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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亮招牌 重新出發 

 
炎炎夏日伴隨著漫長的暑假終於結束

了，同仁們再次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新的研

究計畫、國際會議、學術交流即將展開。林副

校長兼主任期許國研中心將朝向「擦亮招牌」

的目標重新再出發。 

儘管歷經國內政黨輪替，政大組織改造規

劃以及中心內的人事異動，國研中心作為國內

最資深的智庫，一路走來始終堅守大陸與國際

研究的重要崗位。過程中雖然幾經波折，上學

期期末鄭校長正式宣佈並確立本中心設置四

個研究所，以及四十位研究員的組織與員額規

模，提供了本中心重新再出發的重要基礎。 

正如一位前任國研中心的老長官所言，國

研中心能有今天的國際聲望和地位，是國家留

給政大的一個重要資產。換言之，這個重要資

產的維護，則須要政大和中心同仁共同努力來

達成。暑假期間林主任致同仁的一封信中，除

了再次確認本中心的組織規模之外，也提出了

「擦亮招牌」的具體方案。包括每二週舉行一

次行政主管會議，繼續舉辦中心大會報；成立

學術管理基金；盡速恢復本中心與大陸地區的

學術交流；強化電腦小組成為本中心 e 化的窗

口；積極配合本校在國研中心原址設置研究園

區之規劃工作等。 

中心的組織再造從民國八十五年八月一

日正式併入政大到今天正式步向第十年。正如

一位研究同仁所言，國研中心同仁的學術研究

生涯能有幾個十年。為了努力擦亮我們的招

牌，新學期開始，除了蕭琇安博士正式加入第

一所的陣容之外，其他各所已在積極規劃並展

開聘用新人的作業程序。目前已有第三所確定

公開徵聘「大陸公共政策研究」暨「大陸中央

政治與地方基層組織研究」博士各一名之外，

其他各所也考慮在員額出缺時陸續遞補新人。 

本學期開始中心除了將繼續主辦第十四

屆「台北-首爾論壇」(Taipei- Seoul Forum)及
籌辦第三十五屆中、美「當代中國研討會」之

外。鄭副主任端耀正積極規劃恢復停滯多時的

兩岸學術合作交流計畫。 

同時為持續強化本中心的學術發展，本學

期第一次行政主管會議決議，委請合秘組與李

瓊莉副研究員共同召集各所代表同仁，研礙設

置「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學術發展基金」並訂定

管理辦法。透過該辦法，本中心將可以一方面

向外募集基金，同時也將透過公開透明機制有

效管理該基金，朝向中心永續發展的目標邁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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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學術交流計畫重新啟動 
 

本中心將加強與大陸學術單位的合

作與交流。除繼續推動與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台灣研究所之定期互訪計畫之外，預計本年十

一月十五至二十二日將接待北京社科院台研

所張冠華等一行五人來台訪問。十二月間將由

中心主任率團訪問北京現代國際關係學院、上

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並就「中國

安全」、「兩岸衝突預防」、「台灣選舉」等議題

舉行學術座談會。此行訪問的目的在於建立以

學術導向的合作交流計畫，以期能為兩岸和平

與發展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言。 

 

拉美與非洲的學術交流 
 

由本中心一所研究員嚴震生所主持

的「台灣非洲論壇」(Forum on African Studies 
in Taiwan, 簡稱 FAST)，於今年 9 月 28-29 日

在本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國際研討會。鑒於我

國與非洲及拉丁美洲學術交流的情形並不頻

繁，FAST 透過南非國際事務研究中心(SAIIA) 
懷特研究員(Lyal White) 與阿根廷學術界的關

係，籌畫此會議。透過這一系列的會議，非洲

及拉丁美洲國家學術界及政策圈將會對我國

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經驗，有更全面的認識。 

本計劃主題鎖定在「除了正統的經濟

政策外，亞洲、非洲及拉丁美洲的新興民主國

家，還有什麼其他的選擇？」預計透過三邊會

議的型式，以分析各國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

經濟轉型的可能性與限制。研討會預計分三年

輪流於不同地方舉行，第一次研討會在今年於

國立政治大學國關係研究中心舉辦，2006 年

在南非舉辦第二次研討會，2007 年的最後一

次研討會將在阿根廷舉行。預定在三次會議後

收錄編輯所有專家學者發表的專論出版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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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發展經費自主管理 

