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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歲末回顧與前瞻
2006 年是充滿挑戰與機會的一年。從 95

後完成提升研究能量的相關法規辦法的制定

學年度新學期開始，吳思華校長帶領行政團

與施行。包括「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獎勵遴

隊，積極推動「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

選辦法」、「學術發展專款設置與管理辦法」、

中心計畫」的八大主軸，朝向「台灣哈佛」的

「學術發展專款辦理研討會補助要點」
、
「學術

標竿邁進。為了配合計畫的推動，各單位及教

發展專款辦理整合計畫作業補助要點」
、
「獎勵

研同仁也參與在不同主軸領域中，進行法規內

學術著作發表及出版辦法」，提供有需要的所

容的配套與人力與資源的整合。國研中心也在

或同仁申請相關之補助或獎勵。

這一年中，除了繼續推動既定的國際會議系列
與學術交流活動之外，也陸續展開相應的配套

♦

支援教學卓越計畫
依據本校校發會提供之資料，本校課程

與人力調整。

面臨碩博士開課數明顯偏高，學士班及通識課
積極參與頂尖計畫

程開課不足問題。本中心近年來積極支持校本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雖然是以第七主軸的

部通識及大學部課程，以 95 年度為例，中心

「人文社會科學國際園區計畫」分項為 95 年

總計有 11 位同仁在本校開設總計 22 門課程，

的重點工作，但是由於校方對於園區規畫的地

以個人研究專長支援本校英語學程、通識課程

點的仍未完全定案，連帶影響本中心老舊硬體

及大學部和研究所之教學工作。

設施的維護與整體規劃。儘管如此，本中心仍

( 相 關 課 程 內 容 請 上 網 參 閱 ：

積極配合並提出 96 年度重點發展目標。針對

http://iir.nccu.edu.tw/hcourse/h_course.htm )

「教學卓計畫」
、
「研究卓越計畫」
、
「重點領域
發展計畫」、「人文社會科學國際園區建構計
畫」等分項的推動，發展本中心既有之特色及
優勢資源，朝向國際化與專業化的頂尖研究中
心目標邁進。

♦

積極成立跨國研究團隊暨兩岸專書計畫
透過本中心長期舉辦國際與兩岸學術會

議建立之學術網絡，本中心同仁積極規劃推動
跨國及兩岸研究團隊專書計畫。包括與美國
Cornell University 政府系及中國人民大學國

完成提升研究能量的配套法規
為配合「研究卓越計畫」
，本中心已經先

際關係學院合作，由第三所袁易主持的「社會
建構論與中國研究」跨國研究團隊，以及第四

所王瑞琦主持「中國新農村建設的新途徑－人

本年 8 月 29 日本中心主辦之第 35 屆台美

力資源的發展與轉化」兩岸研究團隊專書計

「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圓滿落幕。雖然，過

畫。

去十年，中心經歷了組織重整與人才流失的困

♦

特色領域－安全研究專書系列

難階段，本次台美會在籌備期間在有限的人

本中心第一(美歐所)、第二(亞太)所同仁

力、時間與經費中，獲得國內外學政界普遍的

長期參與亞太安全相關之跨國智庫學術研究

重視。紛紛表示對於本次會議討論的內容感到

與交流活動，已經累積多年實務與理論對話之

切合當前的國內與國際政經情勢。

經驗與研究成果，本中心計畫繼續發揮此一研

本次會議適逢美國政治學會年會會期相

究能量與特色， 將於 96 年度本校校慶八十週

近，許多學者表示遺憾未能參與。另外受限於

年前夕出版「安全研究系列」專書二本：「轉

政府規定會議只能提供經濟艙機票，有學者因

型中的國際戰略安全」(第一所專書計畫)與

個人身體狀況無法成行而作罷。最後仍順利邀

「
『新』安全觀下的亞太戰略發展」(第二所專

請到美方學者專家 David Brown(卜道維)、

書計畫)

Shelley Rigger(任雪麗)、Ralph Cossa、Dennis
Hickey、Cal Clark、Allen Carlson(寇艾倫)、
Dali Yang(楊大利)、Suisheng Zhao(趙穗生)、

