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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上半年相當忙碌。外有台灣

的立法委員選舉（1 月 12 日），與緊接其

後的總統大選（3 月 22 日）。內則是本中

心三年一次的評鑑。自一月起，本中心即

開始接待海外不同團體，就總統大選後台

海兩岸關係的發展進行對話。我方學者盡

全力傳達台灣需要國際空間的信息。總統

大選結束後，全中心同仁即全力投入自我

評鑑的準備工作中，對過去三年的學術等

各項活動，進行一次總檢討。自我評鑑結

束之後，中心研究同仁結合視訪委員與校

方之建議，就中心未來的轉型與發展進行

多次內部對話。 

 

 
 
 

各所上半年學術活動 

 
 
第一所 
1. 五月十日，國際關係學會首屆年會學

術研討會在台北舉行，一所同仁鄭端

耀、嚴震生、湯紹成、盧倩儀、蕭琇

安分別發表論文。 

2.  五月二十日，本所協助新聞局舉辦新

總統就任國際記者座談會，所長嚴震

生及蕭琇安參與主持及討論。 
 

第二所 

1. 舉辦五次「亞太論壇(五)」研討會，

本所李瓊莉、吳玲君、彭慧鸞、洪淑

芬、柯玉枝分別發表論文，並各有兩

位學者評論。 

2. 舉辦多次座談，受邀者包括明治大學

政治學系伊藤剛教授、中央研究院政

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理研究員丁志

鳴、邱明斌、外交部日本事務會執行

長蔡明耀等。 

3. 三月二十九日，與日本大陸問題研究

協會，於台北福華飯店共同舉辦第 35

屆台日亞洲太平洋研究會議。 

 
第三所 
1.  三月邀請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大

學 Michael Hubbard 教授，講題為「New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Aid & the 
Role of Taiwan」。 

http://iir.nccu.edu.tw/
mailto:iir@nccu.edu.tw


2. 四月十日英國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

團亞洲區編輯劉慧玲女士前來本所拜

訪，並商討期刊出版推展事宜，之後並

拜會研發長，商討與政大出版社之合作。 

3. 袁易研究員七月前往大陸進行研究訪

談。 
 
第四所 
1. 完成去年十二月十四日「新世紀中國政

策研究：中共十七大觀察報告」研討

會之論文挑選與編稿，預計 2008 年 9
月以《新世紀中國政策觀察》為題，

正式出版。 

2. 五月十九日，邀請佛光大學「未來學研

究所」所長姜新立博士專題講座，講題

為「社會科學的重建」。 
3. 二○○八年年度集體研究計劃：「兩岸

治理地方治理與公共政策」已獲國科會

15 萬元的經費補助，預計於十月八日召

開「兩岸治理與公共政策研討會」。 
 
 

國關中心三年一次自我評鑑 

 

 

今年五月一日，本中心進行三年一次

的自我評鑑。此次評鑑作業於一月中旬正

式開跑，於三月中旬完成本中心與四個研

究所過去三年學術研究成果、國際與兩岸

學術交流、國際與兩岸學術會議舉辦等各

項重要數據的整理。同時，中心鄭主任與

四個研究所所長分別就過去三年的成就

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並根據近幾年國際

與台灣學術研究環境的轉變，提出未來三

年的發展規劃。 

    本次自我評鑑兩天，邀請高貴禮

（Gregory Noble）、楊大利、楊永明、張

家銘、宋鎮照五位視訪學者。兩天視訪主

要分為四個部分：中心簡報（主任）、四

位所長報告、委員與中心各期刊主編對

話、個別研究人員談話。第二天中午，校

長邀請委員們與主任共餐。此次自我評鑑

有助於研究人員對於中心現況更深入的

瞭解。評鑑之後，同仁就未來的轉型舉辦

多次的內部對話。 

 
 

大陸旅外人士總統觀選團 

 

 

