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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團一波接著一波報到，寒風細雨裡
的國關中心，因為空氣中的淡淡離愁，顯得
蕭瑟。沒有前人的遠見耕耘，就沒有國關中
心的金字招牌。如今中心又有三位走過國關
中心風風雨雨人事更迭的大將要功成身退，
令我們萬般不捨。未來中心同仁得在沒有高
騰蛟、張深俊、以及李光華組長的提點與協
助下繼續勇敢迎接新的挑戰。隨著國關中心
下新設研究中心陸續揭牌成立，未來中心在
促進學術研究交流及提昇優質學術產出方面
將任更重而道更遠，新制研究人員評量辦法
也將在四年半後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驗收。
在高效能行政團隊的支援下，中心研究同仁
在新制首次驗收時一定可以拿出傲人成果！

「當代日本研究中心」成立揭幕大會暨
「日本研究與台日關係：比較各國日本
研究」學術研討會
98 年度為「台日特別夥伴關係促進年」，
國內第一個「當代日本研究中心」在 9 月 24
日於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在隆重的揭幕儀式後，「當代日本研究中心」
隨即舉辦為期兩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24 日上午副總統蕭萬長、外交部長楊進添以
及前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所長齋藤正
樹、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會長彭榮次、台北
駐日經濟文化處代表馮寄台、總統府國安會
諮詢委員楊永明皆親自出席揭牌儀式，並發
表談話對當代日本研究中心的未來發展做出
期許。
自 1972 年以來，台灣與日本之間雖無正
式外交關係，但兩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往來
卻相當密切。日本為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
雙方的觀光活動亦相當熱絡。然而台灣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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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了解卻極為有限，全台雖有 54 個日本
相關系所，但過去對於日本的研究則僅侷限
於語言以及文學方面，對於日本政治體制、
經濟、社會的了解則較為不足。加上日本研
究人才多分散於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缺乏共
同學術平台，使得研究能量無法加以整合。
為強化對日本的全面性研究，「當代日本研
究中心」在日本交流協會以及日本國際交流
基金會的促進與資助之下成立。未來將致力
於台日之間學術交流的推動，並整合政治
學、經濟學及社會學等各個領域的學者，共
同進行日本研究，成為跨領域的學術研究機
構與平台。

學政治系許介鱗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張啟雄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石之瑜
教授、政治大學歷史系唐啟華教授、以及淡
江大學亞洲研究所任燿廷副教授。
此次研討會的結論與「當代日本研究中
心」成立的宗旨實有相互輝映之成效，會議
中除了使人體認到台灣相對於其他各國目前
在日本研究方面的資源及途徑不足外，學者
專家及政府高層更再度重申維持台日「特別
夥伴關係」的重要性，強調台、日雙方皆須
跨越歷史，加深相互理解。而此一關係進程
的推動關鍵之一即為新成立的「當代日本研
究中心」。前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
齋藤正樹對設立這樣的平台在增進台灣人對
日本的理解方面的貢獻深具信心，並期許該
中心之成立成為促成兩國關係在亞洲興起的
局勢中持續穩定發展的契機。

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由美國麥克阿瑟基金會資助的「麥克阿
瑟安全研究中心」10月15日在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揭牌成立。該中心旨在整合國
際間研究台灣安全與兩岸關係的人才，促進
東亞區域和諧。中心執行長、政大國關中心
美歐研究所所長劉復國 教授指出，安全研究
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定期檢視國家安全政
策、對高層提出具體建言，其目標在於成為
東亞地區安全研究的學術平台，盼促進區域
間重大決策者彼此之間的對話。

在成立大會圓滿結束後，日本研究中心
於 9 月 24 日以及 25 日舉辦「日本研究與台
日關係: 比較各國日本研究的發展途徑」國際
學術研討會。24 日進行的為台日年輕學者會
議， 分為「當前日本研究的方法途徑」、「東
亞國家的日本研究之比較」、「歐美國家的
日本研究之比較」三場次進行，由台日年輕
學者就其主題進行交流。25 日所舉行的則為
專家會議，由林碧炤副校長擔任主持人，外
交部亞東關係協會彭榮次會長進行主題演
講，之後由台日學者分別對如何提升台灣的
日本研究進行意見分享。出席專家會議的日
本學者為:早稻田名譽教授西川潤教授、東京
大學教養學部若林正丈教授、東京大學經濟
學部井堀利宏教授、慶應大學東亞研究科長
添谷芳秀教授以及東京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
Gregory Noble；台灣方面的學者則有台灣大

與會的國內外人士對台海兩岸進入新一
輪的交流均表示樂觀其成。曾任外交部長的
國泰慈善基金會董事長錢復 博士在開幕致詞
中強調非傳統安全議題的重要性。錢復 期許
政大能統合各領域專長學者共同投入，讓國
際看見台灣的研究能量。美國在台協會台北
辦事處處長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在揭
幕儀式中表示，他樂見麥克阿瑟基金會資助
2

