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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通訊 

 

積極面對全球化競爭的學術市場 
隨隨著著學學術術市市場場競競爭爭的的全全球球化化發發展展，，學學術術

資資源源的的分分配配也也日日趨趨成成果果導導向向。。換換言言之之，，無無論論是是

學學術術研研究究或或是是學學術術交交流流，，都都在在一一定定程程度度上上講講究究

成成果果的的累累積積以以展展現現競競爭爭實實力力。。對對於於以以研研究究為為主主

體體的的學學術術機機構構而而言言，，學學術術成成果果多多半半是是透透過過學學術術

論論壇壇、、研研討討會會、、學學術術期期刊刊論論文文及及學學術術專專書書的的出出

版版來來展展現現。。  

本本中中心心雖雖經經歷歷多多次次的的組組織織改改造造與與人人力力精精

簡簡，，對對於於維維繫繫上上述述兩兩項項學學術術服服務務品品質質的的努努力力始始

終終不不遺遺餘餘力力。。在在台台灣灣學學界界眾眾多多的的學學術術期期刊刊和和學學

術術研研討討會會中中，，三三、、四四十十年年以以上上從從未未間間斷斷的的期期刊刊

出出版版史史和和國國際際學學術術會會議議系系列列呈呈現現了了中中心心歷歷史史

悠悠久久傳傳統統，，和和永永續續發發展展的的決決心心與與成成果果，，其其中中三三

個個主主要要期期刊刊：：問問題題與與研研究究雙雙月月刊刊、、中中國國大大陸陸研研

究究季季刊刊及及 IIssssuueess  &&  SSttuuddiieess 分分別別收收錄錄在在 TTSSSSCCII  

及及 SSSSCCII 資資料料庫庫中中已已是是眾眾所所周周知知的的事事實實。。然然而而

這這些些傳傳統統和和成成果果，，如如何何因因應應全全球球化化競競爭爭的的學學術術

市市場場生生態態，，也也是是今今後後不不容容忽忽視視的的重重要要課課題題。。  

擴擴大大期期刊刊編編輯輯陣陣容容  

面面對對新新的的挑挑戰戰，，從從今今年年度度開開始始，，中中國國大大

陸陸研研究究季季刊刊特特別別增增聘聘了了三三位位國國際際諮諮詢詢委委員員，，分分

別別為為美美國國芝芝加加哥哥大大學學政政治治系系系系主主任任楊楊大大利利、、香香

港港中中文文大大學學政政府府及及公公共共行行政政系系王王紹紹光光教教授授，，以以

及及日日本本野野村村綜綜合合研研究究所所關關志志雄雄研研究究員員。。除除此此之之

外外，，考考量量兩兩岸岸經經濟濟互互動動的的日日益益頻頻繁繁，，該該刊刊特特別別

在在原原有有學學門門類類別別上上增增加加了了管管理理學學門門。。為為此此，，該該

刊刊新新聘聘本本校校商商學學院院院院長長周周行行一一教教授授擔擔任任編編輯輯

委委員員，，進進一一步步強強化化編編輯輯陣陣容容。。  

學學術術導導向向的的國國際際研研討討會會系系列列  

在在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方方面面，，今今年年將將在在台台北北舉舉辦辦

系系列列性性國國際際研研討討會會，，除除了了剛剛閉閉幕幕的的第第 3333 屆屆「「台台

日日『『亞亞洲洲太太平平洋洋研研究究』』會會議議」」，，目目前前正正積積極極籌籌

備備即即將將於於 88 月月 2288、、2299 日日展展開開的的第第 3355 屆屆「「台台美美

『『當當代代中中國國』』研研討討會會」」，，預預計計將將邀邀請請約約三三十十位位

台台、、美美及及華華裔裔學學者者發發表表論論文文及及擔擔任任評評論論，，就就「「兩兩

岸岸認認同同、、區區域域安安全全與與經經濟濟發發展展」」主主題題進進行行學學術術

與與政政策策的的對對話話。。討討論論子子題題包包括括族族群群認認同同、、國國家家

認認同同、、區區域域認認同同的的理理論論探探索索；；中中國國認認同同、、台台灣灣

主主體體意意識識與與兩兩岸岸互互動動；；區區域域安安全全的的認認同同問問題題；；

經經濟濟發發展展的的認認同同問問題題；；以以及及從從認認同同角角度度看看美美、、

中中、、台台關關係係的的圓圓桌桌論論壇壇。。本本次次會會議議將將循循例例以以會會

議議專專書書和和 IIssssuueess  &&  SSttuuddiieess  專專刊刊等等形形式式展展現現會會

議議成成果果。。  

理理論論與與實實踐踐對對話話的的論論壇壇平平台台  

同同時時，，以以中中心心所所屬屬論論壇壇為為平平台台的的主主題題研研

討討會會也也已已陸陸續續展展開開，，包包括括 44 月月底底由由歐歐盟盟論論壇壇主主

辦辦的的「「台台灣灣與與歐歐盟盟：：台台灣灣參參與與國國際際社社會會空空間間」」

研研討討會會。。另另外外，，「「台台北北－－首首爾爾論論壇壇」」將將從從本本((第第

1155))屆屆開開始始增增設設工工作作小小組組，，預預計計將將從從六六月月中中陸陸

續續展展開開，，並並就就共共同同關關切切問問題題如如：：「「東東亞亞多多邊邊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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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機機制制」」以以及及「「中中國國經經濟濟崛崛起起」」等等議議題題進進行行雙雙