本中心合作交流組於今年初接受陸

委會委託辦理「大陸旅外人士 2008 年總

統選舉觀選團」活動，邀請美國、新加坡

及日本等三地 8位大陸旅外學者來台觀

選。 

行程及辦理情形： 

本次是以觀察總統選舉為主軸，為讓

各團員能瞭解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在選前

安排三場座談會，北部分別與政大中山

所、歐亞基金會，南部則與中山大學政治

系等學者就選情分析、兩岸關係等議題交

換意見。選後亦於本中心就選後看台灣未

來之發展為題，與台灣學者對話。除此之

外，亦安排參觀兩黨候選人南部競選總部

及在北部的智庫，並實地觀察兩黨候選人

選前之夜的運作、台灣老百姓投票狀況及

參觀計票中心開票情形。行程雖然緊湊，

仍讓該團認識台北市各項建設與發展，參

觀台北 101 、遊覽故宮博物院、陽明山、

淡水及野柳等地，讓學者實際體驗台灣人

民休閒生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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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中心座談會： 

3 月 24 日，台灣學者共二十人參與，

結合大陸學者、研究生共五十人在本中心

新簡報室座談。座談會由政大選研中心游

清鑫主任、國關中心甘逸驊教授分別給予

10 分鐘之引言。其後，雙方學者各自提出

看法與問題。大陸學者提出問題如下： 

1.這次選舉看到台灣民主又向前進了一

步，尤其是雙方選民的理性表現。 

2.在台期間，電視中鮮見到有關國際新     

  聞，顯示台灣的人民國際觀有待加強。 

3.台灣的選舉可用政治牌、經濟牌、族群

牌來分析，這個分析也都符合這幾次大

選的結果。 

4.中國大陸內部有很多重要問題需要解

決，台灣如果在外交、軍購等問題上持

續與中國衝突，中共方面可能也很難面

對如此龐大的壓力。如今馬英九上台，

不會有台獨的疑慮，兩岸問題或可暫時

擱置。希望台灣方面不論在做出什麼樣

的舉動時，都應先做好溝通的工作，以

免造成誤會。 

5.關於對中共的理解也有另一種看法，認

為胡的個人領導，會使得中共對台灣的

善意迅速回應，也是為了制衡軍方勢

力。 

6.內政方面，台灣下一步發展需要大量的

資源，這些資源何來？若擱置主權問

題，兩岸關係如何拉近？藍綠之間的傷

痕又要如何撫平？ 

 我方學者與對方對話時，均強調未來

四年到八年之間，對兩岸關係的發展相當

重要，希望雙方能夠把握此一寶貴機會。 

 
 

 

學者來訪特別報導(一) 

Dr. J. D. Crouch 
 

 

1 月 24 日上午十點，前美國副國家安

全顧問、前駐羅馬尼亞大使 Dr. J. D. 

Crouch 在本中心國際會議廳以「一個動態

的亞洲安全環境下之美台關係」為題進行

專題演講。參與聽講的來賓除了校內師生

外，宏都拉斯駐台大使與新加坡駐台代表

等多國駐台人員皆蒞臨現場聆聽這次的

演講。 

    Dr. Crouch提出三項影響台美兩國關

係的重要因素，首先是美國全球反恐問

題，他認為雖然台灣並不是最主要的目

標，但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下，台灣並不

能完全避免這個問題，同時也是美國必須

合作的夥伴。其次是東北亞北韓問題，他

們可能有核武發展的能力，甚至將這些技

術輸出，這對全世界都有可能造成威脅。

最後一個因素就是中國的崛起。 

    他認為中國崛起是不可避免的，其中

在安全問題上，台灣問題是中國所關切，

同時也牽連到台美關係；而在台美防衛的

議題上，Dr. Crouch 認為台灣要加強國防

能力與預算，美國也要在適當的時候提供

協助，必要時也要表現出這個能力來嚇阻

可能發生的衝突，另外台美雙方高層交流

也要有制度化的作法，以增加彼此的互

信。 

    對於台灣積極加入國際社會的行

動，Dr. Crouch 認為台灣是個民主社會的

典範，在經濟與政治上的發展可以成為其

他國家學習的模範，所以對外輸出民主經

驗是加入國際社會的一個方向；同時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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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反恐的情勢下，美國更需要台灣這個朋

友，此外在經濟層面上，台灣也是美國重

要的夥伴之一。  

    這場演講由國關中心鄭端耀主任擔

任主持人，會中諸多學者對台美議題與 Dr. 