台灣成立安全研究中心，盼望中心能集結各
界優秀學者，為區域安全貢獻心力。

琦教授，校外學者有徐斯儉教授、陳至柔教
授、劉大年教授、楊念祖教授，美方出席學
者則有 Richard Bush、Kenneth Lieberthal、
David Finkelstein 、 Michael Green 、 Kevin
Nealer、Shirley Kan、Albert Keidel、王維正
教授、Zhongying Pang 等。我方學者會後在華
府拜會了相關智庫及機構，於 7 月 18 日返回
台灣。
本次當代中國會議主題是「中國面對未
來」(China Faces the Future)。幾個外界因素使
雙方決定採用這個會議主題，包括：兩岸關
係自馬英九總統就任以來發生迥然不同的發
展，美國新總統歐巴馬上任後採取了和布希
總統不同的中國政策，及全球金融經濟危機
影響國際政治體系等。

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中之「台灣安全與
建構兩岸和平機制」研究案獲得麥克阿瑟基
金會為期三年、共五十五萬美元的贊助。研
究中心下設立了國防安全、非傳統安全、兩
岸和平與國家安全等四個小組，未來將與美
國、日本、大陸等學者進行民間二軌對話。
研究中心並計畫推動兩岸學者互訪、 從事短
期講學，同時也預定在2010年舉辦「未來領
袖論壇」，邀請兩岸博士生共同學習交流。
目前已規劃與北京清華大學、上海交大的“亞
洲安全倡議團隊”合作，希望透過定期“安全對
話”機制，建立雙邊、三邊乃至多邊會談機
制，交換彼此對兩岸政策的觀點。

四個場次具體討論的議題分別是：(一)
中國對外戰略：探討中國是否採取更積極策
略企圖改變國際體系；(二)美國的中國政策，
及中國的反應；(三)馬英九總統就任一年後的
兩岸關係發展；及(四)中國因應全球金融經濟
危機的策略及其初步成效。最後尚安排一場
圓桌論壇總結四個場次的討論。
布魯金斯研究所是華府最著名智庫 之
一，與美國現任民主黨政府關係密切，為了
充分運用這個平台以使華府對我政府的相關
政策有更充分瞭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邀請
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賴幸媛主任委員擔任會
議開幕演講貴賓，說明我政府大陸政策。舉
辦「台美當代中國」研討會的目的之一是因
應 1972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可能面臨
的國際孤立。因此本會議之初衷即透過學術
交流提昇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之能見度。布魯
金斯研究所是華府最具知名智庫之一，此次
會議報名人數眾多，足可見其吸引華府各界
關注的程度，成功使台灣政府及學者在更廣
泛層面與華府各界進行溝通。

台美「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由外交部贊助，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主辦的第 38 屆「台美當代中國」研討會
於 7 月 14 日到 15 日在美國華府圓滿落幕。
本次會議是和美國華府布魯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共同
合作，會議地點即布魯金斯研究所。本次會
議由國關中心鄭端耀主任於 7 月 12 日率團赴
美，與會學者中，本校學者包括國關中心丁
樹範研究員、甘逸驊副研究員、經濟系莊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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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暨前駐聯合國大使)、朴泰鎬(首爾大
學教授、大統領室經濟諮詢委員)、玄鴻柱(前
駐美大使)、崔剛(外交通商部/安保研究院美
洲研究部長)、李在勝 (高麗大學教授兼韓國
CSCAP 秘書長)、莊柳 熙 (韓國東亞經濟研究
學會會長/國會預算辦公室顧問/前梨花大學
外事副校長)。我方出席人員包括錢復(國泰慈
善基金金董事長)、鄭端 耀(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林碧炤 (國立政治大學副
校長)、簡又新(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
長)、楊永明(總統府國安會諮詢委員)、劉德
海(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林繼文(中央
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江啟臣(台灣經
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處長)、李河清(國立中央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第十八屆台北-首爾論壇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南韓
「 首 爾 國 際 事 務 論 壇 」 (Seoul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SFIA)於 98 年 10 月 22 日
到 10 月 25 日於台北共同舉辦第 18 屆「台北
首爾論壇」國際研討會，會議主題為「東亞
的區域與非傳統安全：挑戰與合作」。

第十八屆「台北首爾論壇」國際研討會
匯集台韓雙方學政界重要人士，以非傳統與
區域安全合作為主軸，雙方就金融秩序、氣
候變遷、區域安全等議題提出當前發展趨勢
的分析報告以及兩國政府的作為之比較。透
過與會代表的引言報告、出席代表的發言、
開幕演講，與會者得以充份掌握議題的最新
資訊與未來發展趨，同時，透過午餐演講、
早餐會報的直接面對面交流，將我國的國家
安全、經貿政策、兩岸政策傳遞給韓方代表，
使得本次研討會達到學術與政策交流的目
的。