 
近年在校方的積極推動之下，中心

與校方之間的行政業務整合作業於 2004 年完

成。從該年起，本中心所有經費收支包括贊助

經費皆由校方統籌管理，影響本中心長期學術

發展甚鉅。有鑑於此，本中心同仁極力爭取自

主管理本中心自籌款，經多次與校方溝通終於

在 2005 年 8 月獲得校方同意，本中心得以設

置「專款專用」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學術發

展基金」，透過基金專款管理委員會，以公開

透明機制分配與監督本中心學術發展基金的

運用。為此，秘書組與主任室將共同負責辦法

之研擬及公文簽辦作業。將來辦法草案完成之

後，需經過中心事務會議通過之後正式呈報校

方核備。有關未來如何為該學術基金開源節

流，歡迎同仁一起集思廣益。 

 

召開追求卓越創新研討會 

 

有鑑於新學年度開始，國研中心將

朝向園區化的方向發展，部份研究與行政部門

的人事的重新調整，都將直接或間接影響未來

中心整體運作與發展。亟需要建立新的伙伴關

係，共同為中心未來學術研究與發展，凝聚共

識進而建立團隊，整裝重新再出發。蘊釀多時

的「國關中心學術發展暨行政協調創新研討

會」，在幾位熱心同仁的參與規劃以及林主任

的大力支持之下，終於在中心第二次行政主管

會議中達成共識，預計將在今年 11 月 26 及

27 日假台北市郊的溫泉會館，就(一)研究能

量的整合；(二)學術交流合作的效率化；(三)

園區規劃的創新思考；(四)學術公關與創收等

主題，舉辦二天一夜的渡假工作會議，屆時歡

迎全體中心同仁踴躍參加。活動所需費用將依

94 年第二次行政主管會議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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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同仁交流園地 
 本中心第四所劉勝驥研究員於今（94）

年 2月 27 日至 7月 5日在大陸華中科技

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講授「社會科學方

法論」，除了完成講授課程的寫作外，也

發表多場專題演講：包括 3 月 9 日在教

育科學研究院主講「台灣高等教育的發

展」；並於 6 月 23 日學期結束時在該校

主講「大陸與台灣的文化交流」；6 月 8

日前往湖北大學教育學院主講「台灣教

育改革的始末與評估」；以及 4 月 10 日

在洛陽師範學院河洛文化中心主講「關

帝崇拜的由來」；4月 11 日在歷史文化學

院主講「台灣關公文化與關帝崇拜」，獲

得各界好評。 

 本中心第四所副研究員趙甦成於今年暑

假期間，前往中國大陸進行田野調查，

此行目的是希望了解當地與農民工議題

相關的民間組織如何運作，以及這些組

織與中共官方，乃至於國際非政府組織

之間的互動情形。期間曾接觸到不同類

型的農民工組織或個人，包括屬於服務

性的、平台性的、乃至於社會上為農民

工爭取保障的個人力量，如年輕律師、

媒體工作者等。此外，也對國際非政府

組織所推動的國際勞工標準規範，如何

間接影響大陸內部對勞工問題的重視，

以及促成對勞工權益的保障等議題，獲

得了寶貴的參考資料。若有同仁對此問

題有興趣者，她很樂意將調研心得與大

家分享。 

 本中心第二所所長蔡瑋公子逸儒因血癌

不治，於今年 8月 20 日中午，坦然走完

人生最後的旅程，留下悲痛至極的父

母、姊姊及關心他的所有親朋好友，辭

逝於美國芝加哥 Loyola 大學醫院，得年

24 歲。中心同仁同感哀傷。蔡所長痛失

愛子之餘，也奉勸同仁，人的一生中最

寶貴的不是功成名就，而是在你我身邊

最親愛的家人。 

 