95 年度國際學術會議系列

James Holmes、Paul A. Kowert 等十人與會，

儘管本中心配合校方政策行政人力大幅

其中包括康乃爾大學政府系副教授兼大學部

精簡，但是由本中心所承接政府委託之年度國

系主任 Allen Carlson 和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國

際學術會議並未因此而中斷。今年度的五個年

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Paul Kowert 為第

度國際學術研討會如期完成。(如附表)總計參

一次參加，並對於相關議題之後續合作研究表

加會議的各國出席代表約 73 人，國內與會學

示高度興趣。
國內與會代表包括林碧炤、陳樹衡、袁

者超過 200 人，發表會議論文共 56 篇。

易、石之瑜、吳得源、黃旻華、宋學文、吳玉
山、包宗和、趙建民、蕭新煌、郭承天、林向

95 年度國際會議執行進度一覽表
會議名稱

時間
95.3

執行
秘書
蔡增家

會議
地點
台北

第 33 屆「台日亞洲
太平洋研究會議」
第 8 屆 「 ASEAN/
ISIS-IIR TAIWAN」
對話會議
第 35 屆台美「當代
中國」學術研討會
第 15 屆「台北－首
爾論壇」研討會
第 23 屆台歐學術會
議

95.7

劉復國

印尼
峇里島

95.8

彭慧鸞

台北

關注，並派代表參加多場討論會，出席會議的

95.11

彭慧鸞

學者專家及外國駐台代表等約有七、八十人。

95.12

甘逸驊

韓國
首爾
台北

愷、陶儀芬、田弘茂、林正義、賴怡忠等，此
外也邀請到陸委會吳釗燮主委於開幕式中致
詞。此外，本次會議獲得包括美國、日本、德
國、法國、俄羅斯、韓國、紐西蘭、澳洲、馬
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多位國內駐華代表的

會中共計發表論文 12 篇，政策分析 5 篇。

在 28-29 兩天正式會議中，台美雙方與
會學者就以下子題進行理論與實証的探討

 第 35 屆台美「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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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Concepts and Theories：第一場





研討先就認同問題的相關理論進行探

提出了個人的看法，並以身為義大利裔

討，美方原承諾出席的哈佛大學政府系

美國人為例，主張台灣人可以主張自己

Yoshiko Herrera 教授，雖然因個人身體

是華裔台灣人(Chinese-Taiwanese)，作為

不適未能親自來台發表論文，仍寄來她

住在台灣這一代人提供身份認同的一個

與知名學者 Rawi Abdelal、Alastair Iain

選項。他同時也主張台灣和大陸的關係

Johston(江憶恩)、Rose Mcdermott 合著的

應該是「one nation, two states」或「one

論文一篇，由國關中心袁易所長代為宣

country, two governments」, 同時也建議

讀，使會議討論更為豐富。

用「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屬於一個

Chinese Identity in Cross-Strait and

Chinese nation」取代「台灣和大陸同屬

Regional Contexts：第二場針對中國之崛

於一個 China」或是國協模式，甚至類似

起、中國民族主義、中共的反分裂法等

南北韓關係的邦聯模式。

發展與現象探討中國認同與兩岸關係等

會議期間，美方與會代表分別於 28 日和 29 日

問題。雖然對所謂中國認同一詞難有明

接受陸委會吳釗燮主委和外交部張小月次長

確的界定，但是 Allen Carlson 認為中國

晚宴款待，29 日下午並獲得陳水扁總統接見。

正積極朝向國際接軌的方式建構新的中

會 議 議 程 及 相 關 資 料 ， 請 參 考 :

國認同。

http://iir.nccu.edu.tw/35-ta/index.htm

Taiwan Consciousness in Cross Strait and
Regional Contexts：第三場則從歷史角度
探討台灣的認同問題、台灣主體意識、
台灣新世代認同問題與兩岸互動關係，

第 15 屆「台北-首爾論壇」總結報告

檢視兩岸與區域脈絡下的台灣意識。


Implications of Identity for Reg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