本次研討會邀請到韓國前環保部長金明
子就「綠色經濟成長的典範轉移：挑戰與策
略」發表主題演講。第一場次討論主題為「國
內政治與政府表現」
。第二場次主題為「新經
濟秩序與成長引擎」
。第三場次討論「能源與
氣候變遷」
。第四場次討論「朝鮮半島與兩岸
關係現狀發展的安全啟示」
。第五場則以「台
北-首爾夥伴關係的新思維」為主題，為提升
兩國未來關係提出建言。

韓方與會代表表達了對我方盛情安排的
感謝，並有感於前對方政府對台韓關係的消
極態度，表示將於返國後作成政策建議，希
望李明博政府重視並加強雙邊關係，並提升
兩國官方交流層級，並對未來兩國關係的改
善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由於「首爾國際事
務論壇」為當前韓國執政黨之重要智庫，參
與韓國政府重要國際政治經濟相關政策的規
劃，值得政府有關部門重視。

「首爾國際事務論壇」為南韓執政的大
國黨政府的重要智庫。大國黨上台執政之
後，該智庫承接政府重要的政策研討任務，
包括參與 2010 年 G-20 在韓國舉辦的前置規
劃。本次研討會援例由韓方學者延世大學榮
譽教授，也是「首爾國際事務論壇主席」金
達中教授率南韓學政界具有影響力的學者和
退休官員所組成。成員包括金明子(21 世紀綠
色韓國論壇執行長/前環境部長)、安秉俊(韓
國開發研究院教授/國家科學院院士)、鄭義溶
(亞洲政黨國際會議常任委員會協同主席/前

本次會議結論達成幾點共識，包括成立
跨國研究小組，進行中長期學術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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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雙方應在兩岸簽署 ECFA 的架構前提
下，探討發展台韓未來關係的具體作法，建
議之焦點議題包括：

Jarczewska 教 授 、 西 班 牙 馬 德 里 完 全 大 學
Antonio Marquina Barrio 教授、烏克蘭伊凡弗蘭

柯利沃夫國立大學 Markian Malskiy 教授、布
魯塞爾自由大學 Kim Vanderborght 教授、義大

一、非傳統安全合作
二、中台韓三邊「相互投資保障協議」
三、台韓簽署 FTA 之研究
四、台韓「柔性伙伴關係」(Soft Partners)

利佛羅倫斯大學 Luciano Segreto 教授、華沙大
學國關中心 Bogusław Zaleski 教授、Adrianna
Łukaszewicz 教授、Jakub Zajączkowski 教授、
Justyna Nakonieczna 教授、Jakub Zajączkowski
教授、華沙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David A. Jones 教
授，並邀請到國安會諮詢委員詹滿容女士發表

第二十六屆華歐學術會議

主題演講。

第二十六屆華歐學術會議於十二月七日
至八日在波蘭華沙大學舉行，台歐雙方計有
20餘名學者與會。本屆會議之主題訂為「歐
盟與東亞區域安全：興起中國際多極體系下
的東亞與歐盟(The European Union and East

會議討論焦點涵蓋了全球情勢的整體評
估、針對快速變遷的亞洲的分析、針對歐洲
統合發展的評論、歐洲與亞洲的區域間主
義、歐盟在兩岸關係的政策等重要議題。然
而主要的焦點仍集中在逐漸成為興起中強權
的歐盟應如何與東亞的安全格局產生互動與
影響，以及如何藉由歐盟內部對外與安全政
策的合作進一步強化歐盟的全球戰略地位。

Asian Security: East A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此
次會議中我方與歐方學者共發表15篇論文，
同時顧及了學術與政策的深度以及議題範圍
的廣度。

在會議總結的部分，歐盟在東亞與兩岸
關係中的角色受到與會者一致的關注。與會
者就歐盟成為全球角色的機會與困境進行了
討論，認為做為規範性強權的歐盟，在具有
道德意涵的議題上，的確足以做為全球領袖
的角色，但在需「硬實力」的議題上，則顯
然力有未逮，其他各國對歐盟的認知並未將
其視為軍事強權；然而，全球新格局中的權
力平衡並非以軍事力量做為為一評量的標
準，是否能在多元面向上發揮影響力，才是
檢驗新強權的主要標準。因此只有以此一多
元標準衡量歐盟在東亞的影響力—尤其是台
海兩岸關係—才能有效地瞭解歐盟在兩岸得
以扮演的適切角色；對於堅守民主化與人權
價值的我國而言，歐盟做為一個多面向、多
元化的全球強權應完全符合我國的長遠利
益。

出席學者包括國關中心鄭端耀主任、第
一所劉復國所長、甘逸驊教授、第三所陳至
潔教授、政大經濟系黃仁德主任、莊奕琦教
授、台大政治系蘇宏達教授、國防大學曹雄
源教授、國安會王萬里研究員、華沙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 Edward Haliżak 主任、華沙社
會 人 文 學 院 東 亞 文 明 中 心 Krzysztof
Gawlikowski 主任、華沙國關中心 Aleksandra

