，除進行各計畫的報告之外，並
進行各研究群的分組會議，期望各研
究計畫在推進當中，也能夠彼此形成
合作網絡；此外，麥克阿瑟基金會並
促進計畫網絡內所有主持人員與東協
區域相關官員的互動，期望未來亞洲
安全倡議能夠與東亞各國安全政策發
展相互結合。
三、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亞
洲安全倡議
MacArthur Foundation 已經承諾
贊助國關中心未來三年約 550,000 美
元研究計畫案，主題為「台灣安全與
建構兩岸和平機制」。本計畫從今年 5

月底在新加坡召集會議正式公佈後開
始執行。早在 2007 年麥克阿瑟基金會
為強化對東亞安全的參與與認識，該
基金會分別透過多層面與多管方式深
入理解與評估東亞若干研究機構，負
責東亞安全倡議的人員分別對東亞各
國進行實際的調查訪問，並主動贊助
參與由英國國際戰略研究所主辦的香
格里拉會議，與全球主要亞太安全專
家進行直接對話與接觸。當時該基金
會負責計畫人員曾抵台訪問，他曾請
求本人協助其進行若干訪談，並邀請
其至本中心進行座談交換意見。總結
其所進行的實地調查工作，麥克阿瑟
基金會在 2007 年 10 月特別與 RSIS 合
作在新加坡舉辦試探性的東亞安全評
估研討會，當時東亞各國安全專家也
獲邀參與會談，本人獲得邀請擔任會
議的評論人之ㄧ。
就兩岸未來的和平發展所進行研
究與對話項目方面，上海交通大學陳
啟懋、北京清華大學楚樹龍與本人所
負責主持的計畫案將在這一研究分組
中形成兩岸聯結國際的跨國性密切合
作網絡。由於這個網絡自然的形成，
在兩岸關係進入新階段中更顯意義重
大，上海交通大學的計畫主軸為兩岸
和平協議、北京清華大學計畫案則以
兩岸關係的美中台政策互動為主。目
前本計畫由本人擔任主持人，負責內
外協調聯絡與推動研究事宜，研究主
要重點為重新界定我國的安全政策，
並進而深入研究兩岸的和平機制；參
與計畫研究的主要成員包括：鄭端耀
主任、丁樹範研究員、甘逸驊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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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等本中心內外專家學者數人，未來
並將研究參與擴展至國際平台中。由
於本研究計畫之形成，已獲吳校長和
林副校長的肯定與支持，同時，本校
周研發長也給予相當多的指導與協
助，依據本計畫所設立的研究平台，
雖主要由本中心研究群領導，未來將
會成為本校校內的一個共同研究平
台。本計畫推動在研究上進行對外合
作的思維，基本上係依循序漸近方
式，首先透過中心內合作為基礎，進
行推動校內層次的合作，再進而推動
國內校際間的合作，更依據本計畫宗
旨形成兩岸合作以及國際合作網絡。

4.
5.
6.

7.

「兩岸農村治理與鄉村發展」
學術研討會

四、推動本計畫案的目標
本計畫案將分從政策議題研究、
兩岸和平機制建構之對話平台、兩岸
專家與官員的對話機制、兩岸專家講
座的邀請等方向執行。預計為達成上
述計畫目標，本研究團隊將與北京清
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在現有網絡中
合作，同時並將與原先已約定的其他
兩岸相關研究團隊進行合作。本計畫
在這個網絡內將朝向推動進行定期性
的合作，與大陸專家學者就重大且敏
感性議題經常性互動對話。
未來執行本計畫將可望達成底下
的預期目標：
1. 建構兩岸相關政策專家學者與部
份官員的經常性聯繫網絡。
2. 促進兩岸專家學者間就兩岸未來
互動與發展進行建設性與開創性
對話。
3. 成立兩岸研究機構間的固定對話

平台。
平衡我國兩岸政策與對美政策的
論述與對話。
落實我方兩岸與國家安全政策思
維與具體方向的論述。
進一步強化本中心和本校在東亞
區域間安全研究的領先性與重要
性。
深化本校安全研究的影響力，並進
而推動安全研究的教學進程。

