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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屆台美「當代中國」研討會
Is There a Greater China Identity?- Security and Economic Dilemma
一年一度的中美會即將於今年 8 月 28、

政經發展、亞太局勢走向和美中台三角關係的

29 日在本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本中心循例

互動，到中國民主化與自由化、東亞國際新秩

將邀請約十位美國學者與台灣學者提出會議

序以及華人政治領導的人格特質等議題的探

論文或參與討論，共同參與此一研討會。

討，無不反映時代脈動與學術的對話。例如

回顧中美會歷史，本中心於民國 59 年 12

2003 年在費城舉行的中美會，其主題是「The

月與美方學術機構合作，在台北舉辦第一屆

Impact of Democratization / Liberalization (and

「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本屆起

its Setbacks) in the PRC」
；2004 年台北舉行的

改名為台美「當代中國」研討會，以下簡稱中

33 屆中美會探討「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美會），邀集雙方代表性學者參與，就中國問

East-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題進行學術與政策意見之交流，其後每年輪流

Taiwan-US-China Relations」
；2005 年在維吉尼

在美國與台灣舉行，至今已持續達 35 年之

亞大學舉行的中美會，則針對中共領導人胡錦

久，今年即將邁入第 35 屆。中美會已經成為

濤掌權，探討「Personality and the Changing

國內探討中國問題最具知名度和傳承的國際

Structure of Politics in Greater China」。

會議系列，它造就了美國和台灣間綿密的「知
本屆中美會主題
「兩岸認同：安全與經濟發展的意涵」

識社群」關係，也是美國學界對台灣中國大陸
研究最重視的國際學術會議。
自從本中心肩負承辦「中、美『中國大陸

後冷戰時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以及它所

問題』研討會」的重責以來，隨著國際和大陸

帶來的巨大衝擊與反彈，呈現個人和國家處在

情勢的變化發展，歷屆中美會都能適時提出眾

全球化的多層次認同與民族主義單一認同相

所關切的議題，並邀請到美國和我方重量級的

互作用的兩難中，甚至發展成為影響 21 世紀

學者共同研議，期能最有效掌握大陸與亞太局

國際社會合作與衝突的重要因素。而兩岸關係

勢走向，提供各界參考。同時展開兩國學界和

也隨著各自不同發展軌道，形塑不同國家和區

政策界的對話，尋求雙方對相關問題的共識。

域認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興起，與向亞太區

過去幾屆的研討會中，討論的重點從中國

域勢力的擴張，中國民族主義力量趁勢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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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國認同的動能也隨之高漲；相對的，伴

月 29 至 6 月 1 日在風光與氣候宜人的杭州索

同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發展，以及本土運動

菲特世外桃源度假村舉行，此也吸引了海內外

的興起，「台灣認同」或是「台灣主體意識」

相當多對孫子兵法具有興趣的學者和專家與

已成為不可抵擋的趨勢。

會，總計參與者共有 272 名，包括台港澳在內

基於「認同」已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重要

的國外代表計 78 名。其中較醒目的是美國海

作用力量，以及亞太區域和兩岸之間關係的主

軍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共有

要變數；同時，在過去十年間，國際關係學界

五名研究者參與此次盛會。這不僅僅反映國外

最具突破性的理論發展之一，就是有關認同問

對探討孫子兵法的重視，更意味西方希望通過

題，第 35 屆中美「當代中國」研討會即將以

孫子兵法研究來進一步瞭解中國的戰略 文

「兩岸認同：安全與經濟發展的意涵」為主

化、戰術與作戰準則。
此次研討會除大會發言外，分組論壇議題

題，邀集台美學者專家發表論文進行討論。

有四：大國關係與國際安全、中國和平發展、

研討會場次規畫
會議議程共安排兩天五場討論會，研討子

台海形勢，以及孫子兵法與企業發展戰略。綜

題提議如下：(1)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觀與會代表大會發言及分組討論內容，以孫子

and Regional Identity; (2)Chinese Identity in Cross

兵法文本為主題的深入討論並不多，很多代表

Strait and Regional Contexts; (3)Taiwanese Identity

的論文報告也並未從孫子思想切入，因而若干

in

(4)

對孫子思想具有高度探討興趣的國外代表不

Implications of Identity for Regional Security and

時要求與會者應試圖回到孫子兵法討論上，或

Economic Development; (5)Identity Challenges and

嘗試以孫子兵法的觀點與視角來討論問題。

Cross

Strait

and

Regional

Contexts;

