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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評鑑已成為台灣高等教育一
隻隱形的手。既然評鑑結果決定著各
單位資源的多寡，追逐指標便理所當
然成了所有學術機構的最高指導方
針。儘管指標未必全然公平合理，但
除非能夠成功設定新規則，為了爭取
資源也只能全盤尊重既定規則。這或
許是台灣學術研究要更臻成熟過程中
的不得不然，但其所可能造成的盲從
與扭曲卻已然可見。國關中心由於其
歷史背景，對於部份指標的未盡公平
合理或許有更深的感受，然而在努力
達標的同時，我們卻發現漫天飛舞的
指標未曾能掩蓋國關中心經時間粹煉
而散發的光澤。對知識、傳承、建言
的熱忱是驅使中心每位同仁埋首研究
教學並積極對外交流的主要力量、這
些深層的原動力遠遠超越了制式的指
標。國關中心之無可取代，請讓國關
通訊帶您窺其一二。

校務諮詢委員錢致榕教授來訪
國關中心於 8 月 20 日與本校校務
諮詢委員錢致榕教授舉行座談，針對
國關中心未來的發展做交流。部分研
究同仁認為國關中心在研究上面臨
「政策」與「學術」分野的壓力，但
由於國際關係研究本身即包涵政策研
究的成份，因此純理論的研究成果將
僅是學術殿堂上的作品，既無法掌握
區域內的脈動，也無法與實際政策銜
接。然而近年來國關中心為因應外在
形勢而轉以學術研究為重，同仁所有
與政策相關的努力完全無法呈現出
來，導致同仁不願投入相關工作，致
使國關中心原來特有的政策研析功能
不彰，外來的資源也相對減少。

錢教授認為對於國關中心而言，
在國際關係研究上與政府建立密切互
動關係並協助政府進行政策研析當然
是對社會重要的貢獻，他建議政大考
量如何增進國關中心與政府的合作關
係，並思考如何強化政策研究的廣度
與深度。
鄭端耀主任呼應上述對話，指出
如果國關中心不斷地走向學術化，將
會愈來愈像中研院的歐美所或政治
所，如此一來要和中研院如何區隔？
錢教授認為不能把學校研究機構和中
研院相提並論，因為他們的資源和人
力比學校更多。錢教授認為目前中研
院並未將其優渥的資源做最佳運用：
中研院應做的是學校所無法從事的先
進領域，一旦學校有了該領域的能
力，就應該把研究的工作交給學校，
然後再去開闢其它重要的先進領域，
或從事一般學校所無法做的研究工
作。所以他認為國關中心不用和中研
院競爭，但可以朝中研院學術目標努
力，做到人均產量高於中研院。
有些研究員認為國關中心約十年
前曾一方面進行學術改革，一方面開
始一系列非常積極的求才行動，短短
幾年間，國關中心就有許多年輕優秀
的學者加入研究行列，因此強化了國
關中心的研究實力。而且因為有優秀
年輕學者加入，國關中心也可以看到
長遠的發展。但在四、五年前受到學
校政策的壓縮，使得優秀年輕學者一
一離開本校到別的學校發展，使國關
中心長遠發展受到重創。所以如果考
慮到國關中心在國內以及對學校的重
要性，學校應該考慮再一次進行求才