~王瑞琦
本中心於 4 月 24、25 日舉辦「兩
岸農村治理與鄉村發展」學術研討
會，由吳思華校長主持開幕，並邀請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趙建民副主委與中
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學院溫鐵軍院長
致辭。這次研討會參加的人數多達一
百二十人，其中包括兩岸各地的學
者、官員與實務工作者，共同針對農
村以及鄉村發展問題進行討論。本次
會議為兩岸第一次具規模的鄉村學術
會議，受邀之大陸人士來自北京和內
陸，實務經驗豐富，對於台灣農會的
發展亦有相當的瞭解，台灣方面與會
者同樣是學界與實務界兼具，而政府
部門也有多人參與。本次會議內容涵
蓋五個議題：鄉村治理的演進、農村
金融、社區發展與人力資源、農民組
織與轉型、經驗的傳承與創新。會後
雙方也就未來合作之方向進行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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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初步決定今年我方學者將持續進行
湖北建始縣之田野調查。
除研討會之外，中心也安排大陸
來訪一行人進行在台灣的參訪行程，
目的是瞭解台灣農會的實際運作與社
區發展，參訪行程的設計是將傳統景
點、農會、社區三者結合，學者來台
的第二天就先至宜蘭與坪林農會參
訪，兩天會議之後便開始中南部鄉村
之旅，包括魚池鄉的農會與社區、田
尾鄉農會、阿里山茶農、山美社區、
枋寮區農會。此次參訪最重要的目的
在於瞭解以下四個層面，而其問題也
集中於四個議題：1.農會三巨頭（理事
長、監事、總幹事）之間的關係與分
工、2.農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政府扮
演的角色、3.農會是否一定需要信用部
方得以發展、4.農會與社區發展之間的
關係，在這過程中大陸學者與台灣農
會人員進行深度對話，並針對相關發
展上的問題進行討論。這個領域的研
究在過去兩岸較少進行交流，而去年
政大學者至湖北建始縣進行田野調
查，加上今年這次會議的舉辦，已為
台灣學界進入中國農村，以及兩岸鄉
村社會學者合作奠下良好的基礎。

「台日論壇」學術研討會
本中心於 3 月 27 日在政大綜合大
樓國際會議廳舉辦「台日論壇」國際
學術研討會，當天上午 9 時由林碧炤
副校長主持開幕典禮，並邀請國安會
諮詢委員楊永明致開幕詞，日本青山
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高木

誠一郎作專題演講。
本屆台日論壇以「危機或轉機？
全球經濟危機下的東亞安全與中國發
展」為會議主題，並針對美國新政府
的東亞安全保障政策、後金正日時期
的北韓核武問題和南北關係、全球經
濟危機影響下的中國政治問題和外交
政策以及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中國經濟
與社會問題等四個主題分別做討論。
與會學者專家包括本中心鄭端耀
主任、蔡增家研究員、陳德昇研究員、
甘逸驊研究員、石原忠浩研究員、李
瓊莉研究員，以及本校黃奎博教授、
連弘宜教授、王振寰教授、寇健文教
授、耿曙教授、黃智聰教授、與童振
源教授等人。此外，我們亦邀請了多
位國內外著名的學者專家參與此次的
盛會，包括：台灣大學政治系的楊永
明教授、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的
蔡東杰教授、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
展學系的蔡昌言教授、與輔仁大學日
文系的何思慎教授等多位國內學術界
的專家；遠從日本前來共襄盛舉的學
者專家則包括：高木誠一朗教授、戶
崎洋史教授、平岩俊司教授、西野純
也教授、青山瑠妙教授、加茂具樹教
授、阿古智子教授、梶谷懷教授、內
藤二朗教授、土山實男教授、與前田
直樹教授等多位日本學術界的菁英。
台日雙方學者最後在圓桌論壇中
針對東亞區域安全以及台日關係的發
展進行意見交換，藉由這場研討會讓
兩國學術界的交流產生了實質上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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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中心與沙烏地阿拉伯費瑟國
王伊斯蘭研究中心簽約
本中心與沙烏地阿拉伯費瑟國王
伊斯蘭研究中心 (King Faisal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 於 6
月 9 日簽署合作備忘錄，校長吳思華
與費瑟國王伊斯蘭研究中心主席突奇
親王 (HRH Prince Turki AlFaisal) 親
自出席了簽約儀式。典禮在甫落成啟
用的政大舜文大講堂舉行，全程以中
文、阿語、以及英文進行，突奇親王
並以「Saudi Outlook of Middle East
Peace」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費瑟國王伊斯蘭研究中心自 1983
年成立以來，即致力伊斯蘭研究，出
版許多論文和專業書刊，無論是在研
究或教育方面都有傑出傲人的成果，
為世界頂尖的伊斯蘭研究重鎮。該中
心對於珍貴史料的保存以及推展伊斯
蘭文化所投注的心力對於增進世界各
地人民對伊斯蘭文化及遺產之瞭解更
是功不可沒。如今該中心將伸展觸
角，籌設「中國研究」計劃，因而決
定與本中心簽署研究合作備忘錄。
校長吳思華於致詞時指出，中國
無論是在經濟、社會、或其他層面，
皆經歷著極快速的蛻變。中國的影響
力在二十一世紀必然持續增加，而兩
岸關係必將是影響中國未來的一個關
鍵。歷史悠久的國關中心在中國研究
方面的表現有目共睹，非但在中國政
治、經濟、軍事、外交、以及兩岸關