本次會議由韓國「首爾國際論壇」
（Seoul

四場研討，與會學者共同檢視在日益增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SFIA）主辦，以

強的中國海軍戰力及兩岸經濟關係下，

「

認同 議題對區域 安全及經濟 發展的影

Relationship」為主題在首爾 Millennium Hilton

響。

Hotel 舉行，會期從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止。

New

Directions

in

Korea-Taiwan

韓方出席人士包括 SFIA 現任會長暨前總理李


Identity

Challenges

and

US-China-

洪九、前外長韓昇洲、前駐美大使玄鴻柱、前

Taiwan Relations ： 最 後 一 場 為 圓 桌 討

科技部長 Kim Jin-Hyun，以及現任三星經濟研

論，由五位代表引言，與會學者就認同

究中心主任鄭求鉉等多位重要人士。我方代表

議題 檢視美中台 關係。其中 美方學者

由前外交部長簡又新領隊，成員包括現任國安

Ralph Cossa 提到美國政府對於台灣的

會諮詢委員翁明賢、行政院經建會部門計劃處

身份認同的關心，不如在民主、自由市

處長曾雪如、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賴怡忠、

場、基本人權和言論與宗教自由價值的

中央研究院美歐所研究員林正義、政治大學國

肯定。對於台灣內部所存在的認同問題

際關係研究中心鄭代主任端耀、外交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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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中小企業企業經理人協會理事長石賜

亞政經秩序的關鍵角色，包括建立「東北

亮、中國時報副總編郭崇倫、國際關係研究中

亞 開 發 銀 行 」 (Northeast Development

心合作交流組組長。我方駐韓代表陳永綽、副

Bank)、東亞証券市場(East Asian Securities

代表陳文咸、組長夏廣輝、秘書郭承凱全程接

Market)等合作模式。我方引言人就雙方合

待、並參與會議，使得此次學術交流得以圓滿

作提出企業經營者的觀點之外，行政院經

成功。本次會議討論內容摘要如下：

建會部門計劃處曾雪如處長特別就台韓競
爭策略之比較與經貿合作的方向以及兩國
2015 年產業發展策略之比較，提供內容豐

美國期中選舉對東亞安全之影響：

富的數據資料和說明， 獲得韓方與會學者

韓方學者基本上對六方會談的前景持

的高度重視。

悲觀的看法，並認為即使美國民主黨執政也
無助於改善美國與北韓的關係，並認為南韓
終究要接受與核武化北韓為鄰的事實。在東

台、韓政治發展之比較

亞核武競賽問題上，日本與台灣是否會發展

南韓政局的迷思：一、盧武炫總統的

核武成為韓方學者關注焦點。

民調支持度一直不高，即使是執政之初的
蜜月期也只有 20%的支持度，遠不及金泳
三和金大中的 80%民意支持度。韓方學者

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國家之影響：
雖然近來韓國商人對於在中國大陸經

甚致預估盧武炫可能退出執政黨。二、執

商的諸多制度限制與紅包文化有所抱怨，韓

政黨雖然獲得 50%的民意支持度，但是目

方學者強調，在經濟上南韓是中國經濟發展

前正面臨分裂的局面。三、大國黨目前兩

的受惠者。只不過，對於中國的「文化霸權」

位黨內候選人實力相當，初選失敗的一方

侵略，也多有不滿。尤其認為中國在處理北

可能脫黨競選。四、選舉過程往往瞬息萬

韓問題上有所保留，同時對於中國近來提出

變，南北韓關係、美韓自貿協定談判、甚

和諧世界、新安全觀廣結善緣的作法，認為

至體育賽事都可能影響選舉結果，2007 總

是在為中國走向強權之路預作準備。

統選舉的不確定性仍高。五、數位落差、
代溝、地域主義、意識形態的不同是影響
選舉的重要變數。

台、韓經濟發展之競爭與合作：
韓方引言人的報告中特別針對東亞經

早餐會報內容摘要

濟共同體提出南韓的基立場，主要是希望
在中、日、美之間保持均勢。近期積極對

韓方主辦單位特別在會議正式開始

美展開 FTA 談判的目的是希望能扮演跨太

之前，安排兩場早餐會報，分別由兩場

平洋的橋樑角色。至於在於台經貿關係問

餐會作東的主人，前韓國駐美大使玄鴻

題上，建議雙方加強相互直接投資。同時

柱和現任三星集團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

雙方應利用中國進行全球分工佈局，並建

鄭求鉉，分別就韓國內政與對美外交，

構東亞商務中心的南北雙翼。有鑒於日本

以及韓國國內經濟與政治現況作簡報，

和中國之間可能衝突的潛在威脅，台灣與

並回答我方問題。

南韓應和美國攜手建立合作關係，穩定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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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引發了 1997 年的金融風暴。