行動。對此錢教授同意當初學校的縮
減行動確有問題，而國關中心現在應
該要保持一定的研究人員數量，但他
認為如果好的人才到別的學校去，應
該感到高興，因為這可以當作國關中
心的延伸。
另有研究員認為政大應整合國關
中心與國際事務學院相關科系，發揮
教學與研究相輔相成的作用。而錢教
授回應研究機構與系所之間關係複
雜，彼此融合有一定的困難性，且研
究中心機構人員龐大，常對系所造成
威脅，所以兩者的結合可能還需等待
條件更加成熟。
最後錢教授提出幾點看法提供大
家共同思考：第一、台灣的中國大陸
研究要具有比較優勢，台灣學者一定
要找到本身立論的特殊觀點，並要對
台灣政府提出建言。第二、作為一個
大學的單位，應該教學、研究與行政
服務（校內、校外與社會）三方面並
重。培養學生、培養人才是大學的使
命，對重要學術問題做研究、並影響
社會，亦是大學的使命。目前台灣的
大學面臨設立過多、學生漸少的處
境，大陸學歷認證是很重要的議題，
學者一定要就此作深入研究，為政府
提出建言。第三、在制度轉型過程中，
不可以一刀切，先要區分什麼是必須
要改革的？什麼是不能改革的？對必
須改革之處，要有「變者存、不變者
亡」的認知，要勇敢面對，用智慧作
處理。至於不能被改革之處，也必須
認清，並有所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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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台設立「歐盟中心」
甘逸驊
歐盟執委會在 2008 年首度與台灣
的 大 學 合 作 設 立 「 歐 盟 中 心 （ EU
Centre）」
，作為全面提升台歐雙邊交流
與瞭解的溝通管道。此計劃由本校與
台大主導，結合了國內其他與歐盟研
究相關之大學共同申請，已成功獲得
歐盟通過補助，雙方並已完成簽約手
續。「歐盟中心」將從 2009 年元月開
始運作，第一期將持續四年。台灣是
繼日本及南韓之後，第三個設立歐盟
中心的東亞國家，顯示歐盟與台灣之
間雖然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歐盟仍
十分重視雙方的交流合作，希望藉著
歐盟中心的設立提升台灣人民對歐盟
的認識，縮短雙邊的距離。
「歐盟中心」總部設於台大，由
台大副校長包宗和教授擔任主任，本
中心甘逸驊副研究員與台大蘇宏達副
教授共同擔任執行長。歐盟中心主要
透過學術研究計劃的交流，以及舉辦
各種國際會議、參訪活動來促進台灣
對於歐盟機構、政策與議題的瞭解。
由於五月九日為「歐洲日」(Europe
Day)，
「歐盟中心」將舉辦國際學術會
議，探討中東歐民主化二十週年與歐
洲統合的進程，預計邀請歐洲十二位
專家學者及國內相關學者共同參與，
會後將出版會議論文集。此外本校將
設立歐盟圖書專區，除了國際與國內
重要歐盟書籍與期刊的收集與陳設
外，另將提供研究者閱覽歐盟文件與
出版品。

「歐盟中心」將成為台灣歐盟研
究的重要平台，未來將朝向多元面向
的學術與政策研究方向發展，建立與
歐洲有關歐盟研究學術機構的網絡，
與日、韓、新加坡等其他亞洲國家的
「歐盟中心」共同籌畫「亞洲地區歐
盟研究年會」
，以增進學術上的交流與
互動。

本中心與布魯金斯研究院交流
本中心以及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與國際知名智庫—美
國 布 魯 金 斯 研 究 院 (Brookings
Institution)合作，由遠景基金會與時代
基金會協辦，於 12 月 4 日在政大舉辦
「兩岸關係發展對東北亞的影響:區
域觀點」(Cross-Strait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 for Northeast Asia: Views
from the Region)研討會，由現任布魯金
斯研究院東北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前美國在台協會理事主席卜睿哲
(Richard Bush)主持，並由政大林碧炤
副校長致歡迎詞。出席的學者來自各
國 ， 包 括 Jae Ho Chung 、 Richard
Weixing Hu 、 Alexander Lukin 、
Matsumura、Masahiro、James Tang、
Shih-Chung Liu 以及本中心劉復國研
究員等。