此次會議雖僅為時兩天，但在緊密的會
議進行節奏下，所帶來的成果遠超過一般學
5

術研討會。首先，華歐會不但提升歐洲方面
對於東亞情勢與兩岸關係的瞭解，更增加我
方對於歐洲統合的認知，另者，會議更兼顧
政策與學術的討論，此次華歐學術會議的舉
辦，除了在中歐國家外交領域最為重要的華
沙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進行學術的研討外，
我方代表團也在會議之後，由駐波蘭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安排，拜訪波蘭最重要智庫波
蘭國際事務研究所，並進行雙邊的政策研討
會，雙方的智庫與學者、官員如此的互動，
不但可提升對於彼此的認識與瞭解，更能使
往後的台波、台歐關係更為強化，創造「多
贏」的局面。

政治」或「先易後難」為主軸，秉持「求同
存異」的精神，循序漸進發展。淡江大學張
五岳教授提出「三和」
，認為兩岸應該要和平
交流，而雙方對於和平發展也有共識，但至
於和平統一兩岸目前則毫無交集；遠景基金
會執行長彭壽山則提出兩岸交流應具備「三
心」，誠心、愛心和耐心。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來訪
98 年 11 月中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台灣
研究所張冠華副所長率領該所學者一行六人
來到本中心進行學術交流。本次行程是以舉
行研討會、拜會學者、官員、研究單位、以
及拜會縣(市)長候選人競選總部等形式交互
進行。為期一天的研討會，上午場以「兩岸
和平協議芻議」為題、下午場以「2009 年台
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分析」為主題由台、中
兩方學者進行交叉論文發表及評論。我方出
席學者有本中心丁樹範所長、湯紹成副研究
員、吳釗燮研究員、本校選研中心蕭怡靖博
士後研究員與世新大學民調中心梁世武主
任；中方出席學者有台研所金奕副主任、劉
國奮研究員、王鴻志助理研究員與劉世洋助
理研究員。我方發表論文由台研所張冠華副
所長與金奕副主任評論；中方論文則由銘傳
大學楊開煌教授與本校選研中心主任陳陸輝
主任評論。

唯雙方對於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遠程目標
及未來會遭遇到的困境仍有不同看法。與會
台灣學者認為，大陸方面概以「統一」為一
切協議指導原則及最終導向，忽略了台灣主
體認同及中間、泛綠陣營之民意，指出和平
協議之共識只有在與統一脫鉤的前提下才有
可能達成。大陸方面回應在兩岸和平發展與
交流的前提下，大陸不會迫切將和平協議目
標放入議程。至於台灣學者對兩岸談判籌碼
的不對稱及地位的不平等表示憂心，大陸方
面則缺乏對此之回應。在拜會行程方面，張
副所長一行與國安會諮詢委員陳德昇以及陸
委會副主委趙建民進行了晤談，台研所學者
藉此機會得以更加熟悉馬英九政府執政下的
政策視角。
北部行程結束後，台研所參訪團走訪了
中南部競選總部，實際體會了台灣選舉的熱
鬧場面，也親身經歷到藍綠對與中國交流在
看法上的歧異。大陸學者透過與競選總部工
作人員對談、新聞報導、政論談話性節目等
來源摸索出地方勢力、地方民情及選舉文化

台、中兩方學界針對建構和平協商框架
提出若干實質提議，強調兩岸未來密切交流
是大勢所趨，並均同意兩岸由於其歷史及政
治的特殊性，兩岸和平發展宜以「先經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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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概輪廓，同時亦瞭解到新聞事件對施政
滿意度及投票率的影響、以及各政黨團結程
度的重要性。
社科院台研所此次來訪時機意義非凡，
首先當時適逢「兩岸一甲子」研討會，張副
所長亦受邀與會，隨後即展開與本中心學術
交流，兩岸和平協議是討論焦點，也是雙方
產、學、政界重新思量兩岸未來關係走向的
關鍵點；另外年底恰巧為馬政府上任以來首
次地方首長選舉，伴隨著近來數個縣市升
格、八八風災對馬聲望的重創、重新開放美
國牛肉進口爭議、開放陸生來台、藍綠鬥爭
及分裂等議題，使選舉活動話題不斷，且讓
選情更加白熱化，陸方學者得以藉此機會深
入洞悉台灣選舉與兩岸關係的脈絡。經過靜
態論文發表研討會、動態的多方拜會、參訪
及觀選後，雙方均一致對此次學術交流行程
給予高度肯定，認為不僅與學術研究有相輔
相成的效果，且能同時增加各學者的學術研
究深度及廣度。

