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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外交的舵手
學術外交是我國突破國際劣勢的重要策略
之一，本中心推動學術外交的時代價值備受肯
定，從最早的「中美『當代中國』研討會」到近
年的「東協對話會議」，國關中心的國際觸角，
透過國際會議，遍及美歐及東亞各地。今（2005）
年各項會議計畫紛紛成熟出籠：

Zelikow, Lowell Dittmer, John Garver, David M.
Lampton, Richard Bush, Joseph Fewsmith 等多人
參加，預料又將是一場精彩會議。

＜台日會＞
「台日『亞洲太平洋研究』會議」（簡稱台
日會），今（2005）年會議由日本「大陸問題研
究協會」主辦，將於 3 月 27 至 30 日在日本東京
召開，會議主題為「東亞與日台中的新潮流」，
並分就「變動時期的東亞」
、
「中國的擴張與美國
的亞洲戰略」
、
「東亞經濟合作」等三項議題進行
討論，議題安排切合東亞地區時勢脈動，並兼具
前瞻美、日、中、台關係與東亞政經情勢。

＜中美會＞
「中美『當代中國』研討會」(簡稱中美會)，
是我國與美方學術機構合作，雙方學者藉著定期
會議，研討台海兩岸情勢及其對台、美、中三邊
關係之影響，以學術交流模式，期望有助於台美
間之政策溝通。中美會自第一屆於 1970 年 12
月在台北舉行以來，每年均輪流在美國與台灣舉
行，會議成果多以專書發表。今（2005）年為第
34 屆會議，將由鄰近美國首都華盛頓特區之維
吉尼亞大學和本中心合作，於 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在維吉尼亞州 Charlottesville 該大學舉行。

自 1971 年以來，本會議系列一直以「中日
『中國大陸問題』研討會」為會議名稱，為台灣
及日本的相關研究學者專家，提供交換研究成果
及面對面的溝通機會，亦使日本學界自然形成一
股對中華民國的支持力量。自去（2004）年第
31 屆會議起，為突顯台灣的國際地位，更名為
「台日『中國大陸問題』研討會」，今（2005）
年第 32 屆會議順應本研討會研討議題擴大的實
質需要，再度更改會議系列名稱。

值此美、台總統都在去年選舉中獲勝連任，
大陸領導人也方完成換班未久，有鑒於領導的人
格特質是影響美中台兩岸關係不可忽略的重要
因素，本屆會議以「人格特質與大中華政治的變
遷結構（Personality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s in Greater China）」為主題，邀請台美學
者討論政治精英之間的非正式關係如何影響領
導風格，以及當前領導人之人格特質對中美、兩
岸暨台灣政治發展的影響。

三月的會議大會貴賓包括重視台日關係之
日本議員懇談會會長平沼赳夫議員、我方總統府
資政康寧祥先生，日本交流協會會長高橋雅二、
我國駐日本經濟代表處處長許世楷。除校長鄭瑞
城及本中心研究同仁出席外，國內知名學者專家
蕭新煌、陳文賢、吳福成、林成蔚、鄭端耀、李
勝彥皆應邀出席擔任要角。

參與會議的我方學者將包括：本校林碧炤副校
長、本中心林正義主任、合交組組長李瓊莉副研
究員、第二所蔡瑋所長、外交系李明主任、政治
系助理教授寇健文，我國學者田弘茂、張旭成、
吳玉山、游盈隆、林文程、石之瑜、羅致政、陳
一新等。美方學者則有 Robert Sutter, Shelley
Rigger, Brantly Womack, Richard Solomon,
Ramon Myers, Thomas Christensen, Philip

這次會議的另一特色是在大會後另有一個
以「東亞的安全保障」為題的特別討論會，期望
藉由台日兩國國政、學界人士的意見交流，為東
亞地區建立因應區域衝突的制度性機制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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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歐會＞

＜東協對話會議＞

自 2002 年起，
「中歐學術會議」更名為「台
歐學術會議」
，突顯了國際各界對台灣的關心與
重視。更名後的台歐會，其舉行地點依舊維持以
往的慣例，即一年在台北、一年在歐洲城市舉
辦。會議長期的特色為，扮演亞洲與歐洲之間的
學術交流平台，各項議題如兩岸關係、區域發
展，均為會議關心的焦點。近年來，歐盟的東擴
和歐盟憲法的發展，連帶牽動了與亞洲事務的關
係，使得歐洲和亞洲產生空前緊密的連結，雙方
的合作計畫變為更加迫切，並且令人期待。

