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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中心大陸交流成果報告  
二○○五年十二月十八日耶誕節前夕，國

研中心四位研究所所長聯袂代表中心前往大

陸進行學術交流的「恢復之旅」，加強與重建

中心與大陸智庫暨重點高校的交流合作關

係，獲致豐碩的成果。 

此次恢復之旅是在中斷一年之後，為回應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於二○○四年九月

之邀請而成行。出發前雖因中心主任人事變

動，一度影響訪問團行程與成員之安排，造成

主辦單位相當的困擾。但是，在同仁的努力與

現代國關院的諒解與協助之下，訪問團終於順

利成行。接待單位對於中心此次訪問由四位所

長同行表示高度重視，並為後續交流奠定良好

的基礎。 

主題式研討會的交流模式 

依據「94 年天籟會議」共識，基於中心

人力經費有限的考量，未來中心各項交流活動

將以議題導向研討會形式為主。本次訪問特別

安排以全天會議形式，和現代國關院進行雙邊

學術研討會，就「台灣三合一選舉與民進黨大

陸政策、亞太安全格局與兩岸關係，以及兩岸

社會發展及其影響」等議題，由雙方與會代表

發表引言報告，並在國關院重新改建的現代化

會議廳中進行意見交流。雙方研究同仁從不同

角度探討共同關切的議題。與會者包括現代國

關院副院長陶堅、涉台研究中心主任孫恪勤、

美國所副所長袁鵬、安全與戰略所研究員歐陽

立平、安全所副研究員陳向陽，以及本中心訪

問團成員，包括第一所所長兼代主任鄭端耀、

第二所所長蔡瑋、第三所所長袁易、第四所所

長陳德昇、第一所副研究員劉復國、第二所副

研究員兼合作交流組組長彭慧鸞進行學術交

流。雙方也特別就兩岸外交戰、軍事互信機制

等敏感議題提出建議和看法，雖然未能達成共

識，但是也能充份理解彼此的看法。 

在當前亞太安全格局方面，袁鵬認為目前

呈現出四個特性：(一)冷戰和熱戰遺產、結構

和思維之並存；(二)政治對抗、經濟利用和戰

略防範的三者並存；(三)歷史因素加上現實考

量的並存；(四)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因素的並

存。同時，亞太安全格局亦呈現三個變化：(一)
角色與身份的轉型；(二)中國崛起的現象；(三)
區域一體化的發展。陶堅副院長則特別闡述了

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來調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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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威脅論」所營造的負面形象，強調「和諧世