本次研討會由本中心鄭端耀主任主持開
幕典禮，並邀請國防部楊念祖副部長及本校
吳思華校長擔任貴賓。本次研討會共分為四
個場次：第一場的主題為「國軍與中央防災
應變機制」，由淡江大學戴萬欽副校長主持，
邀請國防部作戰計畫次長室聯合作戰處郝以
知處長及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張中勇教
授，就國軍與災害救援之議題進行討論，並
邀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翁興利教
授及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董立文教授
擔任評論人。第二場的主題為「其他國家防
災應變體系與經驗」
，由監察院葛永光委員主
持，邀請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李宗勳
教授、本中心李瓊莉副研究員、及本中心楊
昊助理研究員分享國外救災經驗，並邀請中
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宋筱元教授及國防
大學戰略研究所沈明室教授擔任論文評論之
工作。第三場主題為「我國災害防救能力現
況探討」，由本中心第三所丁樹範所長主持，
邀請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汪毓瑋主
任、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朱蓓蕾副教
授、及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王漢國副教授
探討目前國軍在救災方面之表現，並邀請立
法院帥化民委員、本校外交學系李登科教
授、及陸軍總部八軍團的胡瑞舟政戰主任擔
任論文評論之工作。第四場次的主題為「建
構未來災害防救能力」
，由本中心的鄭端耀主
任主持，邀請國防部整合評估室唐明華處長
及淡江大學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何興
亞副主任就未來如何增加我國災害防救之能

國土防衛與災害防救研討會
民國 98 年，中度颱風莫拉克襲擊台灣，
其所挾帶的暴雨在南台灣帶來了嚴重的災
情，造成人民巨大的財產損失，並奪去六百
多條寶貴的性命。身為國家救災系統重要防
線的國防部，在此次的風災中感受到大自然
的可怕，並體認到本身災害防救反應能力之
不足。因此國防部委託本中心舉辦「國土防
衛與災害防救研討會」
，期能藉由軍、政、學、
社會各界、以及媒體之間的互動，獲得政策
建議，作為未來國土防衛與災害防救體系變
革之依據。在此背景下，本中心於 12 月 14
日，假本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國土防衛與
災害防救研討會」，邀請各界專家齊聚一堂，
針對國土防衛與災害防救之議題，相互交換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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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暢談己見，並邀請銘傳大學安全管理學系
唐雲明副教授及中央警察大學消防學系吳貫
遠副教授進行評論。

記」，我 2009 旅居華府的日子實是「以訪談
寫日記」
。其中對我研究影響最為深遠的是與
美國公益慈善家 Edward Scott 的訪談。2009
年早春，GU 舉辦了一場大規模的愛滋病論
壇，Edward 是當日的主講者之一。他描述在
前往非洲的一次訪問中，在飽受愛滋病肆
虐、死亡陰影籠罩的非洲村落，無意中見到
一位乾枯的愛滋病患，孤獨遺世、隻身躺在
昏暗的帳棚中，無力、無言兀自承受著日益
逼近的死亡。而他唯一的關懷是來自民間組
織志工的稀粥供食以及身體拭擦。這幅人間
煉獄的慘景對他造成了極度震撼，自此開啟
了他的愛滋病防治行動。

此次的研討會在各界來賓熱烈參與之下
就國土防衛與災害防救之議題達成相當共
識，未來希冀能將初步之共識落實到政策之
實行面上，真正地增進我國救災之能力，不
會再有第二個「八八水災」發生。

用訪談寫日記—
我的華府訪問學者歲月

Edward 的話語撼動了我的心靈，我逐漸
開始關切當前人類最大挑戰的世紀之疫。我
對此議題的興趣受到時任 GU 外交事務學院
代理院長 Lancaster 教授的鼓勵﹔透過校長室
的引介安排，Edward Scott 竟放下身段於百忙
中抽空前來接受我的訪談。記得在古色古香
的校長會議室中，Edward 即之也溫地與我侃
侃而談。他兼備名利後的雲淡風輕、竭其所
能的倡議推動全球愛滋病防治行動，讓我深
刻感受到了不平凡人物內心深處那顆熾熱的
心與寬大的胸懷。他甚至主動協助我安排日
後的相關訪談，包括由他創辦且在愛滋病領
域深具影響力的倡議性非營利組織，如 Center

~趙甦成
去年底我先後前往中國進行移地研究，
與愛滋病患近距離接觸。貧困問題一向是我
的研究重點之一，但將世紀之疫的愛滋病納
入研究範圍卻是始料未及。這一切，都得從
前年度在美國華府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以下簡稱 GU)的交流訪問談起。
2008 年秋我前往 GU 擔任為期一年的訪
問學者﹔實地考察美國民間組織、公益事業
以及公民社會是此行最主要的目的。為深入
瞭解美國非營利事業的全貌與發展，我有幸
獲得 GU 亞洲研究主任 Victor Cha 之推薦及經
費贊助，完成 GU 公共與非營利領導研究中
心(Center for Public & Nonprofit Leadership,
Georgetown Public Policy Institute)主辦的非營
利管理證書學程(The Nonprofit Management
Certificate Program )。由於經甄選參與該項學
程的學員多為美國非營利組織領導階層（也
有少數來自拉美、亞洲等其他國家）
，修習期
間經由緊密互動與實務經驗分享，使我對美
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現況、困境、挑戰與機遇
能有深入瞭解，並有助於觀察、反思兩岸非
營利組織的發展。

for Global Development, Friends of Global
Fight for AIDS ，以及社會企業 Voxiva 資訊公
司（參與非洲九國愛滋病防治軟體通訊系統
開發）等。此外，一連串的因緣際會，我也
訪問了小布希時代負責統籌國內外愛滋病緊
急救援專案之 Mark Dybul 大使、克林頓基金
會(Clinton Foundation)中國辦公室主任、及一
些在中國從事愛滋病援助的國際非政府組
織，從而發想出我當前的系列研究議題。
2009 年我用訪談寫日記，形形色色的組
織與信念，帶給我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深層感
動與啟發。不久前我在四所的研究分享中也
曾提到，我不知道我的學術關懷能發揮什麼