從國際研討會到國際研究團隊
蔡增家
研究方向主要在東北亞及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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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南亞）的第二所，研究議題包
括政治、經濟與安全。在 2008 年評鑑
意見當中，外審委員認為以本所的研
究人力與專長，應該設定政治經濟學
與日本研究為本所兩大研究特色與方
向。因此，本所便針對政治經濟學與
日本研究這兩大研究領域，分別在
2008 年 10 月 11-12 日與 11 月 29 日舉
辦「新政府的東亞 FTA 戰略」及「台
日年輕學者的東亞觀」兩場國際研討
會。
其中「新政府的東亞 FTA 戰略」
研討會，邀請來自日本、南韓、馬來
西亞、菲律賓及新加坡等五國共十三
位學者，共同從學術理論與政策實證
兩個面向，分析馬政府的東亞 FTA 戰
略。這次會議很榮幸邀請到東南亞國
協前秘書長 Rudolfo Severino 擔任主題
演講者。
另外「台日年輕學者的東亞觀」
研討會則邀請到日本研究中國問題、
日本問題、朝鮮半島問題、兩岸關係
議題及東南亞問題共十一位年輕學
者，與台灣年輕學者針對東亞地區的
議題進行對話與討論。這次會議也很
榮幸邀請到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暨日
本前駐聯合國公使北岡伸一擔任主題
演講者。
這兩場會議的舉辦已引領本所朝
向政治經濟學以及日本研究兩大領域
進行制度化的研究與分析。其中在政
治經濟學議題上，2008 年是探討自由
貿易協定（FTA）議題，2009 年則是分
析國際經濟危機議題，因此，本所於
2009 年 3 月 14-15 日將邀請美國國際
政治經濟學大師 Benjamin Cohen（美

國 聖 塔 芭 芭 拉 講 座 教 授 ）、 Thomas
Willett 及 Arthur Denzau（美國克萊蒙
學院教授）來中心，分別針對這次全
球性金融風暴的成因與轉變、東亞發
展型國家的制度調整以及東亞貨幣經
濟共同體是否可能成形等三項國際政
治經濟議題進行三場專題演講，同時
Benjamin Cohen 也將為其新書 Global
Monetary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8)舉行在台發表會。
另外在日本研究方面，本所在
2008 年舉辦「台日年輕學者的東亞觀」
研討會之後，已經分別與日本慶應大
學及青山大學建立制度性的合作關
係，因此，本所將在 2009 年 3 月 27-28
日針對安全議題與中國議題，舉辦第
二屆「台日年輕學者的東亞觀」研討
會，會議主題為「危機或轉機？世界
經濟危機下的東亞區域安全」這次分
別邀請慶應大學與青山大學十二位年
輕學者來台與政治大學相關研究學者
進行對話，並由青山大學副校長土山
實男教授帶隊。
其中慶應大學是針對中國議題，
而青山大學是主攻安全議題，主要目
的是希望政治大學與國關中心能藉由
這兩次台日學者對話研討會，與日本
組成跨國的研究團隊，目前暫定規劃
為「政治大學--慶應大學中國研究團
隊」與「政治大學--青山大學安全研
究團隊」兩項跨國研究團隊，在日本
方面一共有十位學者加入，這兩項跨
國研究團隊目前由林碧炤副校長擔任
總召集人，並對外公開徵求研究團隊
成員，期待中心及學校有更多的研究
人員能夠加入這兩個跨國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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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所在三位新成員—石原忠
浩助理研究員，徐浤馨與呂建良兩位
博士後研究人員—的共同努力之下，
即將在三月份於本中心創立「日本研
究論壇」網站，希望將台灣的日本研
究資訊系統化與制度化，使成為台灣
與日本研究學者的互動交流平台。
吳思華校長希望學校能夠透過舉
辦國際研討會來與外國學術界接軌，
更希望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的交流來
形成跨國的研究團隊，並將共同的研
究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上，以提高政
大的國際能見度，而本中心在所有研
究人員的共同努力下，正逐漸朝著這
個方向前進。

第十七屆「台北首爾論壇」
國關中心與韓國「首爾國際事務論
壇 」 (Seoul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SFIA)於 2008 年 10 月 22 日在
首爾以「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為主題，共同舉辦
第十七屆「台北首爾論壇」
。韓方與會
人士包括首爾國際事務論壇(SFIA)現
任會長暨前總理李洪九、韓國前國務
總理韓悳洙（Han Duk-Soo）、韓國首
爾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長暨現任總統
府經濟顧問朴泰浩（Bark Taeho）、現
任 韓 國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秘 書 長 Kim
Tae-Hyo、韓國高麗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院長玄仁澤（Hyun In-Taek）、前外長
Yoon Young-kwan、前駐美大使玄鴻柱
(Hyun Hong-Choo) 、 前 駐 中 國 大 使
Chung Chong-Wook、前科技部長/現任