Crouch 交換意見，並有一番熱烈的討論，

也讓參與演講的來賓對於目前台美關係

有更深入的了解。 

 
 

學者來訪特別報導(二) 

大陸學者楊團 

 

趙甦成 

2008年4月21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

所研究員兼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楊團受

邀並獲中華基金獎助，至我中心蹲點研

究，就臺灣農會發展進行考察，至 6 月 17

日返回北京。概況如下： 

  

一、 研究與交流 

 

    楊研究員在台研究期間，下榻於本校

學人招待所，並由本中心提供專屬研究室

及電腦等相關配備。渠在台行程主要由本

案邀請人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

員趙甦成安排。由於楊員此行研究目的，

係參考台灣農會的經驗以為大陸解決三

農問題的借鏡，因此考察活動乃集中於從

歷史的縱深和農業、農村轉型的視角，對

台灣農會和相關政府等公共機構進行考

察及瞭解，並從事相關資料的蒐集。 

    本中心雖長期從事大陸研究，以及相

關議題的兩岸比較，然而對台灣農會問題

則較少涉獵；因此楊員參訪活動之安排，

勢須動員到本中心以外的多重網絡關

係。所幸，在本中心內外各方的協助下，

得以順利安排相關參訪活動。經由多方動

員以及楊員展現出高度的研究熱忱的情

況下，短短 58 天的研究期間，楊員從北

到南，再到東部，行蹤遍及臺灣全島，重

要的活動項目歸納如下： 

 

（一）與各大學、研究單位學術交流 

      交流之大學與單位包括：政大（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學務處、社會

系、公行系）、台大（學務長、農

學院）、大同、中央、中興、東海、

暨南、中正、中山、東華、中央研

究院 

（二）專題演講活動 

先後於政大（碩士研究生專題講

演）、政大國關中心、中興大學、

中正大學、中山大學和大同大學進

行六場講演。 

（三）農會與農戶參訪 

承暨南大學、中正大學、中興大

學、中山大學的廖俊松、廖坤榮、

袁鶴齡、范錦明等多位教授的聯絡

與安排下，參訪的鄉鎮農會及農戶

包括： 

1、省農會：省農會鮮乳加工廠、省農

會總幹事張永成先生 

2、鄉鎮農會 

（1）南投縣農業處、南投縣魚池鄉農

會、鹿谷鄉農會，以及 6 農戶 

（2）嘉義縣農業處、縣農會；梅山鄉

公所；民雄、六腳、布袋三個鄉

鎮農會，神農獎優秀農民，養殖

戶、養猪戶、種茶戶等 5 戶農民

和梅山瑞峰村幹事 

（3）雲林縣西螺果菜運銷公司、斗南

鎮公所、斗南鎮農會、古坑果菜

合作社 

（4）屏東枋寮地區農會、漁業養殖

戶、美濃鎮農會、聚農果菜合作

社、屏東農業科技生物園區 

（5）宜蘭三星地區農會、蘇澳鎮港邊

社區發展協會 

（6）台中霧峰鄉農會、農糧署分署 

（7）臺北縣三峽鎮農會、果菜批發市

場 

（四）農業相關公部門：行政院農委會輔

導處、農業金融局、臺北農產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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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農業保證基金，農訓協會。 

（五）與民間組織交流： 

921 臺灣震後重建基金會、埔里的

新故鄉文教基金、海棠基金會、四

川抗震臺灣 NGO 聯盟。 

（六）參加學術研討會：東海大學主辦之

2008 台灣公行年會及國際學術研

討會 

（七）校際合作研究小組會議： 

與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

所、台大農推系、中正政治系相關

人員多次進行研究議題商討。 

 

二、具體成果與效益 

 

    此次延攬楊員前來研究台灣農會，除

了增進楊員對台灣農會的瞭解，有助於渠

對中國農村問題的再省思外，台灣學風自

由、學術研究嚴謹、社會自由民主以及民

眾的熱情亦深印其心。歸納言之，交流具

體成果如下： 

 