套句多 年前 的廣 告辭「我用 照片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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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我確知在我研究工作終將結束離開
崗位後，旅居華府的日子所深植出對人道關
懷、尊重體現人權的認知與視野，將是我心
所繫不變的價值追求與行動方向。

去學校教職，全力投入農民協會，在過去的
五年中，帶動村民解決曾是滿地垃圾，人稱
豬圈村的寨子村，又建下水道，發動募款，
救回一所將被迫關門的小學；藉由跳舞活動
將村民帶到其所建立的科技服務中心的培
訓課程，現今致力於有機玉米、棉花的生
產。三天的時間，在她的身上，以及在其他
參加此次農合之家年會的農協組織領袖們
身上，看到他們勤奮、辛苦與執著的特質。

中國農村研究團隊田野調查
~王瑞琦
經過多年的摸索，中國農村研究團隊在
田野調查方面終於有了突破，並且獲得豐碩
的成果。2009 年，本研究團隊在中華文化基
金、本校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以及國科會贊
助下共出訪兩次: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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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建始縣：由王瑞琦、陳永生、于
有慧和本校博士生羅建佑組隊，總共走訪了
三鎮四鄉，涵蓋了養豬、香菇與益壽果、養
雞等專業合作社、婦女健檢、中小學校等。
自 97 年建始縣首次田野調查結束至 98 年七
月，本研究團隊已先後發表兩篇論文。98 年
九月上旬，師生們舉辦建始縣田野調查行程
報告，分析中國大陸城鄉教育發展差距的原
因。此行並為從沒去過農村、去前不知論文
題目在哪兒的博士生羅建佑帶來了意外的收
穫。透過中國社科院楊團老師的協助，建佑
臨時增加了北京調研行程，訪談了傳統草根
且組織環境艱困的「北京農民之子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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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的研究找到了確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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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亞 國 際 關 係 蔡增家
中的日本:邁向
正常國家？

山西寨子村：98 年 10 月底本中心王瑞琦
與趙甦成赴山西永濟寨子村參加第 2 屆 2008
年農合之家年會。此一年會集合了 40 多家農
協組織的領導者於一堂，分享彼此農村組織
發展的努力過程。主辦者並精心設計了一個
內容紮實的培訓課程，主題包括組織發展的
困境、成長和未來的規劃，對於我們兩位研
究者亦是一個學習營。此行最大的收獲是實
地 瞭 解 名 聞 全 中 國 的 山 西 寨 子 村 農民協
會。協會創辦人，現今會長鄭冰，2004 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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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出版社
政大國
關中心
政大國
關中心

新 制 上 路
98年8月1日起，研究人員評量辦法改依
新制(本中心網站首頁關於我們中心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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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四年半的時間一晃眼就過去了，請研究
同仁們務必儘早規劃並進行試算，以免因對新
法規不熟悉而導致未來在研究績效計算時產
生爭議。

享譽國際，其資料藏書協助國內外專家
學者及學生完成論文無數，李組長對本
館的悉心管理功不可沒。雖然我們捨不
得讓李組長退休，無奈她喜愛雲遊四海
瀟灑過活，在此只能祝福她退休後快樂
似神仙。

人 事 動 態

歡迎新夥伴
本中心第二所金榮勇研究員於 97 年 2 月
1 日借調清雲科技大學，已於 98 年 10 月
歸建本中心。歡迎勇伯歸隊！

第一所新進博士後研究廖祐德98年7月
自政大外交所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
為公共衛生與國際關係，博士論文題為
「健康與國際關係﹕以愛滋病為例」。

本中心第三所吳得源副研究員於 98 年 9
月赴美國華盛頓喬治城大學擔任交換學
者，預計 99 年 10 月返國。

合作交流組由行政助理郭咏杰先生接替
黃婉卿小姐的職務，負責與大陸學術單
位之交流及外賓之例行拜會接待。

職務異動
總機吳素芬小姐改任圖書館約聘人員，
協助同仁辦理借還書。

麥克阿瑟安全研究 中心延攬楊凌竹 小
姐，負責計畫執行與業務推廣。

退休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加
入新血李恆宇先生負責祕書處的會議籌
備及行政庶務。

總務組高騰蛟組長已於99年1月16日退
休。高組長民國69年來到國關中心，先
後服務於俄情組、人事組、合交組、總
務組，對中心總務以及與大陸合作交流
貢獻卓著。高組長長年以中心為家，對
於中心一草一木皆有深厚情感。盼望未
來高組長仍能常回中心這個老家。