世 界 和 平 論 壇 主 席 金 鎮 炫 (Kim
Jin-Hyun)、前韓國貿工能源部/駐 WTO
官員 Kim Chulsu、前韓國駐 OECD 大
使 Lee Kyung Tae 暨 Young Soogil、現
任亞洲政黨國際會議常任委員會
(Co-chairman,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
Political Parties)共同主席/前韓國國會
議員 Chung Eui Yong 以及現任政府部
門重要人士。我方代表由前監察院長
錢復先生擔任團長領隊，成員包括現
任國安會諮詢委員楊永明、行政院經
建會綜合企劃處處長曾雪如、前新聞
局長現任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邵
玉銘、前駐新加坡大使現任國家政策
研究院國家安全顧問胡為真、國關中
心主任鄭端耀、政大外交系系主任李
明、國關中心美歐所所長嚴震生、亞
太所所長蔡增家。
開幕式中錢團長首先就「變遷中
的東北亞與台韓關係」發表簡短致
詞，呼籲東北亞地區國家應就環境、
經濟和金融等議題進行對話與合作，
尤其是在馬政府上台，兩岸關係趨向
緩和之際，台韓之間應該提升政府層
級的年度諮商會議，韓方應走出僵化
的對台政策，積極加強雙方的交流。
接下來四場討論會議題分別為:
「馬英九政府的外交政策」、「李明博
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國新政府上台
對東亞地區的意涵」
、以及「東亞經濟
合作」
。除此之外，SFIA 特別安排兩次
早餐會報，分別由韓國國家安全會議
秘書長 Kim Tae-Hyo 和韓國前國務總
理韓悳洙 Han Duk-Soo 提出了對台灣
和南韓關係新發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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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議的成果相當豐碩，不但
是近年來台韓之間層次最高的一次論
壇會議，雙方代表團的出席成員均具
有重要的政策影響力，同時台韓雙方
已就共同面對金融海嘯進一步推動工
作小組會議達成初步共識，目前正由
本中心積極籌劃中。

第三十七屆台美「當代中國」
學術研討會
本中心在 8 月 26-27 日於國關中
心國際會議廳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
究所共同舉辦第 37 屆台美
「當代中國」
學術研討會，由吳思華校長主持開幕
典禮，並邀請蕭萬長副總統致開幕
詞，美國重量級資深學者沙特（Robert
G. Sutter）作專題演講。
本屆台美會以「新制度、新認同
與民主轉型下的兩岸關係」為會議主
題。與會學者，美方包括：Robert G.
Sutter、David Brown、Shelley Rigger、
John F. S. Hsieh、David Bachman、Gary
Schmitt、James Holmes。台灣與會學者
包括鄭端耀、嚴震生、丁樹範、袁易、
吳釗燮、彭慧鸞、吳玉山、林繼文、
徐斯儉、吳親恩、湯京平、趙建民、
林祖嘉、石之瑜、徐斯勤、張顯超、
林文程、邵玉銘、劉大年等。美方學
者在研討會結束後，由國關中心鄭端
耀主任、合作交流組王瑞琦組長陪
同，前往總統府拜會馬英九總統，會
談歷時一小時。

第二十五屆台歐學術研討會
以「歐洲的全球角色與東亞的發
展」為題的第 25 屆台歐學術研討會在
12 月 2 日於國關中心國際會議廳揭
幕，由林碧炤副校長致開幕詞，並請
到行政院陸委會主委賴幸媛女士以及
慕尼黑大學榮譽教授金德曼博士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分別針對
兩岸關係與台歐關係進行專題演講。
本屆台歐會共有六個場次，由台歐雙
方學者提出論文十一篇，過程中有十
分激烈而精彩的交鋒。歐方與會學者
包括：János Terényi、Theresa Fallon、
Finn Laursen、Valentin Golovachev、
Benoit
Vermander 、 Christopher
Hughes、Hermann Halbeisen。台灣方
面與會學者有鄭端耀、嚴震生、湯紹
成、丁樹範、吳釗燮、趙國材、吳玉
山、石之瑜、蘇宏達、郭秋慶、苑倚
曼、鄒忠科、黃介正、張台麟、陳一
新、盧倩儀等。歐方學者在研討會結
束後前往總統府拜會馬英九總統，與
總統暢談台歐關係、兩岸關係以及台
灣未來的發展，馬總統並授贈獎牌予
金德曼博士，表彰其二十餘年來對建
立台歐第二軌對話管道及推動雙方學
術交流不遺餘力的重大貢獻。