綜合兩度對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上一次

Taiwan-US-China Relations

第一場次的主題是有關族群、國家、區域

是 1998 年）的參與，我的觀察是：孫子兵法

認同的理論探討，第二場次將討論兩岸與區域

國際研討會與其是說是探討孫子思想，毋寧更

面向的中國認同問題，如多面向的中國認同、

是軍方宣傳當前中國國防政策、戰略，以及解

中國認同與民族主義發展，以及中國認同與全

釋當前國際對中國軍事上種種質疑的一個論

球化發展等。第三場次將討論兩岸與區域面向

壇。軍事科學院院長鄭申俠上將不僅出席此次

的台灣認同，其中包括台灣主體意識的內容、

會議且致詞，軍科院更有相當多將領參與此次

台灣認同發展趨勢、和台灣認同與兩岸關係

會議並且發言，顯示中國軍方更熱衷以參與自

等，第四場次則討論區域安全和經濟發展的認

身主導的論壇，以及自我設定議題，來回應中

同問題。第五場次將就「認同問題對台美中關

國威脅論。
從鄭申俠在大會以「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國

係之挑戰」進行圖桌論壇。會議議程及相關資

防現代化」為題的報告，說明此次會議的宣傳

料，請參考: http://iir.nccu.edu.tw

與討論重心與這兩年來中國不斷宣傳的「和平

第七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觀察

發展」基調相互緊扣。鄭申俠在報告中除強調
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善鄰睦鄰的和平外交政策

由孫子兵法研究會和中國軍事科學研究

外，更明白指出中國無意爭當亞洲老大，中日

院共同主辦的第七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於 5

兩大民族可以「雙枝並秀」，同時更不謀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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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此也透露中國與日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本關係未來可能緩和的端倪。
同中國和平發展論述相關的議題中，軍事

隨著本校推動頂尖計劃的運作正式進入

透明化是這次研討會中討論最頻繁的議題。中

時程，本中心的角色功能究竟為何相信也是同

方代表極力從各種角度佐證透明化是一相對

仁心中的疑問。以下謹提供背景說明，供有興

概念，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敏感軍事領域，尤

趣同仁參考。

其是戰術層次完全透明，而強國之所以願意擴

回顧整個計畫的初擬過程，是從94年5月

大透明度更主要是基於炫耀武力的嚇阻 目

10日開始，為了響應研發處「培植頂尖研究中

的。美國代表 Dennis J. Blasko 因此無奈表示，

心計畫」的號召，本中心由合作交流組與相關

中美在此議題認知上具有明顯落差。

同仁集思廣義，向校方提出軟硬體的兼顧的

從中國軍方定期舉辦孫子兵法國際研討

「東亞國際安全研究中心」計畫書。該計畫的

會，以及軍方成員對相關議題的論述，反映了

重點在於「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現有研究能

中國一直試圖尋找自己的途徑與視角，來看待

量、國際信譽、全球學術網絡、豐富的國際交

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以及同外在世界的分

流經驗及現有的空間彈性為基礎，進一步透過

歧，從而制訂政策，訂定同國際交往的規則，

專題研究、新出版品的推出、國際大樓的建

甚至創造典範。對西方國際言，孫子思想因此

構、研究學程的開設，以及動態資料庫等計

也成為理解中國，尤其是軍方對外在世界認

畫，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建設為東亞地區國際

知，以及其戰略思維的途徑與框架。

安全研究種重鎮」。

許多參與孫子兵法研討會的軍方成員並

5月10日的會議中，各院及研究中心代表

不承認他們是外界認知的「鷹派」，或「強硬

針於個別提案進行說明與討論，再由研發處就

派」，事實上，相當多軍方研究人員（尤其是

所有提案及討論意見進行彙整，完成了本校

年輕者）具有良好的理論和語文素養，觀念也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並於今年順利通過審