界」正是中國向國際社會學習的開始。總體而

言，雙方的論點求同存異，但是對加強交流則

有高度的共識。 

研討會結束之後的行程，則是一系列的拜

會和座談。在北京的行程包括兩個重點高校如

北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對外經濟貿易大學國

際經濟研究院及重要研究機構與智庫如中國

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

所、台港澳辦公室，以及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孫

亞夫副主任的會談與晚宴。 

總體而言，政策部門或其所屬智庫對於基

本主張與立場的仍有所堅持。如中國國際問題

研究所的看法代表外交系統的觀點，對中美關

係發展表示樂觀，但對中日關係感到憂心和悲

觀。他們以為兩岸外交休兵不是不可以考慮，

但要做很困難，尤其在台灣不接受一個中國原

則下，很難實際操作。儘管雙方立場未盡相

同，但是仍建議交換刊物加強交流，以增進彼

此的了解。 

與北大師生談民主化 

在北大國際關係學院的師生座談，主要

是由該校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教授、副院

長袁明教授、國際政治系孫岩副教授、台港澳

研究所張植榮副教授暨該所五位研究生就台

灣三合一選舉、兩岸制度競爭以及西方民主制

度是否適用在中國大陸進行意見交流。王院長

特別向台灣學者提出台灣民主化對大陸之意

義的問題，亦即台灣民主化和大陸有何關係？

台灣民主制度對大陸有何參考和吸引作用？

大陸為何要民主化？民主化對大陸有何好

處？台灣自以為有價值的民主制度，是否大陸

持同樣觀點，或是不以為然？他同時表示大陸

人未必認同台灣民主化發展，如果台灣有意推

展民主經驗，或促進大陸自由民主發展，應在

這些問題上加以解釋和合理化，才能讓大陸民

眾思考台灣民主對大陸的意義。 

與外經貿大學展開新課題交流 

由於以往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學院與

本中心的接觸較少，因此特別重視我方的訪

問，當天參與座談者包括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

華曉紅教授、副院長夏占友教授、院長助理莊

芮博士、技術性貿易措施研究中心主任夏友富

教授、湯碧教授、寇文煜博士、國際經濟研究

所副研究員高巍以及中國商務部國際貿易經

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外貿部主任劉雪琴也一同

出席，雙方熱烈討論兩岸經貿合作的相關議

題。在熱烈的討論之後，雙方同意可以就「兩

岸產業一體化」等相關課題進行共同研究或互

派學者蹲點研究。另外透過學術研討會和專書

計劃等型式進行雙邊學術與政策對話，為台灣

參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思考解決方案。 

兩岸研究的上海新視野 

從北京到上海只有二個半小時的飛航時

程，卻呈現了截然不同的思維與視角。在上海

社會科學院訪談的時間雖然較為緊湊，但是包

括副院長黃仁偉研究員、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暨

國際戰略研究中心主任周建明教授、台港澳交

流辦主任暨台灣研究中心秘書長王海良博

士、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辦公室主任楊劍、

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王成至博士等與中心訪問

團成員進行前瞻性議題的竟見交流，包括如何

開創台灣的國際空間、建設台灣成為國際組織

的會議中心，以及提出兩岸關係應該從經濟社

會建構、傳統與全球化兼容並蓄的角度，共同

建構民族國家的創新思考。並提議未來雙方可

以就此一課題成立議題工作小組深入討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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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兩岸關係發展的框架（framework）作成

研究報告。雖然兩岸分隔多年，但是在全球化

與經濟整合過程中，台灣與上海的心理距離顯

然比和北京的距離來得接近。 

國際關係中的文化因素 

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訪談中，了解

到隨著中國國力的增強，大陸學界正致力於從

文化層面檢視以西方價值為核心的國際關係

理論，該所俞新天所長所主持的專案計劃將於

2006 年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日本、歐洲、

美國等學者專家嘗試從國際認同、國際體制、

國際法制等面向探討文化對衝突與融合，乃至

於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進而提出以中國文化為

核心的價值體系，作為檢視中國整體外交戰略

的依據。 

上海復旦國關學院的學科對話 

 相對於其他智庫的訪談，在上海復旦大

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座談則呈現出學科領域對

話的特色。在意見交流過程中，雙方分享各自

目前進行的專題研究計畫。在分享的過程中，

多少對大陸重點高校教研同仁關注兩岸發展

和所關心的課題有更深刻的了解。譬如，「地

方政府與外交事務」、「政黨國家的社會關

係」、「沿邊對外關係」、「一國兩制與台灣國際

空間」、「前蘇聯國家模式」、「中國民族國家建

設」、「三民主義在當代中國中的作用」、「民國

政治與新中國的比較研究」等，為兩岸學界交

流提供了不同課題面向的合作選項。 

 

交流心得與成果 

 此行學術交流恢復之旅雖然經歷了一波

多折，最終仍能順利完成國研中心兩岸學術交

流的恢復之旅，並帶回來進一步合作交流的成

果，包括出版品的交換，著作成果的相互交

流、聯合研究小組、短期駐點研究等未來合作

項目。歡迎各所有興趣研究同仁可以到合作交

流組來索取相關資料。 

＊＊＊＊＊＊＊＊＊＊＊＊＊＊＊＊＊＊＊ 

中心同仁交流園地 
 第三所研究員丁樹範應邀於 1 月 1 日至

31 日赴德國柏林自由大學漢學系講學一

個月，分別講授「兩岸關係」和「中國

外交政策」兩門課，並依該系規定，以

密集上課方式，完成每門課上十六週每

週三小時的進度。在此期間也順道拜訪

了柏林的德國國際事務與安全研究所，

和德國外交關係協會兩個研究機構。 
 本中心第四所副研究員葉稺英已奉准將

於 95 年 4 月 30 日退休。編譯出版組朱

美玲也奉准將於 8月 15 日退休。 

 

活動預告 
 
★本中心定於 3 月 2 日下午邀請清華大學台

灣研究所安丰明、呂芳、卓凱等一行三人來

中心座談。 
★本中心定於 3 月 17 日邀請本校四位校長候

選人前來中心與同仁就中心發展交換意見。

★本中心定於 3 月 30 及 31 日於國研中心國

際會議廳舉辦第 33屆台日亞洲太平洋研究會

議，會議主題為「變動中的東亞國際關係」，

將邀請台日學者就「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影

響」、「美日安保強化與亞太安全」、「東亞經

濟競合及其影響」、「日中台三邊關係」、提出

政策研析報告。會議備有口譯，歡迎同仁踴

躍參加。 
★本中心第四（中國經濟暨社會）研究所將

於四月主辦「中國區域經濟地方治理」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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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5.12.01—2006.2.28） 
12.. 01座談：「我國『縣市長選舉』、兩岸政策及我國際處境」，三合一選舉國際媒體觀察團，Dr. Jacques deLisle等歐美媒體智庫學