全募兵制與國防轉型學術研討會
本中心在 12 月 5 日於國關中心國
際會議廳舉辦「全募兵制與國防轉型」
學術研討會，由中心鄭端耀主任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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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主持，除邀請本校吳思華校長
致詞外，亦邀請國防部張良任副部長
蒞臨現場致詞。會議由本中心丁樹範
研究員與合交組王瑞琦､黃婉卿共同
籌劃，討論主題包括「全募兵制與國
際趨勢」、「推動全募兵制應考慮因素
及成效分析」、「國防戰略的選項」以
及「『固若盤石』（Hard ROC）戰略的
建構」。
參與的學者包括政大林碧炤副校
長、政大張台麟教授、淡江大學王高
成教授、實踐大學賴岳謙學務長、國
防大學莫大華教授、育達商業技術學
院陳鄔福教授、元智大學陳勁甫教
授、國防部人力司劉必棟處長、交通
大學陳膺宇教授、中原大學劉立倫教
授、政大顏良恭教授、國關中心劉復
國研究員、政大胡為真教授、高等政
策協會楊念祖秘書長、國防大學聯戰
組教官林育斌、淡江大學黃介正教
授、淡江大學楊志恆教授、清雲科大
顏建發教授、淡江大學李大中教授、
台大包宗和副校長、銘傳大學陳偉華
教授、淡江大學曾復生教授、國防大
學馬振坤教授、大同大學曾章瑞教
授、台大陳世民教授、政大連弘宜教
授等等。
由於推行募兵制乃現今的國際趨
勢，也是馬政府的既定政策，故本研
討會吸引了相當多的人士參與。除了
現場發表論文的學者專家外，相關政
府部門人員也到場一起聆聽與參與討
論，場面十分熱烈。

參訪團來訪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朱衛東副
所長一行六人來訪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台灣研究所
朱衛東、李衛平、謝郁、李奇、張華、
王治國等一行六人於 11 月 16 號抵台。
本次行程是以拜會學者、官員及
座談會三種型式交互進行。第一場座
談以「兩岸國際空間參與」為題，由
國關中心研究人員與來訪學者交換意
見。第二場座談會則安排前往遠景基
金會，以「台灣參與國際組織談判空
間」為主題，與學者專家進行交流。
訪問團亦拜會了海基會高孔廉副董事
長、諮詢委員陳德昇、國家政策研究
基金會蔡政文執行長、立法委員丁守
中，並由丁委員代為安排參觀立法
院。訪問團並赴淡江大學拜會張五岳
教授，並藉機會讓團員們與淡江大學
的學生們對話討論，瞭解目前台灣大
學生的看法與觀點。此外訪問團分別
與陸委會趙建民副主委、朱曦處長，
以及立法委員鄭麗文就兩岸關係進行
了兩場茶敘。

本中心研究員獲國科會補助
一、 嚴震生所長獲國科會補助人文及

社會科學「研究圖書建置計畫」
本中心美歐所嚴震生所長所提出
之「歐美近現代史：近代歐美革命史
與政治史」獲國科會「97 年度補助人
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建置計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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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本計劃由嚴震生所長主持，與歷
史系新聘助理教授周一騰共同負責，
預訂購入的書籍集中在美國革命及建
國初期的歷史，以期改善歷史學門圖
書資料失衡的情況，使政大及國內其
他從事美國歷史教學研究之學者有最
新的圖書資料可以使用，並使政大成
為國內美國研究的重鎮。
二、盧倩儀副研究員獲國科會「歐盟科