係之研究上有豐碩成果，同時對於亞
太及世界其他地區亦長期有所關注，
因此正是與費瑟國王伊斯蘭研究中心
進行學術合作的最佳對象。
合作備忘錄由本中心鄭端耀主任
與費瑟國王伊斯蘭研究中心葉和雅
(Yahya M. Ibn Junid) 秘書長代表簽
署。展望未來，雙方除了將共享彼此
研究資源，更將推動合作計畫與學術
活動、建立跨國研究團隊，同時也將
共同出版或翻譯中國與阿拉伯相關研
究著作，累積兩國間研究能量。

「國際爭端：領土、主權、認同」
學術研討會
本中心第一所於 5 月 26 日舉辦
「國際爭端：領土、主權、認同」學
術研討會。研討會由劉復國所長主
持，第一所嚴震生教授、盧倩儀教授、
甘逸驊教授、吳東野教授、李正通博
士、李俊毅博士、龍舒甲教授、江敏
華博士、湯紹成教授、劉復國教授、
及蕭琇安教授分別就「非洲西撒哈拉
地區的爭端與和平」、「土耳其的庫德
族問題」、「歐盟的規範性權力與在區
域衝突所扮演的角色」、「南高加索衝
突與歐盟睦鄰政策」、「歐盟在科索沃
與蘇丹達佛地區衝突爭議案例中的政
策比較」、「波士尼亞戰爭與外交政策
分析：一個批判性地緣政治的觀點」、
「加里寧格勒：『飛地』或『是非之
地』」、「黎巴嫩內戰中的霸權爭端」、
「德國問題的解決與兩岸關係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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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南海的爭端解決與預防性外
交」、及「南海領土爭議」發表論文。

「東亞國際關係中的日本:邁向
正常國家？」學術研討會
本中心第二所於 5 月 21 日舉辦
「國際東亞國際關係中的日本﹕邁向
正常國家」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
共分四個主題﹕「東亞國際關係中的
日本經濟戰略」、「從區域角度看日本
邁向正常國家」、「日本外交戰略下的
台日關係」
、以及「世界秩序下的日中
關係」。吳玲君教授、 李瓊莉教授、
柯玉枝教授、張雅君教授、陳純如教
授、石原忠浩教授、徐泓馨博士、呂
建良博士、蔡增家教授、以及洪淑芬
教授分別以「日本 FTA/EPA 策略與東
亞區域的整合」、「日本與東亞區域秩
序之建構」、「從日墨自由貿易協定論
日本的 EPA 戰略」、「日本在中國和諧
世界建構的角色」、「印度第二階段東
望政策下日印關係之發展」、「援外新
潮流之下的日本對亞洲政府開發援
助：以中國、泰國為例」、「從日台航
空路斷復航問題看斷交初期的日台關
係」、「從『u-Japan』看日本產業政策
之演變」、「霸權崛起或國家正常化？
後小泉時期的日本對外關係」、「從日
本泡沫經濟看美國次級房貸的發展」
為題，發表論文。
「霸權之後與中國崛起」
學術研討會