邊邊對對話話及及政政策策研研究究。。  

跨跨領領域域整整合合研研究究的的新新方方向向  

在在跨跨領領整整合合研研究究方方面面，，本本中中心心研研究究同同仁仁

積積極極參參與與各各種種多多邊邊和和雙雙邊邊對對話話平平台台擴擴大大研研究究

視視角角，，並並展展開開理理論論與與實實務務之之對對話話。。正正在在進進行行中中

的的專專案案，，例例如如從從「「國國際際核核不不擴擴散散體體制制」」跨跨越越到到

「「化化學學武武器器公公約約」」的的研研究究，，結結合合了了工工研研院院的的專專

業業領領域域；；或或是是從從「「戰戰略略安安全全」」跨跨越越到到「「衛衛生生安安

全全」」的的研研究究，，結結合合了了國國家家衛衛生生研研究究院院的的專專業業領領

域域。。這這些些研研究究課課題題為為中中心心跨跨領領域域研研究究開開啟啟了了重重

要要的的一一頁頁。。  

面面對對全全球球化化競競爭爭的的學學術術市市場場，，如如何何善善用用

中中心心既既有有的的多多邊邊或或雙雙邊邊對對話話平平台台，，擬擬定定研研究究課課

題題，，是是未未來來中中心心同同仁仁開開創創研研究究議議題題的的重重要要學學術術

資資源源。。  

亞區域維和之研究： 
亞太第二軌道多邊對話的 

研究新方向  
 

亞亞太太安安全全合合作作理理事事會會((CCSSCCAAPP))係係區區域域第第

二二軌軌道道多多邊邊外外交交之之主主體體，，本本中中心心負負責責協協調調我我國國

參參與與其其相相關關會會議議之之事事宜宜，，除除對對我我國國參參與與區區域域安安

全全對對話話之之直直接接貢貢獻獻之之外外，，並並希希冀冀對對國國內內提提供供區區

域域間間最最新新的的多多邊邊安安全全對對話話議議題題，，作作為為學學術術暨暨政政

策策研研究究之之參參考考。。  

CCSSCCAAPP 於於 22000044 年年 1122 月月重重組組工工作作小小組組為為

研研究究小小組組，，以以俾俾適適時時反反映映亞亞太太戰戰略略環環境境之之改改

變變。。目目前前共共有有六六個個研研究究小小組組，，研研究究主主題題分分別別

為為：：亞亞太太海海事事安安全全合合作作之之能能力力建建構構、、反反 WWMMDD

擴擴散散、、東東北北亞亞多多邊邊安安全全架架構構之之發發展展、、亞亞太太人人口口

販販運運、、區區域域維維和和暨暨重重建建、、以以及及反反制制國國際際恐恐怖怖主主

義義等等。。各各研研究究小小組組預預定定在在今今((22000066))年年十十二二月月向向

CCSSCCAAPP 執執委委會會提提出出研研究究報報告告，，再再由由執執委委會會對對

官官方方機機制制建建言言。。  

茲茲簡簡述述三三月月間間於於加加拿拿大大溫溫哥哥華華所所舉舉辦辦之之

第第二二次次亞亞太太區區域域維維和和暨暨重重建建研研究究小小組組所所討討論論

之之重重點點。。  

聯聯合合國國成成立立「「和和平平重重建建委委員員會會」」之之意意涵涵  

UUNN 的的和和平平執執行行任任務務((ppeeaaccee  ooppeerraattiioonn))已已由由

傳傳統統的的維維和和部部隊隊漸漸漸漸轉轉為為多多元元的的衝衝突突後後重重建建

工工作作，，「「和和平平重重建建委委員員會會」」((PPeeaaccee--BBuuiillddiinngg  

CCoommmmiissssiioonn))於於去去((22000055))年年 1122 月月開開始始籌籌組組，，亦亦

被被視視為為聯聯合合國國改改革革的的一一部部份份。。主主要要新新方方向向包包括括

加加強強維維和和部部隊隊的的前前置置佈佈署署及及快快速速移移動動的的能能

力力、、加加強強當當地地警警力力的的訓訓練練、、訓訓練練中中心心的的優優化化、、

發發展展執執行行方方針針及及指指導導原原則則、、以以及及財財務務管管理理等等。。  

亞亞齊齊監監督督任任務務  

去去((22000055))年年 88 月月亞亞齊齊自自由由運運動動團團體體((TThhee  

FFrreeee  AAcceehh  MMoovveemmeenntt))與與印印尼尼政政府府於於赫赫爾爾辛辛基基

同同意意以以 EEUU 與與 AASSEEAANN 共共同同主主導導的的 AAcceehh  

MMoonniittoorriinngg  MMiissssiioonn  ((AAMMMM))，，監監督督雙雙方方依依所所簽簽

定定的的備備忘忘錄錄執執行行和和平平及及重重建建工工作作。。主主張張和和平平與與

發發展展並並進進，，藉藉海海嘯嘯後後重重建建來來促促進進和和平平，，不不同同於於

傳傳統統的的維維和和部部隊隊，，AAMMMM 強強調調在在解解散散 GGAAMM 組組

織織過過程程中中並並進進的的重重建建工工作作。。  

開開發發中中國國家家參參與與維維和和暨暨重重建建任任務務  

會會中中由由 CCSSCCAAPP  CChhiinnaa 與與 CCSSCCAAPP  VViieettnnaamm

分分別別就就其其維維和和經經驗驗進進行行報報告告，，兩兩個個報報告告皆皆強強調調

即即使使在在國國內內經經濟濟問問題題尚尚待待解解決決的的情情況況下下，，兩兩國國

政政府府皆皆願願意意投投入入國國際際維維和和暨暨衝衝突突後後重重建建工工

作作。。中中越越的的維維和和經經驗驗代代表表開開發發中中國國家家仍仍可可以以參參

與與國國際際維維和和任任務務，，各各國國的的能能力力((ccaappaacciittyy))已已經經漸漸

