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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籟會議  凝聚共識 
 

組織重整往往是一項冗長而艱鉅的工

程，經驗告訴我們，改革的過程中需要愛心和

耐心，也需要智慧和勇氣。其中不可或缺的要

件就是不斷的溝通，進而凝聚共識。這是 93
年 9 月第一次在陽明山天籟會館舉辦「國研中

心創新研討會」(以下簡稱天籟會議)的目的。

不可諱言地，第一次天籟會議所達成的十六點

共識至今尚未完全落實，正如部份同仁所言，

在過去一年間，除了恢復研究會報，「晉用一

位新人，中心歷史陳列，中心網路，及外文編

輯，其餘的近乎沒有進展。」但是，同仁尋求

共識的心未曾稍減。這也是第二次天籟會議之

所以能獲得同仁支持繼續舉辦的原因。雖然本

次會議出席同仁只有二十位。但是包括四個研

究所所長在內總共 17 位研究同仁，三位行政

同仁出席並熱烈參與討論。在兩天一夜的會議

中，同仁透過破冰遊戲增進彼此的認識與肯

定，在輕鬆的氣氛中建立信心與共識。並在緊

湊的一天議程中，就「中心體制、多元考評、

人力協調、學術外交」等議題，提出具體執行

方案與時間表的初步共識。 

首先，在體制健診方面，達成三點共識：

(一)本會議後近期內召開中心法規委員會，就

主任產生方式、遴選辦法進行實質討論並擬定

相關草案後，依程序送請校方審議。(二)為公

平維護中心同仁權益，積極向校方爭取確立

「一次進行三級三審教研升等」原則。(三)

分別邀約下屆校長候選人撥冗至中心與同仁

們進行對話，藉聆聽其治校理念暨對中心未來

發展之期許與展望藍圖。 

在多元考評方面，同仁支持，在維持研究

與學術品質的堅持與前提下，參酌本校院級單

位之教師評量辦法，給予中心研究人員較多元

之「研究」與「服務」記點彈性，俾提升研究

人員積極參與中心相關庶務之意願。 

在人力與行政協調方面，達成八點共識：

(一)考量公文流程之順暢度，並有效追蹤公文

流向，建議原由秘書組承辦之公文管控業務改

由主任辦公室辦理。(二)鼓勵中心研究人員積

極主動參與來訪蹲點之大陸學者接待事宜。

(三)建議採「議題導向」決定學術研究之資源

分配。(四)落實學術獎勵制度。(五)中心交流

以「維持現有，開拓新局」為原則，並以學科

導向積極納入大陸重點高校為對象。(六)建議

所有涉及運用中心資源之交流個案均請提送

中心行政主管會議審議。(七)中心行政人員現

編列 12 位，請爭取將圖資組 3 名人力歸建回

校本部圖書館，俾實際充實中心行政人力。(八)

中心人力日趨緊縮，建議在可預知人員退休或

離職情況前預為規劃進用程序，避免捉襟見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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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窘境發生。 

中心的組織重整一路走來顛顛簸簸，雖是

歷史因素使然，卻也留給現階段仍留在國研中

心繼續努力的同仁責無旁貸的使命，亦即為中

心和政大建立一套符合實體研究單位永續發

展的建制，以期達到研究和教學間相輔相成雙

贏互利的最終目的。 

李中清談中國研究的變化 

今年 11 月 15 日美國密西根大學中國研

究中心主任李中清與中心同仁進行了一場有

關中國研究學科發展的對話，對同仁在相關議

題的研究方法上有深入的啟發，特摘錄重點提

供未參與的同仁參考。 

依據李主任的研究，現階段三大「中國

學」學術動態的趨勢有三大方向，分別是(一) 

專業化：在既有系所的學科架構下，重視個人

原有專業學科的背景；(二)跨學科越來越重

要：透過不同學科（不同視點）的整合，以人

為研究對象；(三)全球化與在地化：以比較研

究法，把中國放到全球的架構下，研究人的行

為，例如比較人的行為重要性如何？不同地區

人的行為有怎樣的差異？為何有差異？等等。 

在許多學科當中，經濟學界較少涉獵

country level 的研究，而李博士認為心理學

將是未來研究的重點，一則是因其有自然科學

的屬性，容易申請到經費，二則是其以人的行

為為對象，亦是社會科學的重點。 

在學術研究領域中，分析方法有其重要

性，例如抽樣方法、計量方法、口頭訪談、問

卷調查、田野調查、深度訪談、文獻研究、檔

案研究等等，都是基礎訓練。因此，在學校研

究所的課程中，應以提供全面的研究方法為

主。 

總之，李主任認為許多西方的學科理

論，多出自於西方社會，不見得適用於中國，

中國的經驗亦可能修正西方的理論，其中的議

題，都值得探討。 

(陳永生整理) 