研計畫 FP7 先期規劃」補助
國科會 97 年度歐盟 FP7 先期規劃
計劃（Framework Program 7，簡稱 FP7）
共計核定通過 20 件，其中人文社會科
學領域僅有四件，而政大即囊括了三
件，成績亮眼。本中心盧倩儀副研究
員所提之「媒體、民主與歐洲整合」
計劃亦榮獲國科會審核通過。

出

版

園

地

表二： 2008年下半年專書出版品一覽表
出版品名稱

主編

亞太區域經濟合作與
兩岸合作前景展望
Cross-Strait at the
Turning Point:
Institution, Identity
and Democracy
21 世 紀 中 國 ( 卷 三 ):
中共十七大觀察報告
蕃薯與泡菜：亞洲雙
龍台韓經驗比較

劉復國
姜躍春
袁 易

出版
日期
97.11
97.12

劉勝驥

97.12

彭慧鸞

97.12

資料來源：本刊整理

專書簡介：「亞太區域經濟合作與
兩岸合作前景展望」
國關中心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於2007年九月在北京舉辦了一場學術
會議，結合兩岸專家學者，探討區域
合作的整體趨勢對台灣可能產生的政
治經濟影響，及兩岸合作空間未來可
能的發展方向。本書擷取會議精華，
以前瞻性的眼光思考當前兩岸間的困
境。
專 書 簡 介 ：「 Cross-Strait at the

2008年7月到12月，本中心發行之
SSCI及TSSCI期刊與專書如附表
一、二。
表一： 2008年下半年期刊出版品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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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等級
SSCI

吳東野

47:3~4

TSSCI

袁 易

51:3

TSSCI

蔡增家

37:3~4

－

劉復國

39-44

－

Turning
Point:
Institution,
Identity and Democracy」
「台美會」專書的重點聚焦於
2008 年海峽兩岸的兩大變化：對台灣
而言，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台灣民主
歷經二次政黨輪替所產生的新政走
向，其意義為何？對中國大陸而言，
在其改革開放三十年後，北京政府面
對一個新的兩岸關係，其政策選擇為
何？雙雙格外值得觀察。在此一大環
境的變化下，
「台美會」專書邀請了美
國及台灣學界的代表性學者進行對

資料來源：本刊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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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藉此形塑對台海政局發展的共識。

人 事 動 態

專書簡介：
「21世紀中國(卷三):中
共十七大觀察報告」
由第四所研究員劉勝驥主編，第
四所宋國誠、陳永生擔任副主編的專
書：「21世紀中國(卷三):中共十七大
觀察報告」於2008年12月由國關中心
出版，內容包括中心多位研究員對中
共十七大後政治、經濟、文化與對台
政策所做的全方面研究與評論。

職務異動 原合秘組王瑞琦組長
轉任本校國合處合作交流組組
長。2008年12月1日起本中心合秘
組組長由盧倩儀副研究員接任。

職務異動 原第四所劉勝驥所長
任期屆滿。2008年12月8日起暫由
美歐所嚴震生所長代理第四所所
長。

專書簡介：「蕃薯與泡菜：亞洲雙
龍台韓經驗比較」
由亞太教育基金會與本中心第二
所合作，並由副研究員彭慧鸞主編之
「蕃薯與泡菜：亞洲雙龍台韓經驗比
較」專書於 2008 年 12 月由賽尚文化
出版，本書的跨校暨跨國作者群包括
本中心亞太所蔡增家、彭慧鸞、本校
政治系郭承天、外交系李明、劉德海
等學界精英，本著學術走向社會的理
念，透過學術的客觀角度就台灣與南
韓進行全方位的比較。

歡迎新夥伴 亞太所於2008年九
月新聘兩位國科會博士後研究人
員。呂建良博士畢業於政大國發
所(亞太組)，研究方向為日本政經
發展與外交政策；徐浤馨博士畢
業於日本北海道大學法學院，研
究方向為日本政治與外交。歡迎
兩位新夥伴的加入！