本中心第三所於 5 月 21 日舉辦
「霸權之後與中國崛起」學術研討
會。台灣大學政治系石之瑜教授與中
正大學國際戰略研究所的張登及教授
共同發表「感覺中國崛起：本體敘事
及其情感基礎」
、中正大學國際戰略研
究所趙文志教授發表「改革開放後的
中美關係：經濟關係的觀察視角」
、丁
樹範教授發表「美、中之間的太空爭
議：中國的顧慮與反應」
、吳得源教授
發表「中國的人權外交：角色變化與
政策論述」
、張雅君教授發表「冷戰後
亞太地區權力結構變化與中美關係：
理論與現實觀察」、吳釗燮教授發表
「冷戰後國際局勢與美中台關係演
變」，共計發表論文 6 篇。

參訪團來訪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陶堅副院長
一行六人參訪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陶堅副
院長等一行六人於 3 月 22 日來台參觀
訪問，本次行程是以學術研討會為主
軸，其次分別為拜會學者、官員及民
間智庫之座談會三種型式交互進行。
學術研討會以「當前國際形勢與兩岸
國際空間」為主題，座談會則安排前
往遠景基金會、亞太和平研究基金會
與各學者、專家進行交流。除此之外，
亦拜會國安會何思因副秘書長、諮詢
委員陳德昇、國民黨張榮恭副秘書
長，瞭解馬英九政府的台海兩岸政
策，同時也拜會民進黨黨部，由陳忠
信先生主持，瞭解民進黨目前的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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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另安排二場餐會，分別與陸委
會趙建民副主委、外交部研設會黃奎
博主委就兩岸關係進行對話。
在 3 月 23 日於本中心舉辦的「當
前國際形勢與兩岸國際空間」研討會
中，大陸來訪的學者與本中心的研究
員針對兩岸關係的發展做意見上的交
換與討論，其中對於大陸來台觀光客
人數沒有明顯增加的因素，張力研究
員認為有三個原因，首先是大陸民眾
對台灣了解不夠，第二是台灣宣傳不
夠，第三則是觀光速度的增長是需要
慢慢累積的。而在兩岸主權問題上，
國關中心鄭端耀主任則認為若有些適
當的處理，那麼這個矛盾就可以淡
化，這就是兩邊領導人所提的擱置爭
議，求同存異。另外，國際空間矛盾
若處理不好，就會激化統獨議題；若
處理得好，那麼對兩岸關係正面發展
便有莫大幫助。在過去北京對於台灣
國際空間問題有正面回應，若非大陸
方面有默契的回應外交休兵，那麼台
灣可能已經失去某些邦交國。大陸學
者高祖貴發表意見認為國際上的各種
經驗之啟示，在兩岸關係上難以一一
對應，就算有第三方介入，但最後仍
需要兩方來解決，中國走出去的戰略
在轉變，現在逐漸改變成資金上的合
作，之前存在的問題可能會因為換人
上台的關係而改變；冷戰後是「分」
的趨勢，中國目前在做「合」的趨勢，
例如港澳回歸，全球華人在共同合
作，因此兩岸若能共同合作，那麼對
兩岸未來的發展仍是樂觀的。
另外在這次緊湊的行程中，也安

排大陸來訪團員認識台灣北、南部各
地民情風俗。首先讓團員參觀台北信
義商圈及 101 大樓、故宮博物院，體
驗大台北地區的都會生活模式。在南
部，特別規劃以搭乘高鐵接巴士方
式，一方面節省時間，另方面讓學者
們體驗台灣最優質的交通運輸，一路
南下遊覽阿里山、墾丁國家公園等景
點，最後是高雄市區。整個行程在嚴
肅中穿插輕鬆的活動，實際體驗台灣
地區真實生活的一面。