韓國內政與對美外交
前韓國駐美大使玄鴻柱特別強調韓

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的介入，全面進

國國內政治與外交的關連性。韓國 2007

行公司治理與企業整頓，績效制取代資

年總統大選將受到韓國的對外關係之影

深制，帶動經濟結構性的調整。韓國的

響。包括美國與南韓的軍事關係、南韓

經濟成長率從 1998 年的 9.5%逐年下降到

與美國簽署 FTA 的成敗、北韓政策的成

2005 年的 4%。隨著金融風暴與企業整頓

效等都將成為影響南韓總統大選的重要

所帶來的危機感，也連帶引發一般民眾

因素。除此之外，已經相當嚴重的房地

對失業的恐懼心理，普遍反應在出生率

產價格居高不下等問題，也都將成為左

降低、社會老年化、教育住房支出負擔

右大選的因素之一。

重等問題上。這也是目前執政黨政績表

現任盧武鉉總統的民調支持度創下

現最受選民詬病之處。放眼 2007 年南韓

歷史新低，只有 10 左右的支持度。他在

總統大選將是第三個分水嶺，仍存在很

經濟問題、對北韓綏靖政策、對美軍事

大的不確定性。

關係等議題上備受批評。目前保守派的

在南韓與美國簽定自由貿易區協定

反對黨享有近 44%的民意支持，但是已

(FTA)方面，雙方在 2006 年 2 月展開談

有首爾市的前任市長李明博和前總統朴

判，預計將在 12 年進行第五次談判。但

正熙長女朴槿惠兩位候選人表態爭取黨

是受到美國國會對總統的貿易授權法既

提名 ，但是由於 二人的支持 度不相上

將於 2007 年 7 月到期，在此之前雙方必

下，已經面臨內部分裂導致執政黨仍有

須完成所有爭議中的談判，由於美韓自

可能繼續執政的局面。然而，如果選舉

貿協定的成敗對南韓而言具有指標性意

結果是保守派上台，未來將對設法修補

義。一旦完成之後，南韓除了已經完成

反美政策，並將盡量延後駐韓美軍的撤

與東協、印度、智利、墨西哥、加拿大

軍時程。

自貿協定之外，展開與歐盟、日本、中

韓國一般對日本新首相的看法是靜

國陸續展開 FTA 談判。因此無論是執政

觀其變，韓方學者的認為目前的各種低

黨、反對黨或民間企業都將全力支持，

姿態 並不能改變 安倍是日本 右派的事

促成此一協定的盡快完成。
面對中國和印度的快速崛起，未來

實。

南韓將如何提升技術與管理是未來主要
¾

韓國國內經濟與政治

的挑戰，同時透過「競爭學習」

三星經濟研究所所長鄭求鉉介紹了

(competitive learning)強化人才技術以及

韓國在 1987 年民主化以來的經濟發展進

英語教育，同時提升政府與民間的研發

程，以十年為一期，至今大至出現三個

投資與人力開發以提升競爭力。

分水嶺。首先 1987 年政治民主化帶動工
總結與政策建議：

會運動的風潮與經濟自由化，然而由於
資本市場快速自由化的同時並未制定配

「台北-首爾論壇」是以結合兩國政策智庫、

套的防衛機制，加上執政當局面臨改選

政府部門與企業代表，具影響力之執政或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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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所建立的交流平台，此一論壇為台韓斷交

bilateral issues and has searched for improved

以來，雙邊唯一持續進行學、政、商界精英與

relations under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政要交流的重要平台，對推動兩國關係扮演重

East Asia is now growing in prominence as the

要角色。例如，自從雙方開放一個月免簽証外

stage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 between

交互惠政策之後，雙邊貿易額快速增長，台灣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已超越德國成為韓國第五大貿易國，貿易順差

China.

逐年下降。有鑑於「首爾國際論壇」成員多為

security confidence, their potential for economic

韓方保守派學、政、商界代表，在未來 2007

growth has caught the world’s attention.

While East Asian nations lack mutual

年總統大選，保守派極有可能再度執政，建議
政府重視此一論壇作為兩國政府長期倚重的

At the 15th Taipei-Seoul Forum, we

智庫交流管道。

discussed several major issues necessary for
cooperation, such as how to adjust the

¾

英文總結報告內容

Taiwanese-Korean relationship to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irst, Korea and

Taiwan must maintain stable relations with the

< Executive Summary >
th

The 15 Taipei-Seoul Forum:

United States to continue to promote peace and

“New Directions in Korea-Taiwan Relationship”

stability in East Asia.