（一） 經交流互動已建立起兩岸間互蒙

其利的合作研究計畫： 

楊員結束研究返北京前，本中

心已組成針對湖北建始縣正開展的

綜合農協試點的農村研究團隊。團

隊成員包括本中心研究人員、本校

教授、研究生，7 月底啟程前往建始

縣參訪調研。本項調研人員尚包括

熟稔台灣農會之臺灣大學農推系賴

亞柔主任及孫樹根教授，渠等與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之團隊在建始縣會

合，考察、講演並提供方案諮詢和

培訓。 

在此研究基礎上，目前政大、

台大已達成將在2009年 4月在臺灣

召開兩岸農會（農協）組織與現代

化的研討會。此外，中正大學廖坤

榮系主任（政治學）亦另擬定了相

關之研討與交流活動方案。 

上述的學術交流顯示了經由雙

方互動交流已有具體成果。首先，

雙方研究互蒙其利，對岸可借重台   

灣農會之經驗，對大陸三農問題提

出對策。我方可借楊員與其試點案

為平台，前往大陸進行實地田野調

查（中國大陸近年雖日漸開放，然

而倘無特殊管道，台灣研究者實不

易進行基層農村之田野調查） 

（二）學習台灣抗震經驗，提供大陸相關

單位汶川震災借鏡 

（三）促進對台灣民間組織在農業、震災

以及社區發展領域上角色與功能

的認知，有利於雙方的互動與交流 

（四）經由楊員引介，政大參與了中國大

陸科學協會所主辦的以安排台港

澳學生暑期前往大陸實習為內涵

的玉山計畫，本年暑假已遴選派出

8 名學生代表前往實習。經由本校

及楊員的協助，亦促成了其他學校

如中央、師大等的實習計畫之推

動。  
  
 

中心同仁通過國科會97年補助 

 
 
一、 頂大計畫 

1. 政府治理與經濟擴溢：日本南韓與

台灣在中國跨域投資策略之比

較。總主持人，蔡增家。 
2. 中國農村制度改革與轉型（I）：湖

北省建始縣「新農村綜合發展與治

理」之試點。總主持人，王瑞琦。

子計畫：劉雅靈、陳永生、于有慧。

本計畫已完成田野調查(7 月 28 日

至 8月 11 日)，將於 9月 5日舉辦

田野調查訪談心得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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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出爐 97 學年度國科會計畫  

研究員 研究計畫名稱 

蕭琇安 保護責任：國際法下的意含、

影響與規範形成之挑戰 

蔡增家 追求經濟成長的國度：日本四

大財閥形成、擴張與轉型的質

性與量性分析（1880-1980）

鄭端耀 中小型國家外交模式之研究 

－瑞典中立主義外交政策變革

甘逸驊 歐洲統合的全球身份認同：理

論建構與「另類」模式 

盧倩儀 歐盟研究在亞洲﹕台灣､大陸､

日本､之比較 (II) 

盧倩儀 中小型國家外交模式之研究 

－愛爾蘭外交政策之發展軌跡

張雅君 

中日、中印安全困境與台灣安

全空間的探討：新安全觀模式

實踐與台灣的安全選擇（II）

吳東野 歐洲聯盟的小國研究：外交行

為與政策影響 

彭慧鸞 技術標準設定的新制度分析-

中國推動 WAPI 的個案研究 

劉復國 
南海新情勢與台灣安全戰略的

新思維(I) 

陳德昇 全球化、區域經濟與治理：從

比較觀點看環渤海灣區的發展

－全球在地化與跨界治理-環

渤海韓日商與長三角台商大陸

投資跨國比較(I) 