人事異動 
 第一所所長鄭端耀兼任中心副主任 

 第三所所長袁易兼任「中國大陸研究」主編 

 阮偉芳編審調主任辦公室兼辦人事組業務 

 葉穉英調出版組兼辦「中國大陸研究」執行

編輯工作 

 高騰蛟組長調主任辦公室協助園區規劃，其

遺缺由出納組蕭翰園組長兼任 

 電腦小組許登翔、陳玉加正式併入秘書組 

94 年國關通識課程 

 任課老師 科目名稱 

湯紹成 歐洲安全問題 

湯紹成 歐洲政府與外交政策 

第一所 

甘逸驊 人類安全 

蔡增家 日本政治與經濟研究 第二所 

蔡增家 南韓政治與經濟之研

究 

陳墇津 馬克思主義導讀 第三所 

陳墇津 左派政治社會學 

陳德昇 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

陸投資 

第四所 

劉勝驥 當代中國大陸教育 

 

活動預告 
★第二十二屆「台灣─歐洲關係學術會議」

由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丹麥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聯合主辦，將於今（九十四）

年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在丹麥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召開，會議主題為：「歐盟與東亞：

二十一世紀的合作與衝突」（EU-25 and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由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和韓國

首爾國際論壇共同主辦的，第十四屆「台北-
首爾論壇」(Taipei- Seoul Forum）國際研討會將

於今（九十四）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在台北召開，首爾國際論壇會長也是不久前

剛卸任的前韓國駐美大使韓昇洲將同行出席

此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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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5.8.1—2005.9.30） 
08.03拜會座談：「台灣的政治、經濟情勢、兩岸問題及亞太情勢」，波蘭外交官Mr. Janusz bilski 等一行三人，鄭端

耀副主任主持。 
08.09拜會：「兩岸關係、台美及國際關係、國防與軍事、文化創意產業等」，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國際版主

編，Mr. Gregory  Paul  Sheriadan，林碧炤主任主持。 
08.18學術研討會：「The South Pacific and Taiwan」，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林碧炤主任主

持。 
08.19研究會報：「研究心得、訪問成果、意見交流」，本中心訪問學者Dr. Charles Hadley and  Dr. James Holmes，鄭

端耀副主任主持。 
08.23拜會座談：「台灣的政經情勢、社會建設及對兩岸發展的看法」，大陸旅德中華學術聯誼會訪問團一行十三人 ，

湯紹成副研究員主持。 
08.25專題演講：「China and UNSC Reforms（中國關於聯合國改革之立場及主張）」，Dr. Mohan Malik（夏威夷亞太

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主講，第三所袁易所長主持。 
09.02學術研討會：「歐盟新憲的困境與挑戰」，歐盟論壇主辦，林碧炤主任主持。 
09.07會議：中心第一次行政主管會議。 
09.06拜會座談：「台美及國際關係」，埃及金字塔報（Al-Ahram）日本分社主任Mr. Kamal Gaballa，林碧炤主任主

持。 
09.12專題演講：「當前兩岸關係與攻府政策」陸委會主委吳釗變主講，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09.13學術研討會：「戰略安全論壇」研討會，主題：「兩岸信心建立機制之研究（七）」，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中

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與國防大學戰略研究中心合辦，林碧炤主任主持。 
09.15拜會座談： 加強「自由美洲協會智庫與我合作關係，以鞏固台灣在拉丁美洲區域之地位」，自由美洲協會薩爾

瓦多辦事處執行主任Mr. Arnoldo Jimenez Aguiler，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09.22會議：中心空間規劃委員會議。 
09.20拜會座談：美國華盛頓大學校長Dr. Stephen J. Trachtenberg等一行三人，林碧炤主任主持。 
09.21研究會報：「東南亞恐怖主義對亞太區域安全影響的分析」，第一所劉復副研究員主講，林碧炤主任主持。 
09.22會議：中心學術基金會會議。 
09.26會議：中心第二次行政主管會議。 
09.28-29學術研討會：「亞、非、拉經濟發展策略」國際研討會，主題：「尋找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主流策略」，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非洲論壇主辦，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ohannesburg and the  PENT  Foundation, Buenos Aires 協辦，林碧炤主任主持。 

 
 
 

 編者的話 
首先感謝中心同仁長期以來對合交組和秘書組的支持和鼓勵，使得我們能夠在有限的人力之下，仍然能對

中心學術發展與交流提供服務。新學期開始，本通訊將繼續發揮資訊平台的功能，提供同仁學術研究與行政事

務相關資訊或報導，歡迎同仁多多利用。對本刊有任何批評或建議，歡迎隨時指教。 
慧鸞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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