第七屆「中華民國與東協第二軌道對話會
議」預計於今（2005）年五月在台北召開。本會
議系列係由國關中心「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專
案秘書處為國內主辦單位，與東協戰略暨國際研
究 聯 盟 （ ASEAN-Institutes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聯合主辦，主要目標在建
立我國與東協智庫聯盟的第二軌道對話管道，為
強化我國與東協之實質關係作政策建言。
首次會議在 1996 年於新加坡召開，原訂為
兩年舉辦一次，2000 年於泰國曼谷召開第三次
會議時，會中決議將本會議改為每年一次，並進
一步發展政策研究合作，以強化東協與台灣的雙
邊關係。

去(2004)年所舉辦的「第 21 屆台歐學術會
議」在 11 月間召開，以「新世代亞歐合作」為
主題，探討歐洲整合、歐盟新舊成員互動、與亞
洲經濟安全上的合作、亞歐 2004 高峰會、世界
和中國大陸的成長、以及台灣的未來如何影響區
域與世界等。今(2005)年第 22 屆台歐會將在丹
麥召開，預計再次成為本中心下半年的重點活
動。

過去討論的主題焦點包括雙方共同關切的
經濟安全、人類安全、跨國威脅等非傳統安全議
題 。 首 次 合 作 成 果 以 「 Emerging North-South
Divide in East Asia: Reappraisal of Asian
Regionalism」為書名，於去(2004)年由本中心與
新 加 坡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ingapor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Affairs（SIIA）聯合出版。

＜「台北－漢城」論壇＞
本中心與漢城國際事務論壇（The Seoul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SFIA）
，為強化臺
灣與南韓的傳統友誼，以及因應兩國新的外交情
勢，從一九八六年起，召開雙邊的「台北—漢城
論壇」，以期藉由學術會議的方式，廣邀對於雙
方關係推廣深具興趣與研究的商、政、學人士，
增加兩國溝通的管道。第 14 屆「台北—漢城論
壇」將於今（2005）年下半年舉行。

快訊一
圖書資料組新版網頁終於 93 年 12 月正式
上網服務，除公佈本組一般資訊外【主網頁】
【館藏資源】有本組期刊及報紙清
有最新消息、
【資訊查詢】有
單及每月新書通報、業務統計；
廣播輯要資料庫，每日更新……..…。歡迎大家
瀏覽使用並提供寶貴的建議，希望我們齊心共
同努力，創造臻善豐富的資訊內容，提供多元
化的服務方式。檢索請至國關中心圖書資料組
網頁＜http://iir.nccu.edu.tw/libmain.htm＞。

去（2004）年是台灣與南韓兩國民主化進程
具時代意義的一年，台韓各自進行了攸關民主政
治的大選，兩國的實質關係也向前邁進。然而兩
國面臨日益艱困的區域安全問題，朝鮮半島北韓
核武問題在六國會議的磋商下仍然前途未明，台
海兩岸緊張情勢似乎有升高趨勢，亞洲兩個最耀
眼的新興民主國家卻須面對區域安全最嚴峻的
挑戰，如此矛盾的情勢是第十三屆「台北—漢城
論壇」的關注焦點，雙方以「臺灣與韓國：民主
化 進 程 與 區 域 安 全 (Taiwan and Korea:
Democratization and Regional Security) 」為主
題，於 2004 年 7 月 1-4 日在漢城召開。

另外，本組各樓層中、日韓文、西文書庫
已於 94 年 2 月 16 日全面讀架、移架完竣，歡
迎舊雨新知繼續愛護使用。

快訊二
中心已聘請一位外籍英文編譯人員 Ms.
Lisanne MacColeman，負責潤飾英文函稿及文
章。中心同仁請把握機會請渠協助潤飾論文之
文法、語辭等細節事宜。
上班時段：每週一、三、五 9：00-13：00，
聯絡電話：77379。

「台北—漢城論壇」的最大特色是參與人員
的廣度與會議內容的深度。透過會議，雙方已經
建立起一個台韓關係的研究與實務社群，經由每
年定期的會議，與會者對於攸關雙邊關係的諸多
議題，提供具有學術價值的理論探討與值得推動
的政策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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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等，以提昇中心聲譽、維持地位，在轉變中顯
現新風貌，施展新作風。