袁易 中國參與外空建制之解析：一

個建構論的觀點 

丁樹範 創新與中國的國防工業改革 

嚴震生 
（三年

期） 

非洲後衝突國家建立永續和平

的挑戰(二)：政治制度的建立

及民主機制的公平運作 

出 版 園 地 

 
 從97年1月起到6月為止，本中心發行

之SSCI及TSSCI皆已經按時出版期

刋如附表三。 
表三：本中心97年上半年度出版品一覽表 
出版品名稱 主編 刊期/日

期 
等級 

Issues & Studies 
Quarterly 

嚴震生 44:1~2 SSCI 

問題與研究 
季刊 

吳東野 47:1~2 TSSC
I 

中國大陸研究 
季刊 

袁  易 51:1~2 TSSC
I 

問題與研究 
雙月刊(日文版)
 

蔡增家 37:1~2 － 

戰略安全研析 劉復國 33-38 － 
資料來源：本刊整理 

 
 

人 事 動 態 

 升等 恭喜第一所劉復國家已完成

研究員之升等，並於今年二月一日起

生效。 

 退休第四所江振昌副研究員退休，

七月三十一日生效。 

 歡迎新伙伴加入  

恭喜第二所增添生力軍，石原忠浩助

理研究員。八月初，欣見吳釗燮研究

員回到本中心第三研究所。誠心地歡

迎與祝福二位研究伙伴。 

 
 

 6



 

 

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8.0101—2008.06.30） 
01.08座談：「2008年台灣立委選舉情勢」，倫敦政經學院Dr. Christopher Hughes等一行七人。 
01.16座談：「兩岸關係、軍事國防」，美國學者專家訪台團Dr. Kirk Larsen等一行九人。 
01.23會議：行政主管會議。 
01.24演講：「US-Taiwan Relations in a Dynamic Asian Security Environment(在一個動態的亞洲安全環境下之美台關係)」，Dr. D. J. Crouch II

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 
01.25座談：「Analysis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Dr. David Brady  (Deputy Director,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本中心

第三研究所與美國文化中心共同主辦。 
02.25座談：「台灣總統大選後的兩岸情勢」，英國「王家三軍聯合國防研究所」（RUSI）Prof. Michael Clarke等一行八人，鄭端耀

主任主持。 
02.26演講：「中國大陸變革中的政治與治理架構」，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研究所研究員賴海榕，鄭端耀主任主持。 
02.26演講：「全球化下日本的農業改革」，日本東京大學本間正義教授，鄭端耀主任主持。 
02.29座談：「雙方合作事宜」，Dr. Ian Holliday (何立仁，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 Dr. Ka-Ho Mok (莫家豪，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

副院長)。 
03.05會議：中心評審會議。  
03.05會議：「國家安全報告」，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鄭端耀主任主持。

03.06：座談：「日本的中國研究狀況與趨勢」，日本明治大學政治學系伊藤剛教授，蔡增家所長主持。 
03.11：座談：「The EU＇s Policy towards China: Between Disillusion and Dialogue」，Dr. Guenter Schucher德國漢堡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亞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所長，本中心訪問學者。 
03.12會議：行政主管會議。 
03.12學術研討會：「中國推動WAPI強制標準的新制度分析：正式與非正式制度路徑的選擇」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第二研究所主辦，吳玲君副研究員主持。 
03.13：座談：「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Aid and the Role of China and Taiwan」，英國伯明罕大學國際發展 Michael Hubbard教授，

張雅君所長主持。 
03.13：會議：「國家安全報告」第一組小組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 
03.14：會議：「國家安全報告」第三組小組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 
03.20：演講：國際關係研究工坊（一），「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World History」，丁志鳴（中央研究院政治學

研究所籌備處助理研究員），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研究所主辦，彭慧鸞副研究員主持。 
03.20：座談：「就台灣與印尼之總統選舉與民主化交換意見」，印尼學者觀選團，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理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 
03.21：座談：「總統大選與兩岸情勢發展」，英國倫敦政經學院亞洲研究中心觀選團Dr. Christopher R. Hughes 等一行十五人。 
03.24：座談：「從總統大選後看台灣未來之發展」，本中心主辦「2008年大陸旅外人士總統選舉」觀選團。 
03.24：座談：「我國大選後之政治情勢、兩岸政策及對美政策」，美國學者觀選團Mr. Michael Auslin(歐世林)等一行十五人，嚴震