漸漸不不是是參參與與國國際際維維和和任任務務的的阻阻礙礙，，相相對對的的，，透透

過過維維和和經經驗驗，，各各國國得得借借機機訓訓練練部部隊隊及及警警察察。。  

國國際際維維和和之之文文化化因因素素  

文文化化因因素素在在會會中中被被提提及及多多次次，，若若不不能能洞洞悉悉當當

地地文文化化，，則則國國際際維維和和部部隊隊或或其其他他重重建建單單位位難難以以

取取得得當當地地信信任任。。多多元元的的重重建建工工作作倚倚賴賴良良好好的的協協

調調，，協協調調單單位位尤尤其其應應重重視視當當地地文文化化及及習習俗俗，，以以

避避免免誤誤會會。。各各國國維維和和訓訓練練中中心心應應有有文文化化課課程程。。  



第第三三次次的的會會議議將將於於今今年年秋秋舉舉行行，，會會中中將將

討討論論本本研研究究小小組組十十二二月月對對執執委委會會所所提提報報告告之之

草草稿稿。。  

~~李李瓊瓊莉莉撰撰稿稿  

「衛生安全研究」簡介 

全球化使傳染病隨著人與人之間互動快

速擴散，「疾病無國界」使各國因此聯結成為

命運共同體。尤其是大規模傳染性疾病，在地

緣鄰近與經貿往來頻繁的亞太國家之間，更突

顯區域的衛生安全與衛生合作的重要性。傳染

性疾病對人類社會呈現出的挑戰，嚴重考驗著

區域安全以及區域內各國國家安全。2003 年

SARS疫情對區域的衝擊及近期間禽流感逐漸

擴散的威脅與日俱增，皆顯示在一觸即發的全

球傳染病戰役中亞太區域已成為世所矚目的

焦點，儼然是衛生防疫的一級戰區，也是全球

衛生安全的重要前哨站。 

透過人類安全、衛生安全與大規模傳染

性疾病相關聯的非傳統安全研究之進行，成為

目前安全研究中的新領域。尤其在恐怖主義研

究當中，恐怖主義與生化攻擊的關聯性也成為

國際反恐的焦點，例如：炭疽病毒。疾病傳染

與生物病毒傳播危害國家安全的途徑，都是當

前非傳統安全研究議題的重點。 

以我國衛生安全言，我國政府自 1997 年

起至 2005 年間九度叩關希望重回世界衛生組

織（WHO），但迄今仍未成功。現今我國除了

被排除在 WHO 主導的全球防疫體系外，亦非

亞太區域中其他主要國際組織之會員；同時更

受到政治的壓力，連在亞太區域中緊急召開的

相關官方衛生合作會議也未被邀請，因此可參

與之政府間國際衛生相關組織與活動便非常

有限。 

所以增進國際衛生合作活動之推進，加

強台灣參與亞太區域內之衛生安全對話機制

及聯繫交流網絡，促進台灣與亞太國家相關政

府部門、智庫、學者專家在區域衛生合作中建

立起密切的合作關係，以強化我國在國際衛生

領域中的各項合作便成為當前要務。 

行政院衛生署委託本中心辦理「衛生安

全專案」之目的，係為尋求協助強化衛生署衛

生事務國際化及拓展我與亞太國家之衛生事

務交流與實質合作。透過推動衛生安全專案，

專案研究群可以開拓衛生安全研究領域與落

實國際衛生合作，並促進非傳統安全研究的內

涵。 

本計畫專案成員 

    本計劃係由劉復國副研究員主持，協同主

持人有詹滿容教授、邱亞文博士、甘逸驊副研

究員。專任助理李維欣為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圖

書資訊管理學碩士；兼任助理楊舒詠現為國立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劉復國撰稿 

 

教研交流 

♦ 最新統計94學年度本中心有十位研究同

仁在政大共開設13門通識課程，及政治

系、新聞系、中山所、日文系等系所的5

門一般課程，詳細課程名稱請參考中心

網頁 http://iir.nccu.edu.tw/hcourse/h_course.htm  

♦ 大陸研究教學整合案於95 年3 月28 日

會議後已定案，中國大陸研究中心諮詢

委員會將進行重組，本中心三、四所所

長將擔任諮詢委員，另各相關學院各推

派2 名教師共組諮詢委員會。 

中心同仁交流園地 

 本中心編輯出版組朱美玲小姐將於 95年

8 月 15 日退休。 
 本中心第三所研究員陳墇津將於 95 年 8

月 1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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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本中心訂於6月5日與北京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共同舉辦「兩岸關係與東亞區域安全」研討會。

★本中心訂於 8 月 28~29 日舉辦第 35 屆「台美『當代中國』研討會」。 

國關中心活動大事紀（2006.03.01—2006.04.30） 
03. 01演講：「11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對台政策的演變」，朱高正博士主講，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3. 01會議：中心編譯出版暨秘書組業敄工作重新調整說明會，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3. 02學術研討會：「中國經濟社會論壇」第18次研討會，「區域經濟整合與兩岸經貿關係」，與談人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安丰明、