By Tae-Hyo KIM

and Taiwan should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At the same time, Korea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complex security issues rising in

Korea and Taiwan are special cases of the

East Asia.

Post-Cold War era for their lasting Cold War
legacies.

They were divided in the Cold War in
The PRC’s rise as a major regional and

the wake of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Virtually sixty

global power poses challenges to Taiwan and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se divisions, yet both

Korea in their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Korea and Taiwan are bound to managing

We need to establish a policy regarding China,

national policies dealing with the partitions.

which will not negatively affect our relations

This situation is not altogether a handicap fo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Koreans

their

The PRC's ‘One China Policy’ and desire to

commitment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in Korean Peninsula wil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has stimulated

make long and arduous any attempts to resolve

boosts in the two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atuses.

conflicts in Korea and Taiwan.

western and communist blocs.

and

Taiwanese;

rather,

However, we

cannot compromise our market economy and
democratic principles.

The Seoul-Taipei Forum, begun in

Building peaceful East

Asian relations based upon these values will

1989 while hostilities of the Cold War were
eroding, has touched upon man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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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 our nations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第 8 屆「ASEAN/ ISIS-IIR TAIWAN」
對話會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a vital and
practical source of strengthening bonds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Trade between theses

本項活動係本中心與「亞太安全合作理

nations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despite a

事會(CSCAP)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共同主

diplomatic setback in the early 1990s. Our two

辦之年度例行性，東協-中華民國第二軌道對

countries are expected to expand the scope of
our

economic

relations

through

話會議，每年輪流於台灣與東協國家舉行，並

leading

廣邀東協國家學者參與，以進行「第二軌道外

businesses such as the IT industry, education,
and medical services.
outstanding

交」之交流與人脈建立。2006 年 8 月於印尼

As was stressed in the

presentations

in

the

舉辦第八屆會議，在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

econom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ssion, the ROK-U.S. Free Trade Agreement is

SIIA) 與 印 尼 國 際 戰 略 研 究 中 心 (Center for

not only necessary for the two signing partners,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協

but is also crucial for paving the way for the

辦下，除邀集汶萊、馬來西亞、柬埔寨、越南、

signing of more FTAs and for the dynamic

泰國、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國智庫及官員

economic scene in East Asia.

出席外，寮國外交部官員及緬甸大使的積極參
與，更可見東協國家對於本會辦理「東協-中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hat everything

華民國第二軌道對話會議」之重視以及本會

goes alright if you have peace at home.

(CSCAP)歷年拓展我國與東協國家溝通聯繫

Although Taiwan and Korea should be proud of

之成效。我國代表團成員除學者參與外，由於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s that have taken

擔心禽流感對區域安全的潛在威脅，本次會議

root since the 1980s, we must realize we are still
in the middle of trial and errors.

並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衛生政策研發中心專

Both leaders

家發表專題演講。

and the public must respect rule of law.
Accompany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should be
the public’s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Let us

兩岸學術交流心得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mutual relations by
implementing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s.

本中心同仁，今年10月17日至25日應大陸北

The road to our nations’ futures may be

京社科院台研所之邀請，由第二所金榮勇所

uncertain and full of challenges as has been the

長領隊，趙甦成、江振昌、張雅君、蕭琇安、

one we have walked on the past half century.

吳得源等研究同仁一行6人一同前往北京和

But we have a conviction: our positive future

上海訪問，收獲豐碩，本刊擷取其中總結心

will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s of the

得部份刊載如後，以享讀者：

Seoul-Taipei Forum.