透視鏡
～周世雄教授看中心發展

焦點新聞

國立中山大學大陸研究所周世雄教授以該
校「中山學術研究中心」轉變為例，以及個人正
在籌創中的「高雄市國際關係研究學社」之親身
經驗，暢談對研究機構、教研人力整合的種種看
法。話語中處處可見對國關中心的肯定及對其面
臨縮編的憂心及提醒。

變電箱相關問題
去年底，高壓電纜地下化後，改置變電箱於
同仁研究室旁，引發對噪音以及健康問題的疑
慮，總務處高組長對此有所回應。
原則上，變電箱的設置是經過相關技師的專
業評估和建制而成，噪音現象屬實情，不過絕對
是在符合標準規定的範圍之內。至於變電箱的運
作是否產生危害人體健康之電磁波，高組長也請
大家不用擔心，據了解變電箱設置並不會釋放人
體有害物質。

首先，周教授認為研究人員轉任教學工作非
人人適合；優秀的教學者應俱備強化且精準的口
語表逹能力，優秀的研究人員郤強調創造力，教
學與研究兩者兼顧之人才不易尋覓，因此一味鼓
勵轉任反而可能形成人力資源的浪費，未必是最
佳的策略。

對於噪音問題，可行的改善方式是機件本身
的加強，也就是請技師們就變電箱機件本身作調
整，以減低運作時所產生的噪音，使同仁在工作
時感到舒適。總務組將會在 3 月中旬開始執行此
方案。

對一個研究機構消長所帶的附加效應，周教
授以該校「中山學術研究中心」為例，認為其影
響常超乎單純的經費分配、人力整合問題。民國
78 年時該校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共有 16 位研究
人員分別就政治、經濟、海洋、社會變遷等四議
題做深入研究。經過數年光景，校方認為研究人
員未擔任教學工作在人力資源利用上過於偏
狹，裁撤該中心。於民國 83 年、84 年、85 年分
別成立大陸所、政治所、經濟所、教育所、及政
治經濟所，將其研究人員分散到上列各所，以教
學為主研究為輔。

高組長坦言，目前除了從加強機件本身來改
善問題以外，比較困難去考慮其餘大動作的措
施，例如加蓋水泥房，將變電箱設置於室內的作
法，因其牽涉到土地、營建等相關問題。部分同
仁對校方執行此項既定政策相關事宜的細節規
劃，未能事先公開資訊，廣徵意見的決策過程感
到質疑。目前只能亡羊補牢，搬遷辦公室，剩下
的空辦公室造成空間浪費，著實可惜。

周教授回顧該中心曾與軍方合作並出版
PLA Yearbook，雖然時間很短郤受到國際重視，
該中心結束後數年來，仍一再收到國際學者詢問
該刊物，對無法持續發揚已在國際間累積的聲
譽，令人惋惜。

高組長衷心地說，同仁們對於變電箱的反
應，使他確認到改進的必要，然而改進需一步一
步循序執行，透過專業的指導作妥善的規劃。他
歡迎同仁們給予一切意見指教，希望以溝通、瞭
解的態度來解決相關問題。多位同仁也表示希望
校方及中心相關主管爾後在硬體設施規劃上能
兼顧優化研究環境，別重蹈覆轍。

周教授認為以國關中心五十多年的歷史，在
國際間已享有聲望和卓越績效，若在缺乏完善規
劃的前提下，即進行縮編是有風險的，畢竟培養
一個優秀、專業的研究人員、建立一個具信譽的
研究中心是需要時間累積和經驗傳承，並非一朝
一夕即可見效。

日文「問題與研究」月刊
改由台灣發行

言至此，周教授以本身最近籌劃成立的「高
雄市國際關係研究學社」為例，認為成立新單位
並非易事，建立廣泛接觸點及良好關係均要靠時
間來驗證。國關中心雖正處轉型階段，但就相關
研究而言，國際觸角及合作交流等皆是國內首屈
一指，存在的價值及意義重大。因此，規模不宜
太小，應具體的規劃目標，釐定研究範疇，再行
分工，進而考量規模大小、人數多寡等才是最上
策。
周教授建議中心應有企圖心，積極向外發
展，主動出擊，憑藉中心五十多年來與國外學術
交流經驗和良好關係，繼續與國內外智庫及研究
單位簽訂合作協議，從事研究交流，舉辦國際會