本中心研究員獲學術研究補助
一、本中心研究員獲國關中心「中華
文化教育基金」補助，將前往大陸
研究者名單﹕
姓 名

所別

研究計畫名稱

研究
地點

石原忠浩

二所

日本對中國政

大陸

府開發援助的
政治經濟分析
丁樹範

三所

創新與中國國

大陸

防科技工業的
發展
王瑞琦

四所

中國農村人力

大陸

資源結構變化
之探索
趙甦成

四所

美國對外援助

大陸

中的公私夥伴
關係：以中國
愛滋病防治為
例
宋國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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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

發展與農業困

大陸

境：關於台灣

個案研究

與中國農業發

李瓊莉

二所

展之比較分析
陳伯志

四所

上海銀行業的

亞太「經濟安全」問題
研究：演進與趨勢

大陸

李瓊莉

二所

「新東協模式」的形成

發展及台灣銀

與亞太多邊主義：東協

行業機遇

憲章對東協區域論壇之
影響

二、本中心研究員獲國科會 98 年專題
研究計劃補助者名單

吳玲君

姓 名

石 原 忠 二所

後冷戰時期台日關係的

浩

實例分析

鄭端耀

所別
一所

研究計畫名稱
轉型中的美中台三角關

二所

發展

丁樹範

三所

係與美國角色
吳東野
嚴震生

一所
一所

歐洲聯盟的小國研究：

一所

蕭琇安

一所

一所

彭慧鸞

二所

二所

袁易

三所

中國參與外空建制之解

非洲後衝突國家建立永

點（Ⅱ）
張雅君

三所

21 世紀中國陸地邊境安

威的確立及社會秩序之

全維護之認知、實踐與

重建

全球化挑戰：中俄、中

歐洲統合的全球身份認

印、中寮邊界管理建制

同：理論建構與「另類」

發展與武力使用研究
陳永生

四所

論協助農民處理經營風

歐盟研究在亞洲﹕台

險的農村治理-建始縣

灣､大陸､日本､南韓

「綜合農協」之個案研

之比較(III)

究

國家在它國領土內對非

王瑞琦

四所

台灣農會經驗之移植：

國家團體使用武力之合

湖北省建始縣「農村綜

法性問題：近期發展對

合發展協會」試點

國際法之挑戰
蔡增家

十年的觀察
析 : 一個建構論的觀

模式
盧倩儀

戰爭與軍事：冷戰後二

外交行為與政策影響
續和平的挑戰：政治權

甘逸驊

權力優勢變化與 APEC 的

陳德昇

四所

全球化、區域經濟與治

追求經濟成長的國度：

理：從比較觀點看環渤

日本四大財閥形成、擴

海灣區的發展－全球在

張與轉型的質性與量性

地化與跨界治理-環渤

分析（1880-1980）

海韓日商與長三角台商

技術標準設定的新制度

大陸投資跨國比較

分析-中國推動 WAPI 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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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園

職務異動第一所嚴震生所長因任
期屆滿，98年3月起由劉復國研究
員接任第一所所長職務。

地

98 年 1 月 到 6 月 ， 本 中 心 發 行 之
SSCI及TSSCI期刊與專書出版請
見附表一與附表二。

職務異動第三所張雅君所長以及
第四所劉勝驥所長因任期屆滿，
98年8月1日起，由丁樹範研究員
接任三所所長、王振寰教授接任
四所所長職務。

表一： 98年上半年度期刊出版品一覽表
出版品名稱
Issues & Studies
Quarterly
問題與研究
季刊
中國大陸研究
季刊
問題與研究
雙月刊(日文版)
戰略安全研析

主編
嚴震生

刊期
45:1

等級
SSCI

吳東野

48:1~2

TSSCI

袁 易

52:1

TSSCI

蔡增家

38:1~2

－

劉復國

45~50

－

退休合作交流組黃婉卿小姐將於
98年8月1日正式退休。儘管對婉
卿的退休十分不捨，我們仍然祝
福婉卿退休後快樂似神仙，也感
謝她過去29年對中心的貢獻。
歡迎新夥伴 第二所與第三所將
於98年8月各新聘一位助理研究
員。第二所楊昊先生為國立中正
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國
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區域主義；
第三所陳至潔先生為美國加州大
學Irvine分校政治學博士，研究方
向為國際關係理論、中國外交政
策與東亞安全，歡迎兩位新夥伴
的加入！