日益同國際接軌。問題是在軍方主導的論壇

查，並獲教育部同意，補助政大「發展國際一

中，他們的集體身份不可避免顯示在對若干問

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該計畫基本上

題的強硬與堅持上，最明顯的就是台灣問題，

包括8大主軸與40個分項計畫，八大主軸計畫

他們雖然同意海峽兩岸應強化相互信任，但在

中與本中心關係最為密切是第5和第7主軸計

公開發言時，一致基調就是唯有作好軍事鬥爭

畫，也就是「重點領域發展計畫」與「人文與

準備才能維護台海和平。總的看來，同會後我

社會科學園區建構計畫」。其中重點領域發展

前往浙江大學和復旦大學所訪談的學者相比

計畫下，又分為6個子計畫，其中之一的「兩

較，軍方人員仍較偏好從實力、戰略能力，以

岸/外交發展領域」部份，正是本中心研究同

及地緣政治等傳統現實主義典範來觀察國際

仁之研究重點。至於「人文與社會科學園區」

現勢，以及中國同外在世界的互動。

計劃已經決定在中心現址，規劃整建該園區，
其主要目標為：確立有國際觀又有台灣連結的
研究主軸、建設有完整國際學術活動功能的設

~ 張雅君 撰稿

施、聚合相關的研究教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資
訊單位，成立一個跨校、跨國的國際研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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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涉台東南亞研究所岳明德助研究員皆

區。

為首次來台，一週的行程中除了與中心研究同

計畫組織架構中，除了由各一級單位主
管組成「推動委員會」之外，也設置了「考核

仁進行「兩岸關係與東亞區域安全」等課題的

委員會」負責考核各項子計畫之執行進度。每

討論外，也分別拜會了台北主要智庫，並且在

一個分項計畫由三位委員負責考核，每位委員

離台前往南投日月潭攬勝。雖在路途中體驗到

負責十項計畫之考核。第三所袁易所長代表本

北京難得一見的豪大雨。但也意外地享受了雨

中心出任考核委員會委員，主要負責的分項考

中賞景、宛如置身潑墨山水意境，留下深該印

核項目包括：學術資料庫發展計畫、優質學生

象，也就不虛此行了。

教輔計畫、兩岸/外交領域發展計畫、社會科

6月26日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應邀，由

學領域國際評比推動計畫、相關研究及教學單

徐堅副所長率領該中心周興寶與陳德照研究

位聚合計畫、園區硬體建置計畫、研究總中心

員、楊易助理研究員、全國畜牧獸醫總站站長

建置計畫、法人化規劃、行政/教學/研究單位

于康震、中國疾病中心病毒所研究員郭元吉等

調整計畫、優質資訊環境建構計畫。

一行六人首次來台，並與本中心及國家衛生研
究院同仁，就「兩岸公共衛生安全」議題舉行

近期交流報導

學術研討會。這是本中心與國家衛生研究院一

6月4日由張步仁副院長率領的中國現代

次跨領域研究的一次嚐試。兩岸代表進行專業

國關院參訪團一行五人順利抵台，同行的除了

與政治的對話，在求同存異的精神下，雙方達

涉台辦公室主任孫恪勤為第六度來訪之外，美

成了建立交流平台的共識。

國所副所長袁鵬、涉台日本研究所霍建剛助理

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6.5.01—2006.6.30）
05.02座談：「胡錦濤對台政策之新思維」，天津大學台灣研究所才家瑞所長，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5.02演講：「Territoriality and Conflict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Dr. Miles Kahl，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國際太平洋研究
學院Rohr 講座教授，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5.04座談：「台灣政經現況」，Mr. Francisco Fernando Beltranena Falla、Mr. Afred Kaltschmitt，瓜地馬拉自由新聞報導專欄作家，
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5.05座談：人文暨社會科學園區圖書館規劃座談會，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5.12學術研討會：「國際關係中文化因素」研討會，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暨本校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所共同主辦。
05.17會議：中心第11次行政主管會議。
05.22座談：「兩岸經貿關係與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第四研究所主辦，陳德昇所長主持。
05.23拜會：「當前本中心運作與功能角色」，國防大學校長曾金陵將軍等一行多人，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5.26會議：中心第78次評審會議。
06.05 學術研討會：「兩岸關係與東亞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共同主辦，鄭端耀
代主任主持。
06.06座談：「當前中國外交戰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本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共同主辦 。
06.7-8學術研討會：「台澳美戰略對話會議」，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劉復國副研究員主持。
06.21會議：中心第12次行政主管會議。
06.22演講：「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Taiwan」，Dr. Dennis Hickey (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政治系教授）主講，袁易所長主持。
06.27會議：中心79次評審會議。

伴隨著炎炎夏日到來，今年的暑期已正式展開，預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假期和豐碩的研究成果。 慧鸞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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