中心日前對「東京辦事處」的處理方式在 1
月 12 日的中心研究人員評審會暨法規委員會聯
席會議、1 月 19 日的第 20 次中心事務會議、及
2 月 23 日的中心事務發展座談會等會議中都有
激烈討論。
目前的處理方向有兩大部份，一是積極準備
日文「問題與研究」月刊在台北出版發行的相關
工作，包括編委會的成立、稿件的邀審等。二是
同時開拓與日本研究單位或智庫的雙邊合作關
係，進行交換學者、駐點研究等計劃，繼續加強
台日學術界與政策對話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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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5.1.1—2005.2.28）
01.05 研究會報：「東亞主義中的美國因素」、吳玲君副研究員發表、林正義主任主持。
01.10 專題演講：「Unifying China,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Securing Chinese Sovereignty in the Reform Era」、美國康乃爾大學政
治系教授寇艾倫（Dr. Allen Carlson）主講、袁易研究員主持。
01.10 拜會：法國留尼旺「泛非通訊社」記者Mr. Hakin Malaise 來訪、合交組組長李瓊莉接待。
01.10 年度評估會議：「國際及中國大陸情勢發展2004 年度評估報告會議」、林正義主任主持。
01.11 研究會報：「美國在東北亞之安全利益對台灣、南韓的安全意涵」、中心訪問學者朴泰宇教授（Dr.Tae-Woo Park）發
表、合交組組長李瓊莉主持。
01.12 中心研究人員評審會暨法規委員會聯席會議
01.15 至02.06 寒假
01.19 會議：第20 次中心事務會議。
01.21 拜會：美國在台協會經濟組Mr. Jim Mullinax 來訪、林正義主任接待。
02.23 會議：中心事務發展座談會。
02.24 專題演講：
「外國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以1990 年代中國為例」
、第四所舉辦「中國社會經濟論壇（七）
」
、台灣大學政
治系陶儀芬助理教授主講。
02.25 拜會：新加坡國際廣播電台節目經理陳桂珍女士來訪、蔡瑋所長接待。
02.25 專題演講：「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之現況與反思」、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略研究所門洪華副教授主講、第三所所長陳墇
津主持。
02.26 學術研討會：「歐盟新憲與國際新秩序」研討會、歐盟研究論壇舉辦。

國關中心活動預告（2005.3.1—2005.3.31）
03.02 拜會：印度「興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主管社論董事Mr. Vir Sanghvi
03.02 研究會報：「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一個社會建構論的觀點」、袁易研究員發表、林正義主任主持。
03.02 記者座談會：「反分裂國家法國內民調發表會」
03.20 學術研討會：「中國經濟轉型與地方治理」學術研討會、第四所舉辦、陳德昇所長主持。
03.26-30 國際會議：「台日『亞洲太平洋研究』會議」

2004 年國關中心主辦（共同主辦）之國際會議一覽表
日 期
2004/02/12-13
2004/02/14-16
2004/02/17-18
2004/03/25-26
2004/05/27-28
2004/07/02-03
2004/07/21-08/01
2004/11/16-17
2004/12/16-17

會 議 名 稱
第十一屆「東協智庫聯盟人權對話會議」
第六屆「中華民國與東協第二軌道對話會議」
第一屆「亞洲政治、宗教與種族會議」
第三十一屆台、日「中國大陸問題」研討會
第三十三屆中、美「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第十三屆「台北－漢城論壇」
「振興東北：新思維、新體制與戰略」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十一屆「台歐學術會議」
「Taiwan Under Elections，2000-2004」研討會

地點
馬尼拉
馬尼拉
馬尼拉
台北
台北
漢城
吉林
台北
華盛頓

編者的話
非常謝謝各位先進對「國關通訊」創刊號的欣賞。這一期我們把本中心國際會議系列作了一個
整理。過程中很難處理版面問題，因為資料實在太豐富了，本來要深入報導的，現在只能簡介了。
上期出刊後，有慧建議除刊登正面訊息之外，是否能寫實反映中心處境？對此我加了焦點新聞
一欄，希望為中心同仁熱心辯論的事項再添紀錄。謝謝編輯團隊：婉卿、鳳媚、純珊、令敏、佳娜，
也特別感謝電腦小組許登翔先生，幫忙找到了最有效率的發行方式。
下期我們將要討論中心的另一特色：政策研究。
瓊莉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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