 

從學者觀選團 
看大陸的台灣研究 

 
隨著 2005 年「三合一選舉」逼近，大陸

關心台灣選情的學者陸續來訪。包括北京中國

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以下簡稱北京台研所)
研究員兼所長助理張冠華、人物室副主任許鐘

萍、綜合研究室助理研究員冷波、政治研究室

助理研究員金奕、吳宜等一行應中心之邀請來

台進行一週之參訪。 

本中心與北京台研所於 1995 年簽定交流

協議以來，每年皆固定安排機構間的組團互

訪。雖然協議效期為三年且並未正式續約，但

是雙方交流從未中斷，即便是在兩岸關係相對

低迷時期，與該所的人員互訪亦能持續不斷。

今年北京台研所來訪適逢交流合作十週年，正

說明了兩岸學術交流永續經營的成果。 

依據張研究員的說法，北京台研所此行

首次正式以觀選名義來訪算是一項突破。從大

陸當局觀切選情的程度來看，中共當局似乎是

將此次地方選舉視為 2008 年總統大選之前的

熱身賽。同時，彼等也關切近期大陸對台一連

串胡蘿蔔政策是否會反應在選舉結果上。 

觀察十年間大陸學者的台灣研究人口未

見大幅成長，但是對台灣民主化的了解從完全

生疏到實地觀察選情，其間的差異不可謂不

大。以這次張冠華等來中心座談為例，彼等提

出了對台灣選情的基本看法，例如，民調結果

可信度的質疑，選民結構的掌握，尤其是中間

選民的特質，及其對選舉結果的關鍵影響力，

有了不同於以往的觀察角度。 

從兩岸學術交流的角度來看，本中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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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人力與經費上，致力於維繫機構間的合

作，長期提供兩岸學者交流服務，對拉近兩岸

學界認知差異上扮演了重要的橋樑角色。 

 
台北-首爾論壇 

建立雙邊交流工作小組 
 

 第 14 屆「台北首爾論壇」在幾經波折之

後，終於在 11 月 21 日圓滿落幕。此次會議韓

方代表團由現任首爾國際事務論壇主席，也是

前韓國外交部長韓昇洲博士領銜，團員包括补

正熙總統時期(1975-1979)國家安全顧問，擔任

過前南韓駐聯合國使節團團長和前駐美大

使，也是前總統府(青瓦台)秘書長的金瓊元博

士；三星企業和三星電子企業首席執行長补熊

緒博士；前外交通商部(MOFAT)外交政策顧問

會議主席柳世熙博士；現任韓國國際貿易協會

貿易研究中心主任，同時也是副總理特別顧問

的玄旿錫博士；現任首爾國際事務論壇計畫主

席，同時也是韓國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主席金

達中博士；韓國國家科學研究院院士(member 
of Kore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及國家

政策研究院客座教授安秉俊博士；前韓國駐華

大使，現任西京大學校長韓哲洙博士；韓國國

防大學教授同時也是國防部長特別助理，也擔

任過南北韓核武管制委員會資深委員的韓庸

燮博士。 

 本次會議期間正值 2005 年「亞太經合會」

(APEC)非正式領袖會議在釜山舉行，與會學

者分別就 APEC 的發展、自由貿易區協定、六

方會談、中國崛起、兩國國內政治、雙邊合作

等議題進行熱烈的討論。 

本次研討會結論中也作成具體共識，將

設立「台北-首爾論壇工作小組」(Taipei-Seoul 
Forum Task Force)，同時就台韓共同關切的雙

邊問題邀請雙方專家學者二至三人提出研究

報告(working paper)，作為下屆「台北-首爾論

壇」研討會年度會議議程安排之依據。雙方並

同意未來研討會之結論將形成政策建言，各自

送請政府部門參考。 

中心同仁交流園地 

 第一所研究員嚴震生於 10 月 26 日至 28

日應印度社會科學院之邀請，赴新德里

參加「Democracy, Economic and IT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East Asia and 
Beyond」研討會，並於尼赫魯大學國際

學 院 就 「 Taiwan-China Economic 
Interactions: Futur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發表專題演溝。 

 本中心第一所研究員王承宗已於 10 月 5

日退休。 

 本中心第二所所長蔡瑋研究員當選本校

校長遴選委員會研究人員代表。 

 第三所所長袁易研究員執行國科會計劃

<<中國遵循國際建制規範的動力及進

程：以「化學武器公約」為例>>於 10 月

7 日至 14 日訪問北京和上海進行訪談研

究。 

94 年下新增國關通識課程 

 任課老師 科目名稱 
甘逸驊 英國與愛爾蘭研究 第一所 

蕭琇安 國際公法與兩岸關係 

導論 

第三所 袁  易 軍備控制與國際安全 

 