呂芳、卓凱等一行三人，第四研究所主辦，陳德昇所長主持。 
03. 02會議：中心95年度大陸交流年度規劃會議，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3..17座談：校長候選人發表會，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3..21 本中心第8 次行政主管會議。 
03..22會議：「南亞問題民間專家小組第4 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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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3拜會：「自1998年簽訂合作備忘錄以來，後續交流事項」，美國馬里蘭大學全球華人事務研究所主任Dr. Michael Ma

主講，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3.24-25學術研討會：「2006年兩岸高等教育法制與高等教育改革」學術研討會，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大陸研究中心暨本校教

育系共同主辦，鄭瑞城校長主持。 
03..27演講：「中國崛起對澳洲之意義」，Dr. Anthony William English（澳洲Flinders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學講師）主講，鄭端耀代

主任主持。 
03. 29演講：「China’s Rise: Peaceful or Otherwise」，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Richard Baum主講，袁易所

長主持。 
03.30-31學術研討會：第33屆台日「亞洲太平洋研究」會議，主題為：「變動中的東亞國際關係」。 
04.10座談：「東亞安全與歐洲的角色」，英國皇家空軍Wing commander Steven Wilson來訪座談，歐洲聯盟論壇主辦，鄭端耀代主

任主持 
04.11演講：「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and Chile-Taiwan Relations」，智利太平洋經濟合作理事會(PECC)主席兼APEC企業諮

詢委員會委員Dr. Manfred Wilhelmy主講，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4..12演講：「當前獨立國協情勢與俄中關係」，我國駐白俄羅斯代表，姜書益代表主講，吳東野研究員主持。 
04..19本中心第9 次行政主管會議。 
04..20座談：「戰略安全論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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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1座談：「布胡會與美中台三邊關係」座談會，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共同主辦，鄭端耀代

主任和李有成所長共同主持。 
04..21座談：「雙方之學術交流合作」，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生態與地理研究所陳曦教授等一行四人，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4..24本中心研究人員第77 次評審會暨法規會聯席會議，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4..25座談：「雙方之學術交流合作」，Dr. Abdul Malik Fadjar等印尼智庫學者訪問團一行六人，鄭端耀代主任主持。 
04.29學術研討會：「台灣與歐盟：台灣參與國際社會空間」研討會，歐洲聯盟研究論壇主辦，甘逸驊研究員主持。 
04.29-30學術研討會：「中國市場轉型與社會發展」研討會，本中心第四研所主辦，陳德昇所長主持。 

 

 編者的話 
本期開始將陸續介紹中心同仁的研究計畫和個人參與國際學術活動之心得，歡迎同仁踴躍提供資料。 

 順頌      研安                                                                               慧鸞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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