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8.0701—2008.12.31）
07.02學術研討會：「日台實務關係的事例研究」，石原忠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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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8座談：「從安全保障看當前的日美關係：日本的觀點」，日本交流協會總務部長伊藤康一，鄭端耀主任主持。
07.10座談：「當前兩岸關係現況及我新政府之外交及兩岸政策。簡報韓美安保關係現況。」，韓國仁荷大學政治外交系南昌熙教授，
嚴震生所長主持。
07.16學術研討會：「印巴『全面對話』分析:2004-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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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瓊莉所副研究員主持。
07.17座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學術評量辦法/政治學與區域研究之新典範」，謝復生博士，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政治系教
授，鄭端耀主任主持。
07.18學術研討會：「當代印度發展」學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財團法人兩岸交流遠景基金會、亞太文化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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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基金會共同主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07.28座談：「北京對朝鮮半島議題的想法」，由冀博士澳大利亞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張雅君所長主持。
08.20座談：「國關中心轉型與未來發展」，錢致榕教授，本校校務諮詢委員/美國霍普金斯大學教授，鄭端耀主任主持。
08.25座談：「中美、台美關係」，美國中國問題專家何漢理（Harry Harding）教授，鄭端耀主任主持。
08.26-27學術研討會：第37屆台美「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Cross-Strait at the Turning Point: Institution, Identity and Democracy」，國
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共同主辦，鄭端耀主任、吳玉山所長主持。
09.01座談：「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Dr. Jacques deLisle (戴傑)美
國賓州大學the Stephen A. Cozen Professor of Law and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of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鄭端耀主任主
持。
09.03座談：「湖北省建始縣田野調查心得分享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大陸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王振寰主任主持。
09.03座談：日本學術考察團若林正大等，吳釗燮研究員主持。
09.11座談：「韓半島問題交流現況」，Ms. Lee Eugene韓國統一部法制支援組事務官、Mr. Kim Shin-chul 韓國統一部法制支援組事
務官、Mr. Kim Kwang-gil 開城工業區管理委員會律師，嚴震生所長主持。
09.17座談：「中國農村社會組織變遷」，王春光教授中國社科院社會究所，王瑞琦組長主持。
09.25座談：「兩岸關係展望：協商國際空間與軍事互信機制」，社科院台研所余克禮所長等一行五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09.27-28學術研討會：「重新找回台灣的競爭力：新政府的東亞FTA戰略」，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研究所主辦，鄭
端耀主任主持。
10.01座談：「兩岸關係」，挪威國會外交委員賀格蘭議員（Mr. Morten Hoglund），甘逸驊研究員主持。
10.03座談：「如何投稿國際SSCI期刊」，何明修教授(國立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暨97年度吳大猷奬得主)，國立政治大
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研究所主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10.11-12學術研討會：第一屆台灣—東亞「自由貿易協定」學術研討會，「議題:重新找回台灣的競爭力：台灣新政府的東亞FTA戰
略」，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暨經濟部國際貿易局共同主辦，吳思華校長、黃志鵬局長、鄭端耀主任、高永光
院長共同主持
10.14座談：「奧運後兩岸關係之探討/台日關係/活路外交之學界解讀」，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崔立如院長等一行五人， 鄭端耀
主任主持。
10.15座談：「A Roundtable on “After Hegemony Revisited” (“霸權之後再省思”圓桌座談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三研
究所主辦。
10.22-24學術研討會：「第17屆台北-首爾論壇」，主題：「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與漢城國際事務論壇共同主辦。
10.23座談：「兩岸關係問題」，天津大學台研所才家瑞所長，張雅君所長主持。
10.27座談：「我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德國全球與區域研究院（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亞洲研究所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IAS）代理所長柯爾納博士（PD Dr. Patrick Kollner），湯紹成副研究員主持。
10.29座談：「兩岸關係發展前景」，中國評論通訊社高層訪問團周建閩常務副社長等一行五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11.04演講：「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Some Poblem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Lessons for the Philiphines」，