日文「問題與研究」於去年上半年新聘
阿部久美子小姐負責編輯業務並承辦與
日本學術機構聯絡事宜。
電腦小組新進約聘人員簡詠校負責電腦
維修與網頁維護，請同仁跟簡先生說話
時記得面對著他以方便他讀唇語哦！

第一所副研究員兼編譯出版組組長張深
俊將於99年2月1日退休。張組長於民國
57年來到國關中心(時為國際關係研究所)
擔任俄情組助理員，於民國68年起擔任
編譯出版組組長，對本中心出版之全國
政 治 學 領 域 唯 一 SSCI 期 刊 Issues &
Studies之貢獻無可取代。儘管張組長的退
休對本中心而言是極大損失，但我們仍
要祝福他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幾位新進同仁多為「六、七年級生」
，希
望能為國關中心注入一股開朗的朝氣，我們
也以最熱情的心迎接他們！

第四所助理研究員兼圖書資料組組長李
光華將於99年3月1日退休。李組長民國
74年來到國關中心，於民國88年起扛下
圖書資料組組長重任。國關中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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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9.07.01—2009.12.31）
07.08 座談：「台美關係與兩岸關係發展」，Dr. Gordon B. Smith(Walke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等十人，嚴震生所長主持。
07.17 演講：「日本研究中心座談會─東京都議會選舉後日本政局的走向」，主講人：何思慎教授(輔仁大學日文系)、楊鈞池副教授(高雄
大學政治法律學系)，與談人：柯玉枝助理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二所)。
08.18 座談：「US Taiwan Policy」，Dr. Oystein Tunsjo(挪威國防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鄭端耀主任主持。
08.18 座談：「How to Understand Ethnic Issues in China: Xinjang, Tibet and more」，Dr. Colin Patrick MacKerras(Professor,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丁樹範所長主持。
09.04 座談：「後里斯本條約的歐洲統合」，Dr. Finn Laursen(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Dalhousie University)，鄭端耀主任主持。
09.14 演講：「台灣的兩岸經濟政策:過去、現在與未來」，大嶋英一教授(日本神戶大學)，鄭端耀主任主持。
09.17 座談：「學術概況交流」，李昀祚主任(智利發展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鄭端耀主任主持。
09.22 座談：「台澳國際政策相關議題」，澳洲聯邦國會眾議員David Hawker 等一行九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09.23 座談：「Ma Administration’s Defense Policy」，Dr. Toshi Yoshihara(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val War College, USA)，鄭端耀主任主持。
09.24-25 學術研討會：「當代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大會暨「比較各國日本研究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
吳思華校長主持。
09.30 座談：「亞洲、台灣、台歐關係相關議題」，希臘歐洲暨外交政策基金會秘書長都可仕先生(Mr. Thanos Dokos)、希臘羅德島愛琴大
學教授嘉可納先生(Mr. Panayotis Tsakonas)、賽普勒斯國立賽普勒斯大學教授吉流烈先生(Mr. Niyazi Kizilyurek)，鄭端耀主任主
持。
09.30 演講：「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與兩岸關係(Cross-Strait Relations)」，戴傑教授(美國賓州大學東亞中心)，鄭端耀主任主持。
09.30 座談：「兩岸談判進程、學術概況交流、其他待提議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彭維學等四人、北京聯合
大學台灣研究院副研究員朱松岭等三人，共七人，鄭端耀主任主持。
10.01 座談：「Soft Power vs. Hard Power: Which is the Successful “Weapon” for the European Union?」，Dr. Justyna Nakonieczna(波蘭華沙大學
國際關係中心學者)，鄭端耀主任主持。
10.03-04 學術研討會：「台商大陸投資二十年：經驗、發展與前瞻」，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政治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暨
治理論壇、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及臺灣民主基金會主辦，王振寰主任主持。
10.05 演講：「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Dr. Felix Patrikeeff(School of
History & politics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劉復國所長主持、
10.07 演講：「兩岸農村發展比較研究」，劉志偉博士。
10.14 演講：「台灣農會對台灣農業發展之貢獻-提供大陸作為解決三農問題之參考」，劉富善教授(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10.15 座談：「新書簡報及發表 Remaking Global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2009)」、義大利歐洲大學佛羅倫斯學院Nicola
Casarini研究員，丁樹範所長主持。
10.15 圓桌會議：「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開幕暨揭牌典禮-『台灣安全與兩岸關係對區域安全的意義』圓桌會議」，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主辦，劉復國所長主持。
10.19 座談：「中國地方政府與農村改革」，中國上海社會發展與規劃研究院劉學堯院長，湯紹成副研究員主持。
10.19 座談：「二次大戰後中-日及德-波尋求調解的歷程(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Polish Relations since
WWII)」，美國西頓霍爾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暨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何憶南博士（Dr. Yinan He），丁樹範所長主持。