7

多大期待；強調大陸的自信與對台政策已日趨
本次中心參訪大陸方面的主要接待單位

成熟穩健；雖然大陸對「一個中國」主權的堅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相當重視本團之

持不容置疑；「九二共識」作為大陸對兩岸復

訪問，北京行程除由張華（男）全程陪同外，

談的底線；主要政策方向為「反獨、遏獨」，

為妥善照顧本團女性成員之需要，上海行程並

願與台灣任何反獨勢力擴大交流，以追求「不

由綜研室主任王京瓊陪同隨團。上海台灣研究

統而統」的目標等。

所也相當重視本團造訪，除由綜合室主任吳新
生全程陪同上海行程外，副所長嚴安林更兩度

中國外交與東北亞局勢

設晚宴款待本團。

大陸方面強調大陸支持對北韓制裁，主張通過
外交手段、運用軟權力全力促成恢復六方會談

在本次參訪中，本團透過台研所安排的

來解決北韓核試問題；認為中國、俄羅斯、美

學術座談次數創新高，討論議題也不限於實際

國在戰略利益的共同性遠大於分歧性；研判日

區域研究層面，更觸及學門理論發展方向，充

本受制於國內外因素短期內不致於發展 核

分展現本團的學術參訪特性。過程中，雙方對

武，但支持擁核論調的出現值得重視等。

東北亞局勢發展、美中日與東亞經濟整合、兩
岸關係、台灣政局演變、大陸建構和諧社會、

中國與東亞經濟整合

NGO與全球治理、大陸公共政策研究等議

大陸方面強調發展不同於典型西方現實主義

題，坦誠交換意見。儘管在部分概念與議題

崇尚對外擴張、權力政治的新外交思維與實作

上，存在不同觀點與表述方式，但在兩岸學術

方式，發揮以和為貴的中國固有傳統，以促進

交流與合作方向上，雙方均肯定持續交流的必

東亞持久互賴、互信與合作；中國在與東協10

要性，也達成若干共識，為未來雙邊學術合作

＋3議題與規範形成上，不與東協小國爭主導

奠立良好基礎。

權、不強出頭；透過對東南亞國家、印度等的

總結本次參訪，本團與大陸方面在不同議題論

睦鄰，進而創造穩定和諧的國際環境。

述上，有值得關注的特徵如下：

四、中國大陸社會發展：
大陸方面強調大陸發展過程所面臨的農村過
剩人口等問題規模，是獨一無二的；在若干公

兩岸關係與台灣政局
當涉及本議題時，本團參訪過程中，自始至終

共議題上，公民社會意識已漸獲啟蒙，政策議

向大陸方面強調台灣作為多元民主社會的事

題發展方向也不再全由政府主導；政府樂見公

實，並分別從最近台灣政局反貪腐運動等演變

眾參與的茁壯，認為有助於消除政府部門間的

趨勢、台灣民眾過去在歷史上遭受的苦難記憶

本位主義；歸結最終仍應由各級政府做妥善的

猶存、台灣作為一分裂社會的事實、大陸既已

治理引導、行政改革與法制建設。

更有自信的崛起、打壓台灣國際活動空間所帶

( 詳 細 內 容 請 參 考 本 中 心 網 頁

來的「無心插柳」效果等不同議題角度來籲請

http://iir.nccu.edu.tw/hcooper/st_report/2006cm_

大陸方面應以更開放胸襟、耐心與善意在國際

rp.pdf )

社會上接納台灣參與不同的國際活動。大陸出
席代表方面，則基本上表達對陳水扁政府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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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單位）民營化、公務員對政策態度調查、

園 地

行政改革論述、組織文化等範疇之研究
文獻。我中心同仁們如有任何建議或相

本中心95年度出版學術期刊一覽表
期刊名稱
主編
刊期
等級
Issues & Studies
嚴震生
42:1~3 SSCI
Quarterly
問題與研究
吳東野
45:1~5 TSSCI
雙月刊
中國大陸研究
袁 易
49:1~3 TSSCI
季刊
問題與研究
李明峻* 35:1~6
－
雙月刊(日文版)

關書目，也歡迎提出指教。
本中 心於參加行 政院大陸委 員會主辦
「第六屆從事兩岸專業交流績優團體評
選活動」，經評定為學術教育類優良團
體，並由鄭代主任於 11 月 2 日代表中心
出席頒獎典禮。