Dr. Lysander A. Padilla ，菲律賓Santo Tomas大學副教授，民主太平洋聯盟(DPU)訪問學者，鄭端耀主任主持。
11.05座談：「2008美國總統大選座談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研究中心與中國時報合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11.06座談：本校研發長周麗芳與中心同仁交換意見，鄭端耀主任主持。
11.06座談： Mr. Lusvan ERDENECHULUUN 蒙古前外長，鄭端耀主任主持。
11.07演講：「What Kind of U.S. President Will He Make? Obama or McCain」，Professor Michael G. Roskin，Fulbright Scholar, 美國在台
協會(AIT)訪問教授，鄭端耀主任主持。
11.08學術研討會：「兩岸治理與公共政策」學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林碧炤副校長、鄭端耀主任共同
主持。
11.11座談：「全球化下的中國對外關係」，中央黨校國際戰略研究所宮力常務副所長等一行八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11.17座談：「兩岸國際空間參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台灣研究所朱衛東副所長等一行六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11.19座談：「WMD Proliferation Issues in Central Asia」，Dr. Togzhan Kassenova, Research Associat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ecurit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教育部「台灣研究」專案補助訪問學者，鄭端耀主
任主持。
11.20演講：「中國東北亞外交政策-和平崛起？(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North East Asia)」， Mr. Alexander Pfennig政
大國關中心訪問研究員，鄭端耀主任主持。
11.27學術研討會：
「從中國外貿比較優勢與成因看中國在東亞生產和貿易的地位」
，洪淑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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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演講：「新政府的活路外交政策」，外交部夏立言次長，鄭端耀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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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學術研討會：「政權輪替後台灣與日本的新東亞觀：台日年輕學者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
政治大學研發處、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遠景基金會、台灣日本研究學會、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外
交部、教育部、青輔會協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12.01座談：「兩岸政治與經貿關係暨台灣對外關係」，Prof. Mike Shi-chi Lan藍適齊主任，Ms. Kathryne Yew楊舒晶 課程經理，南
洋理工大學人文與社會學學院當代中國研究碩士課程學員13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12.02-03學術研討會：第二十五屆台歐「歐洲的全球角色及東亞的發展」學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鄭端
耀主任主持。
12.05學術研討會：「全幕兵制與國防轉型」學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國防部整合評估室協辦，鄭端耀主
任主持。
12.08座談：「雙方建立姐妹關1，以進行刊物及學術交流」，Dr. Aleksandra Uzelac 克羅埃西亞「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中研院
資訊所「第四屆國際人文入口網站圓桌會議」與會學者，嚴震生所長主持。
12.12座談：「霸權之後與中國崛起再省思」圓桌座談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三研究所主辦，袁易研究員主持。
12.16座談：「中日關係及國際環境下的兩岸關係發展」，日本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朱炎及東洋學員大學人文學部朱建榮教
授，鄭端耀主任主持。
12.16學術研討會：「當前美拉關係分析」，柯玉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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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演講：「世界金融危機後中國與東協關係之轉變」，汪新生(廣州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副院長兼國際關係系主任、碩導，鄭端
耀主任主持。
12.23座談：「國際冷戰史研究新發展：韓戰起源與中國出兵朝鮮」，沈志華教授，華東師範大學歷史系，本校歷史系客座教授，鄭
端耀主任主持。

第 17 屆「台北-首爾論壇」

第 37 屆台美「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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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屆台歐學術研討會

「全募兵制與國防轉型」學術研討會

編者的話
用“muddling through”來描述接下合秘組後的境況是再貼切不過了。緩步而行，甚至跌
跌撞撞或許是學習的必經過程，但仍盼學習曲線能早日止跌回升。如果沒有瑞琦的細心交接
叮嚀囑咐及合秘組所有夥伴耐心協助新手進入情況，必然是摸索至今仍在原地踏步。中心其
他同仁的提醒與建議同樣是種無形的助力，常在重要時刻發揮奇妙功效。合交組進步的最重
要來源是其服務對象，誠心盼望同仁在未來能夠繼續透過批評、指正與建議來協助合交組更
充份地發揮它的功能。
倩儀 敬筆 於合作交流/秘書組 200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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