資料來源：本刊整理

表二： 98年上半年度專書出版品一覽表
出版品名稱

作者

「一中(各表)」的
國際構成與作用:
制度與建構論觀
點

吳得源

出版
日期
98.03

備註

資料來源：本刊整理

人 事 動 態

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9.0101—2009.06.30）
01.07座談：「當前國際情勢與國際關係研究」，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閻學通所長等一行六人，嚴震生所長主持、
01.14學術研討會：「印巴「全面對話」分析,2004-2008--影響印巴互信之因素」，陳純如（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亞太所助理研究員），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研究所主辦，蔡增家所長主持。
01.19座談：「當前中美洲政經社會情勢」，哥斯大黎加未來研究中心主任歐多涅茲（Jaime Ordonez），鄭端耀主任主持。
01.21座談：「如何促進台沙學術交流」，我國駐沙烏地阿拉伯代表楊勝宗，鄭端耀主任主持。
02.16座談：「亞太區域安全、NGO運作情形」，聯合國人口基金前副執行長和氣邦夫（Mr. Kunio Waki）、聯合國維和行動部地雷
政策執行官池田明子（Ms. Akiko Ikeda）及夫婿魏揚先生，鄭端耀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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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4座談：「兩岸關係與亞太情勢」，Dr. Mary Caroline Castano率菲律賓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Graduate School 師
生23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03.03演講：「展望歐巴馬的亞洲政策及其對兩岸關係的影響」，胡偉星博士，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鄭端耀主任
主持、
03.13講座：「世界金融危機與與東亞制度調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國際政治經濟學大師Dr. Benjamin Cohen，Dr. Thomas
Dr. Willett，Arthur Denzau，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研究所主辦，林碧炤副校長主持、
03.16演講：「Global Challenges on Radicalism」，Dr. Alwi Shihab 印尼前外交部長，鄭端耀主任主持。
03.19會議：中心評審會議、中心事務會議。
03.23學術研討會：「當前國際形勢與兩岸國際空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共同主辦，
鄭端耀主任、陶堅副院長共同主持、
03.24座談：「The Roles of the Taiwan and Korean Peninsula Issues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Dr. Frans-Paul van der
Putten ＆Ms. Maaike Okano-Heijmans (Research Fellows for Asia Studies, Clingendael Institute, 荷蘭)，劉
復國所長主持。
03.25拜會：「兩岸政治、軍事問題」，李風先生，香港獨立軍事外交問題觀察員、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北京聯合大學台灣
研究院客座教授，丁樹範研究員主持。
03.27學術研討會：2009年「台日論壇」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危機或轉機？全球經濟危機下的東亞安全與中國發展」，國立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鄭端耀主任主持。
03.27學術研討會：「兩岸文化交流之理論」研討會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四研究所主辦，劉勝驥研究員主持。
03.30拜會：「國際情勢與兩岸關係」，我國駐阿根廷代表李新穎，鄭端耀主任主持。
03.30拜會：「台北與華府、歐盟及莫斯科的國際關係與政策」，克羅埃西亞國家廣播電視公司（Croatan Radio & Television）
Mr.Zeljko Valcic等一行三人，劉復國所長主持。
03.31座談：「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Dr. Terry Nardin新加坡大學政治系教授，鄭端耀主任
主持。
04.02座談：「兩岸關係」，挪威國會外交委員會議員Mr.Vidar Bjornstad & Miss Anette Trettebergstuen一行二人，嚴震生研
究員主持。
04.14座談：「「台灣關係法」實施30年之影響及台美關係未來現況」，Mr. Robert Whitcomb 美國「普羅維斯敦紀事報」副社長
兼社論總主筆，Dr. Doug Bandow 美國華府「卡圖研究所」研究員，Mr. Enrique Cordobar 西文版「邁阿密前鋒報」
專欄作家，Ms. Renee Stroud 邁阿密美國陸軍「老鷹報」自由撰稿人，劉復國所長主持。
04.15演講：「Cross 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法國Mr. Mathieu Duchatel，Asia
Centre at Sciences Po 研究員，鄭端耀主任主持。
04.16座談：
「美國歐巴馬政府與新的歐洲安全/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merging European Security」
，Dr. Sven Bernhard
Gareis，德國國防大學指參學院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德國明斯特大學政治系教授，嚴震生所長主持、
04.17座談：「東亞政治與經濟統合」，Mr.Jonas Parello-Plesner（丹麥外交部資深顧問普萊斯妠先生），嚴震生所長主持、
04.18-19學術研討會：「行銷在中國—台日韓商大陸投資跨國經驗比較」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研究與中國
區域經濟發展暨治理論壇研究發展處共同合辦。