活動預告 
★第二所定於 12 月 16 日於國研中心新簡報

室與中國大陸研究學會共同主辦、中共研究

雜誌社協辦「東亞峰會後亞太情勢的轉變」

研討會。討論議題包括東亞高峰會、布希東

亞之行、釜山亞太經合會、胡錦濤的亞歐之

行等近期亞太戰略情勢的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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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5.10.01—2005.11.30） 
10.04座談：「全球戰略武器擴散、朝鮮六方會談、兩岸關係」，加拿大哥倫比亞大學武器防擴散研究中心主任Dr. Wade L. Huntley

（Director, Simons Centre for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 Research，Liu Institute for Global Issu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主講，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0.04學術研討會：「歐洲聯盟的機制建構、權限、工具與決策程序」，歐盟論壇主辦，林碧炤主任主持。  
10.06座談：「美中關係發展中的台灣國家利益」，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和國防大學戰略研究中心共同主辦，

林碧炤主任主持。 
10.06會議：中心第71次評審會議。 
10.07拜會：「台灣的寧靜外交問題、台日關係現況」，「美國之音」東京分社記者Mr. Steven Herman來訪，林碧炤主任主持。 
10.07座談：「CII’s Role in Promoting Indian Industry and India-China Bilateral Trade & Economic Cooperation」，本中心訪問學者、印度工

業聯盟顧問Mr. U.D. Bhatkoti主講，林碧炤主任主持。 
10.13座談：「台商投資長江三角洲之經濟與社會影響」，第四研究所主辦，陳德昇所長主持。 
10.13座談：「大陸政治改革之近況」，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胡偉常務副院長主講，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0.26研究會報：「1990年後日本經濟衰退的根源分析」，第二所蔡增家副研究員報告，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0.27-28學術研討會：「第22屆台歐會」在丹麥召開，由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和丹麥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共同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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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拜會座談：「台灣軍事改革、中共軍力、美國在東北亞軍事戰略調整」，韓國國防研究院Dr. Park Seon Sup; Dr. Ahn Pyong Seong; 
Dr. Song Whasup; Dr. Hwang Jacho 等一行四人來訪，林碧炤主任主持。 

11.08學術研討會：「Assessment of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Policy Roundtable，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

辦，劉復國副研究員主持。 
11.10座談會：「亞太時事及外交工作」，外交部亞太司林松煥司長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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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會議：中心評審會議。 
11.14拜會座談：「當前研究計畫的介紹與成果分享」，美國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李中清博士（Dr. James Z. Lee）主講，鄭

端耀副主任主持。 
11.16座談：「年底縣市長選舉、台灣政情發展」，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台灣研究所張冠華等一行五人來訪，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1.19學術研討會：「歐洲民主化的前景與挑戰」研討會，歐盟論壇主辦，林碧炤主任主持。 
11.19-20學術研討會：「第14屆台北─首爾論壇」研討會，在台北舉行，由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和韓國The Seoul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共同主辦，主題為：「Reg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林碧炤主任主持。 
11.23研究會報：「三打三防到聯合作戰」，第三研究所丁樹範研究員報告，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1.24拜會座談：「Vision of Democracy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Dr. Martin Edmonds等一行八人來訪，鄭端耀副主任主

持。 
11.25-26學術研討會：「國關中心學術發展暨行政協調創新」研討會，主題：「擦亮招牌─解決方案」，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主辦，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1.26會議：中心第二次行政主管會議。 
11.27學術研討會：「中國國營企業民營化」兩岸研討會，第三研究所主辦，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1.29拜會座談：「斯洛伐克外交政策、歐盟與俄羅斯、烏克蘭等東歐國家關係」，斯洛伐克「公共事務協會」名譽會長Dr.Martin Butor

及「外交政策協會」研究中心主任Dr. & Mrs.Alexander Duleba 等一行三人來訪，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1.30拜會座談：「當前美、中、台關係發展」，上海台灣研究所陸笑炎等一行二人來訪，蔡瑋所長主持。 
11.30拜會：日本愛媛大學弓削俊洋教授等一行三人來訪，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編者的話 
合秘組於11月間籌辦與協辦多項會議，在人力不足情況下，不得不延遲本期出刊時間，造成不便之處，尚祈見諒，

並請繼續惠予支持與指教。   
順頌  耶誕暨新年快樂！   
                                                                                               慧鸞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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