生所長主持。 
03.26-29學術研討會：第35屆台日亞洲太平洋研究會議，「2008年東亞新政局的變遷與展望」，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

日本大陸問題研究協會共同主辦，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日本交流協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協辦。 
03.28：座談：「南海會議」，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 
03.28：座談：「戰安論壇」，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 
03..30-04.02：座談：「台越雙邊對話」，越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理事會中華民國委

員會秘書處協辦。 
04.02：學術研討會：「從國際生產分工看東亞生產分工與貿易結構的變化與影響--依據貿易統計數據的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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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慧鸞副研究員主持。 
04.16會議：行政主管會議。 
04.17：座談：「中共政治改革與外交戰略」，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略研究所訪問團康紹邦副所長等一行六人、 
04.12-13學術研討會：「兩岸政經轉型與民主發展-新政府人事、政策與互動取向」，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 
04.21學術研討會：「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Noodle Bowl Syndrome and Taiwan’s “Go South” Policy」，吳玲君（政治大學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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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亞太所副研究員），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研究所主辦，彭慧鸞副研究員主持。 
04.22拜會：「兩岸及外交政策之瞭解」，美國太平洋戰略研究所（PSI）費學禮（Richard Fisher）所長，鄭端耀主任主持。 
04.29座談：「The Interactions of Strength of Governments and Alternative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Avoiding Currency Crises"」，邱明斌教

授(國立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理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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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1-02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自評。 
05.03-04學術研討會：「全球運籌、策略聯盟與東協效應─台日商大陸與越南投資跨國比較」研討會，政治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暨

治理論壇與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陸研究中心主辦、     
05.09演講：「邁向卓越大學」，高教司何卓飛司長。 
05.13座談：「中國農村發展現況與對策」，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兼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楊團研究員、   
05.14會議：行政主管會議。 
05.14座談：「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Ms. Kerry Dumbaugh 鄧凱麗博士，Specialist in Asian Studi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美國國會研究處亞洲事務專家)、   
05.14學術研討會：「十七大後的中共拉美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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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玲君副研究員主持。 
05.21座談：「The 2008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A Continued Revolt of the Moderates?」，Dr. Charles D. 

Hadley，University Research Professor Emeritus，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嚴震生所長主持。

05.22座談：「Political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Puzzle, Theory and Evidence」，Dr. Yi  Feng 馮毅，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美國克萊蒙研究大學副校長、 
05.24學術研討會：「危機或轉機？－南韓經驗與台灣經驗比較」學術研討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文化學術交流

基金會共同主辦，吳仁輔董事長、彭慧鸞副研究員主持。 
06.10演講：「新世代的台日關係展望」，蔡明耀（外交部日本事務會執行長），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研究所主辦。

06.11學術研討會：「衝突預防概念在東協區域論壇的實踐」，李瓊莉（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亞太所副研究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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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1會議：中心評審會議。 
06.13上午演講：「從企業併購談兩岸統獨」，曹興誠(聯電榮譽董事長、 
06.13座談：「兩岸和平的機會與挑戰」，曹興誠(聯電榮譽董事長、 
06.16座談：「Beijing’s Taiwan Policy: New Development and New Challenges，北京對台政策：新發展和新挑戰」，趙全勝，美國美利

堅大學區域比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06.18座談：「A Comparative Study of Korean,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Family and Contemporary Business Organizations」，Dr. Hong Yung Lee 

(李鴻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教授，彭慧鸞副研究員主持。、 
06.19座談： 「the Enlarge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future role in a multipolar world」，德國外交官柯德 （Dr. Hilmar 

Kaht）先生， 嚴震生所長主持、 
06.25會議：行政主管會議。 
06.25會議：中心行政會議。 
06.25座談：「當前美中台關係與北京對台政策」，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理學院劉長敏教授，湯紹成副研究員主持。 
06.26座談：「戰安論壇」，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 
06.27座談：「澳洲之外交與中國-台灣之新關係」，Dr. Curtis Andressen , 澳洲福林德斯大學政策及國際關係學院高級講師、 

備註：未特別註明者，皆為鄭端耀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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