04.22座談：
「Foreign Policy Forum」
座談，主題：“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Deconstructing India –China Relations＂，
Raviprasad Narayanan,（那瑞維），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助理研究員，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美歐研究所yg 主辦，劉復國所長主持。
04.23座談：
「台灣與歐盟在軟實力合作發展前景」
，瑞士游麗嘉博士，日內瓦財團法人社會經濟發展中心Centre for Socid-Eco-Nomic
Development （CSEND）董事長，鄭端耀主任主持。
04.24學術研討會：「兩岸農村治理與鄉村發展」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中國大陸研究中心合辦。
04.24演講：「歐盟與中共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張健雄教授，湯紹成副研究員主持。
05.07座談：「東亞民主化的發展」，Dr. Daniel Lynch美國南加大（USC）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吳釗燮研究員主持。
05.08座談：「台澳之國際政策」，澳大利亞洛伊政策研究中心（Lowy Institute）Allan Gyngell一行二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05.08座談：「兩岸關係」，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中國學院（China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CIUA））Director
Gordon Houlden（侯秉東院長），嚴震生所長主持、
05.11演講：「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First 100 Days」，Dr. Burdett A. Loomi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University of Kansas，美國在台協會(AIT)訪問教授，鄭端耀主任主持、
05.13演講：「農村社會組織」，畢天雲（雲南師範大學哲學與政治學院教授），嚴震生所長主持。
05.21學術研討會：「東亞國際關係中的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二研究所主辦，蔡增家
長主持。
05.21採訪：「台灣民主發展」，Mr. Mariusz Zawadzki，波蘭第一大報：選舉日報（Gazeta Wyborcza）記者，湯紹成副研究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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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05.23-24學術研討會：「中共政經發展與兩岸關係：2008-2009檢視與前瞻」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陳
德昇研究員主持。
05.25座談：「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and Taiwan＇s perspective and participation i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Mr. Ian Biggs, Head of Secretaria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Canberra，鄭端耀主任主持、
05.26學術研討會：「國際爭端：領土、主權、認同」學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一研究所主辦，劉復國所長
主持。
05.26學術研討會：「霸權之後與中國崛起」學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三研究所主辦，張雅君所長主持。
06.08座談：「China and the South Pacific: A New Zealand Perspective」，Anne-Marie Brady,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Canterbury,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合作理
事會主辦，劉復國所長主持。
06.09演講：「Saudi Outlook of Middle East Peace」，沙烏地阿拉伯的費瑟國王伊斯蘭研究中心主席沙國突奇親王，林副校長
主持、
06.10座談：「兩岸軍事互信機制」，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陳先才教授，湯紹成研究員主持。
06.23座談：「當前兩岸關係的發展」，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中心鄭海麟教授，湯紹成研究員主持。
06.24座談：「台美關係與兩岸關係發展」，華府地區青年學者專家訪問團Dr. Michael P. Van Alstine等一行十二人，嚴震生所
長主持、
06.26座談：「美國冷戰時期亞洲國家建設之比較研究（The Cold War and U.S.-Asian Relations）」，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
關係學院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r. Gregg A. Brazinsky，鄭端耀主任主持、

鄭端耀主任與費瑟國王伊斯蘭研究中心葉和雅
秘書長代表簽署合作備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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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華校長出席本中心與費瑟國王伊斯蘭研究中心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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