戰略安全研析
劉復國
1~12
－
*自95年8月1日起本刊主編與副主編柯玉枝義

新人新氣象

務幫忙，維持日文版問題與研究之穩定出刊特
此一併致謝。

第四所劉勝驥研究員正式獲選為該所所
長，劉所長的研究專長為中國大陸黨

政、文教、社會、兩岸關係與新加坡
研究。
第三所新進助理研究員吳得源於本年8
月正式應聘加入中國研究團隊，吳助研

好消息分享

究 員 為 加 拿 大 卡 爾 頓 大 學 （ Carleton

第三所吳得源助理研究員榮獲九十五年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

度『國科會』圖書補助計畫，政治學門

為公共政策、國際關係、社會科學方法

人文 及社會科學 研究圖書計 畫規劃主

論和新制度論。

題：公共政策（中國大陸公共政策與行

編輯出版組新進組員宋之菡女士於本年

政）計劃，總經費共六百六十五萬三千

8月正式應聘加入Issues & Studies行政助

元整，將做為本校購買相關圖書資料之

理協助編務及出版業務。

用。藉以開展有關中國大陸公共政策與

主任室阮偉芳秘書轉任國交中心，原缺

行政研究。

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柯碧珠小姐接任並

本計畫圖書購置重點除將放在一般

於本年9月正式生效。

性公 共政策與行 政理論與實 務性文獻

第三所與本校政治系完成該系副教授寇

（包括歐美國家的實踐）外，更重要的

健文與本中心第三所之合聘案，成為本

將盡力有系統蒐藏有關中國大陸公共政

中心開創校內教研合作成功的首例。

策與行政改革的一般性論著（包含大陸

電腦室陳玉加先生轉任教務處綜合業務

當地相關著作與譯作）
，以及包括大陸醫

處所留遺缺已完成公開甄選作業，新人

療衛生政策、管制藥品濫用政策、政策

將於明年初到任。

協調、新公共管理、國有企業（及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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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6年度新制定法規一覽表
法規名稱
生效日期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學術發展專款設 本校95.09.20第15次研究發展會議
置與管理辦法
通過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獎勵遴選辦 95年11月22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法
95學年度第一次事務會議通過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學術發展專款辦 95年11月22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理研討會補助要點
95學年度第一次事務會議通過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學術發展專款辦 95年11月22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95學年度第一次事務會議通過
理整合計畫作業補助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獎勵學術著作發 95年11月22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表及出版辦法
95學年度第一次事務會議通過
§ 法規內容請參考 http://iir.nccu.edu.tw/habout/aboutiir_6.htm