10.20 座談：「美國歐巴馬政府與兩岸關係」，李群英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研究所)，湯紹成副研究員主持。
10.23-24 學術研討會：「第十八屆台北─首爾論壇：Reg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f East Asia: Challenge and Cooperation」，國立政治
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10.27 座談：「US-Taiwan Relations」，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William A. Stanton(司徒文)，鄭端耀主任主持。
11.03 座談：「學術概況交流」，澳洲阿德雷大學校長James McWha 夫婦，鄭端耀主任主持。
11.05 座談：「學術交流與合作」，山內直人、古川裕、今井京子、田中知惠教授(大阪大學國際公共政策研究科)，鄭端耀主任主持。
11.05 論文發表(亞太論壇1)：「China’s reaction to the Coloured Revolutions: 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full swing」，陳至潔博士(政治大學國關
中心第三所助理研究員)，丁樹範所長主持。
11.05 座談：「馬英九與陳水扁政府之比較及台灣安全議題」，布拉格安全研究協會華府辦公室薦派捷克學人Alice Savovova，鄭端耀主
任主持。
11.11 演講：「中國大陸農村教育改革的思考」，北京師範大學農村教育與農村發展研究院袁桂林教授。
11.11 座談：「兩岸關係的政治地位」，大陸台灣研究泰斗張海鵬先生，湯紹成副研究員主持。
11.12 座談：「德國暨歐盟對外政策等議題」，德國漢堡邦前涉外事務代表施圖特(Mr. Reinhard Stuth)，湯紹成副研究員主持。
11.12 論壇：「日本民主黨上台後政治、經濟與外交走向」，李世暉助理教授、郭永興助理教授、劉冠
効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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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學術研討會：「台日商策略聯盟與大陸內需市場開拓研討會」，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 & 政治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暨治理
論壇主辦，蔡增家所長主持。
11.16 學術研討會：「『兩岸和平協議芻議、2009 年台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分析』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丁
樹範所長主持。
11.18 演講：「有關中國大陸城鄉教育差距的探研」，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王瑞琦研究員。
11.18 座談：「台日文化交流─日本皇室淺談」，慶應大學法學部竹田恒泰教授，蔡增家所長主持。
11.24 論壇：「從中日漁業協定看台日漁業糾紛之解決」，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第二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呂建良，蔡增家所長主持。
12.01 座談：「我國參與國際組織」，「我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國際記者團一行8人，吳釗燮研究員主持。
12.02 演講：「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及地區改良場業務範圍」，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劉富善教授，主辦單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
四所。
12.07 座談：「兩岸關係政治議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代中國學程藍適齊主任師生參訪團共22 人，盧倩儀副研究員主持‧
12.07 座談：「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縣市長選舉」，歐美及亞太記者團共13 人，吳釗燮研究員主持。
12.09 座談：「反恐及區域安全」，中國現代國關院副院長楊明杰等五人，嚴震生研究員主持。
12.09 座談：「境外援助與中國愛滋病民間組織的發展：公私夥伴關係分析」，政治大學國關中心趙甦成老師，主辦單位：國關中心第
四所。
12.10 演講：「Myth and Real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Dr. Jonathan Wilkenfeld (馬里蘭大學國際發展與衝突管理中心主任、政府與政治系
教授)，彭慧鸞副研究員主持。
12.11 論文發表(亞太論壇2)：「當前中國對拉美及非洲經濟外交策略的比較分析」，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亞太所柯玉枝助理研究員，吳玲
君副研究主持。
12.14 學術研討會：「國土防衛與災害防救」，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12.16 座談：「印度朝野黨派菁英訪問團座談會」，Vijay Jolly先生一行五人，劉復國所長主持。
12.16 座談：「兩岸關係發展與2009 年台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後之國內政治生態」，菲律賓學者訪問團Dagdag教授一行五人，鄭端耀
主任主持。
12.17 座談：
「雙方學術交流」
，印度外交政策委員會(Council for Indian Foreign Policy)主席Dr. Ved Pratap Vaidik及其夫人Dr. Vedwati Vaidik，
鄭端耀主任主持。
12.17 拜會：「波蘭青年外交官拜會」，布迪塔(Mr. Rafal Budyta)、寇瓦爾(Mr.Grzegorz Kowal)、葛多夫斯基(Mr. Tomasz Gwozdowski)、巴
途濟副代表(Mr. Wojciech Bartuzi)，鄭端耀主任主持。
12.18 論文發表(亞太論壇3)：「東協認同與區域：理:轉型中的東協區域主義？」，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亞太所楊昊助理研究員，彭慧鸞副
研究員主持。
12.18 座談：「當前的台日關係」，高木啟(日本東京都議員、東京都日台議員聯誼會幹事長)，蔡增家所長主持。
12.21 演講：「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的評鑑與轉型」，中國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副主任王戰軍教授。
12.23 演講：「從中國煙葉契作看農村財政問題」，鄭怡雯(荷蘭萊頓大學區域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四所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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