者十人，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2.. 05拜會：美國德州Rice University 人文學院兼貝克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Dr. Steven W. Lewis來訪，嚴震生研究員主持。 
12.. 06拜會：「與歐盟論壇交流」，英國倫敦政經學院Programme Director Mr. Yury Bikbae等二人來訪，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2..12演講：「Sino-American Relations:Strategic Partnership or Rivalry?」，澳洲國家大學教授Dr. William T. Tow主講，鄭端耀副主任主

持。 
12..13座談：「On a path to disaster? Taiwan’s Youth Attitudes toward Mainland China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本中心訪問學者，Dr. Shelley 

Rigger主講，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2..15座談：「中國市場化改革與人才制度反思」，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顧海兵教授主講，第四研究所主辦，陳德昇所長主持。。

12..16學術研討會：「近期亞太戰略局勢變化」，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大陸研究學會、研究雜誌社同主辦，蔡瑋所長主持。 
12..16拜會：德國「萊茵水星報」首都辦事處主任Dr. Hartmut Kuehne一人，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2..18-24本中心鄭端耀副主任率團前往大陸北京、上海學術交流。 
12. 23演講：「US-Japan Alli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Taiwan」，University of Richmond王維正教授主講，鄭端耀副主任主持。 
12..24學術研討會：「2005年的歐洲聯盟：回顧與展望」，歐盟論壇主辦，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27座談：「Tibe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he deep interest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ies towards China」，中

心訪問學者，西藏政治專家，前達賴喇嘛駐紐約、華府代表Mr. Tenzin N. Tethong主講，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28會議：中心第74次評審會議。 
12..29座談：「大陸國際關係、大陸對外關後及兩岸關係」，北京大學趙寶煦教授等一行六人，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12..31學術研討會：「中國威脅論：歐美觀點」研討會，歐盟論壇主辦，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1.04會報：「中心前往大陸北京、上海學術交流（94/12/18-24）」成果報告，蔡瑋所長、袁易所長、陳德昇所長、彭慧鸞組長及劉

復國副研究員主講，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1.06學術研討會：「歐洲聯盟與兩岸以及亞洲國家關係」研討會，中心歐盟論壇、興大社管學院歐盟研究中心籌備處及興大國

際政治研究所共同主辦，沈玄池先生及甘逸驊研究員二位主持。 
01.09座談：「雙方合作交流」，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張敦財副所長等一行四人，陳德昇所長主持。 
01.09拜會：美國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校長David Leebron等一行三人，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1.10拜會座談：「我國爭取加入國際組織之努力等議題」，聯合國記者團Mr. Yuyet Nguyen（German Press Agency，德通社）等一

行三人，嚴震生研究員主持。 
01.11演講：「中國社會變遷對政治的影響」，哈佛大學國際事務課程教授及亞洲部主任Dr. Anthony J. Saich主講，鄭端耀代主任主

持。 
01.11學術研討會：「中國經濟社會論壇」第16次研討會，「台商大陸投資1千大調查：趨勢與挑戰」，工商時報,副總編輯梁寶華

主講，第四研究所主辦，陳德昇所長主持。 
01.12拜會：「外交事務及歐盟問題」，荷蘭國會眾議院勞工黨籍議員Mr. Frans Timmermansa來訪，劉復國副研究員主持。 
01.13座談會：「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ransformation in Poland」， Professor Katarzyna Zukrowsk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epartament, 

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主講，歐洲聯盟研究論壇主辦，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1.20學術研討會：「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近年來之發展與未來之展望」，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主辦，鄭端耀

代主任主持。 
02.09拜會：民主太平洋聯盟張希典副秘書長等一行二人，彭慧鸞組長主持。 
02.20學術研討會：「中國社會經濟論壇」第17次研討會，「中國三農問題：趨勢與挑戰」，原湖北監利縣棋盤鄉黨委書記李昌平

主講，第四研究所主辦，陳德昇所長主持。 
02.23學術研討會：戰略安全論壇—圓桌會議，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處及國防大學戰略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外

交部研設會顏建發主委主持。 
 

 編者的話 
本期的出刊較預定時程晚一個月，主要是由於去年年底到今年年初各單位活動相對減少，基於版面和成

本考量特別將12月到2月合併出刊，造成不便之處，尚祈見諒。 
                                                                                              慧鸞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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