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6.7.01—2006.12.31）
07.05 會議：人文暨社會園區規劃會議。
07.06 座談：「兩岸問題」，上海交通大學環太平洋研院中心訪問團陳啟懋顧問等一行六人，鄭端耀代主
任主持。
07.13 演講：
「南非對非洲外交政策為何？
（What is South Afric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
，Ms. Elizabeth
Sidiropoulos (西蒂波樂斯)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7.14 座談：「中國的安全政策」，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系的由驥教授，丁樹範研究員主
持
07.19 拜會：Dr. the Hon.Timothy Sylvester Harris 聖克里斯多福外交部長等一行三人，嚴震生研究員主持。
08.02 座談：吳校長與中心全體同仁座談，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8.16 拜會：美國地區學者專家孟吉瑞教授等十人來訪，以了解我國本年年底及明後年重要選舉，可能牽
動台美關係之未來發展及台海情勢之走向，由鄭端耀代主任主持會。
08.18 拜會：英國倫敦政經學院Mr. Julius Sen & Mr. Yury Bikbaev 二人來訪，由甘逸驊研究員主持。
08.28-29 學術研討會：「第三十五屆台、美『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主題為：兩岸的認同、區域安
全與經濟發展，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8.31 座談：「國際關係與兩岸問題」，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王帆所長，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9.13 座談：「我國最近的對美外交」，外交部北美司李澄然司長，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9.13 會議：行政主管會議。
09.21 會議：第80 次中心評審會議暨法規委員會。
09.22 座談：「人權觀的發展－歐洲觀點與亞洲觀點」，Boguslawa BEDNARZYK 女士，波蘭克拉科夫
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暨私立克拉科夫高等學院國際關係主任，甘逸驊研究
員主持。
09.29 演講：「冷戰歷史對美國東北亞政策之影響」，Mr. Daniel Sneider，美國西部知名專欄作家，現任
史丹佛大學亞太區域研究中心助理主任，嚴震生研究員主持。
10.04 會議：中心全體研究人員會議。
10.04 演講：「科技產學投資與群聚效應：兼論長三角台商投資策略」，捷泰科技公司總經理鄭敦仁主講，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暨治理論壇、東莞與昆山台商大陸扱研究團隊共同主
辦，陳德昇研究員主持。
10.11 會議：第81 次中心評審會議。
10.11 座談：
「全球化與國家安全」
，Dr. Norrin M. Ripsman 加拿大魁北克省Concordia 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0.13 座談：「亞太區域安全問題」，印尼蘇希洛總統中東事務特使Dr Alwi Shihab，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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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學術研討會：「歐盟能源安全的全球戰略佈局」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歐盟論壇
主辦，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1.01 會議：行政主管會議。
11.06 會議：第82 次中心評審會議。
11.08 座談：
「台加兩國文化交流及國際關係」
，加拿大Western Standard Magazine Publisher Mr. Ezra Levant
and Operations Manager Ms. Susan Pickel，蕭琇安助理研究員主持。
11.08 座談：歐盟官員訪問團Mr. Jan Willem BLANKERT 等一行十人，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1.09 座談：「WTO 機制與兩岸經貿互動與前瞻」薛榮久教授主講、「中國民主發展機遇與挑戰」蕭功
秦教授主講，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1.14 座談：「台灣與東協關係」，Professor Edgardo E Dagdag，Asian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金榮勇所長主持。
11.15 演講：「Security, Integration and Stability.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New Democracy in
Hungary(1990-1994)」，匈牙利Teleki Laszlo 研究院院長Gyorgy Granasztoi（匈國前駐歐盟
大使及駐北約組織大使），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1.16 演講：「防擴散與國際關係」，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沈丁立主任，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1.22 學術研討會：「APEC 何去何從？」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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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會議：第83 次中心評審會議。
11.22 會議：中心95 學年度第一次事務會議。
11.23 座談：「1949 年以前共產黨與國民黨間心戰情況以及最近心戰情況－為了朝鮮半島南北韓的心戰
比較」，韓國東北亞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韓貞心(Han Jung-sim)、文智娟（Moon Ji-yun），金
榮勇所長主持。
11.30-12.01 學術研討會：「台北首爾論壇」，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01 座談：Dr. Horry Professor Takeaki Hori (日本學者堀武昭教授)，本中心接待之民主
太平洋聯盟國際訪問學人，金榮勇所長主持。
12.04 座談：「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ension/ China’s role in North Korean’s nuclear crisis/ Rrisk of Cross-Strait
，Professor Masako Ikegami，Director of Center for Pacific Asia Studies
（CPAS）
,Stockholm
conflict」
University, Sweden, 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 07 學術研討會：「新世紀中國農村建設座談會之一從台灣經驗的角度論」，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第四研究所主辦，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11 演講：「US Defense Policy in Asia and current US policy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security dimension」，
Roy Kampuausen 美國亞洲研究中心(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 國家安全事務
研究所所長(Direct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12 座談：「兩岸問題」，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孫權教授等一行八人，袁易所長主持。
12.13 演講：「影響中美西太平洋區域安的潛在因素」，廖文中教授，中華民國高等政策研究協會研究員，
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13 會議：行政主管會議
12.14 會議：第84 次中心評審會議。
12. 15 學術研討會：「東亞高峰會的問題與展望」，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二（亞太）研究所主辦，
金榮勇所長主持。
12.15 座談：「選舉後的兩岸關係」，福建省社會科學院訪問團嚴正等一行12 人，金榮勇所長主持。
12. 19-20 學術研討會：第二十三屆「台歐學術會議」，以「歐盟興起中的全球角色與任務」為主題，政
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21 座談：「當前中、印關係」，印度在台協會主任顧凱傑（Director General Vijay Gokhale），鄭端耀
代主任主持。
12.21 座談：本校研發處研發長王振寰，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 22 學術研討會：「Illusions of Power and Empire」，Professor James N. Rosenau，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國際事務學院合
辦，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27 座談：「亞太地區化和地區主義的三個層次：中國的觀點」，天津南開大學國關學院龐中英教授，
袁易所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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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國研中心在全體同仁的戮力合作之下，忙忙碌碌的又過了一年，為了充實本刊之內容，國關
通訊從下半年起改為半年出刊一次，造成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更歡迎同仁多加利用，並提供
寶貴意見。值此歲末年終總結報告的時刻，在此要特別感謝多位研究同仁在忙錄的研究工作
之餘，貢獻了寶貴的時間與智慧，積極參與中心各項活動，合秘組謹在此致上最高的敬意與
謝意，並敬祝各位同仁，新年如意 諸事順遂。

慧鸞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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