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國際關係學會首屆年會
暨「台灣與國際關係的新紀元」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報 到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台北市徐州路二十一號）

08：30 ~ 09：00

國際關係學會會長：林碧炤
09：00 ~ 09：30

時間

貴 賓 致 辭
學 術 論 壇
Raymond Duvall 教授

09：30 ~ 10：30

（美國明尼蘇達政治學系教授）

10：30 ~ 10：45
時間

會 主持人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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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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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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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午
場
︶

2-1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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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題目

國際關係理 宋學文（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所教授兼
論之研究與 所長），層次分析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
發展
及模型建構
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之新方向
黃旻華（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國
際關係研究之四種知識論：現勢論、理性
論、實證論、規範論
大國與國際 張登及（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
關係理論 理教授），軟權力概念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
發展試析：以冷戰後的中國為案例
陳牧民（中興大學國際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
授），國際關係中的領土與主權：以中印領
土糾紛為例
邱昭憲（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
人），冷戰後中共多邊安全制度的參與—國
際合作理論的檢視
陳怡君、陳宛郁（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
士生、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論美國
霸權政治影響力之轉型-以美日關係為例
Issues on 周茂林（開南大學社會人文學 院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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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Relationship 陳慶昌（英國威爾斯大學國際政治學系博士
候選人），Democracy, National Im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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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aru N. Atena- Stefania（中興大學國際政
治研究所博士生），European Union and
Taiwan –A Path toward Enhanced
Cooperation
日本外交與 何思慎、陳舜仁（輔仁大學日文學系副教
安全
授、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
生），後小泉時代日本東亞安全戰略調整之
研究
林賢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助理研究
員），「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路線下之日
本對中亞政策
石原忠浩（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
研究員），日本對台灣政策的組織、制度與
過程
東協與東南 林若雩（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
亞
東協安全共同體(ASC)之建構：東協組織安
全思維的轉變
徐遵慈（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研究中
心副研究員），中國與東南亞經濟整合
李瓊莉（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
究員），「衝突預防」概念在東協的實踐
歐盟組織與 蘇宏達（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
政策
員）
，從政府間主義解析里斯本條約的發展
過程與條約內容
曾秀珍（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助理教授），
歐洲聯盟法之法律性質及位階-比較法觀點
王啟明、楊舜翔（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
教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國關組學生），歐
洲中央銀行的角色分析-以東擴前後為例
魏子迪(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畢)，歐盟
在京都議定書制定及執行的角色

4-1

歐洲人道與 姜家雄（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歐洲聯
維和政策 盟與聯合國的衝突解決
藍玉春（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歐盟
ESDP 國際人道救援行動之初步檢驗

4-2

王順文（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
人），統一後德國出兵政策之研析
Human
周志偉（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助理
Rights and 教 授 ），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on
International Membership and the Issue of Representation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2

顏永銘（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政治系
博士生），The Asian Human Rights Charter
(1998): NGO Efforts to Regional Human
Rights Mechanism in Asia
Susana N. Vittadini Andres (韋淑珊)（淡江大
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教授）
，Inter-Americ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nd Court
午餐/午宴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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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建制與 俞劍鴻、周宛青（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
新制度主義 教授兼所長、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
教授），國際(泛)領域暨議題與國際建制:那
一個專門術語比較精確?
陳俊昇（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何謂「鑲嵌的自由主義」?－試論 K Polanyi
的理論典範與 John G. Ruggie 的國際建制理
論、多邊主義的新制度論途徑及方法論的反
省
黃瓊玉（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碩士生），新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以東亞高峰會為例
認同、行為 徐斯勤（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集體
者、國際關係 認同因素對於日本與南韓戰略安全關係演
理論
變的影響：方法論上「最不可能案例」(The
least likely case)之運用
陳欣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副教
授），國際體系行為者的身份、地位與行為
羅絜，林平（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碩士生、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誰是我們的
客/工/家人?
台灣的非洲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
外交
研究員），甘比亞：典型的台灣現階段非洲
邦交國
梁崇民（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教授），布
吉納法索的外交政策
廖顯謨（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
授），中國經濟崛起後我國對非洲的史瓦濟
蘭外交開拓與固守
周志杰（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助理教
授），建構島國外交的核心價值：台灣與非
洲島國聖多美普林西比關係之展望
中小型國家 鄭端耀（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外交模式研 兼主任），中小型國家外交政策分析探討
究Ⅰ
湯紹成（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
員），奧地利外交政策之研究
郭秋慶（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荷蘭
的小國外交作為台灣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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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4-3

蕭琇安（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
究員），瑞士外交政策之演變與啟示
日本政治與 楊鈞池（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副教授），
經濟
日本參議院之研究─以 2007 年參議院選舉
為例
林超琦（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趨
向較強黨紀的自民黨？以 1996 年以來自民
黨提名政策為例
林文斌（嘉南藥理大學文化事業發展學系助
理教授），誰在決定預算？戰後日本政官相
爭的虛實
王文岳（中研院亞太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員），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根源：由高度成
長到經濟泡沫
亞裔英語知 石之瑜、黃威霖（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識圈的中國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印度的中
學
國研究社群劄記－文明融合？
辛翠玲、陳昌宏（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
教授、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新加坡的中國研究社群－－中西之間？
黃華彥、林 端（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畢、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歐美身分
的中國研究社群－外在超越？
廖高賢（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
人）
，海外亞裔的中國研究社群：中間路線？
亞太區域研 李佩珊（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區域
究與發展 公共財與亞洲區域合作
孫國祥（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雙層博弈分析：以美日的
政策變遷為例
韓松沃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研究助理教
授），From Miracle to Mirage: Rethinking
Asian Exceptionalism vis-à-vis the Third
World
林廷輝（國家安全會議助理研究員），太平
洋區域整合現況與挑戰：從太平洋島國推動
「太平洋計畫」角度觀之
日本、中國維 張雅君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
和行動與小 究員），中國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安
武器
全認知及其意涵
李大中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助 理 教 授 ）， 日 本 與 聯 合 國 維 和 行 動
（1992-2007）
戴天楷（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人類安全與武器管制規範：以國際小武器管
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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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派與 蔡政修（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國際關係理 國際關係英國學派之理論評析與應用：以台
論
灣的國際地位問題為例
李卓濤（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碩士），國
際關係中英國學派的理性主義
傅澤民（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大衛與哥利亞：權力不對稱的互動結構與兩
岸關係
兩岸與國際 林文隆（開南大學應用英語系兼任助理教
關係
授），The Ups and Downs of US-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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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弘昌（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後研究員），
民主化與對敵國政策：台灣與南韓經驗比較
之初探
初國華 （菲律賓比立勤大學在台分校講
師），台灣型國際關係理論
中小型國家 鄭端耀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
外交模式研 員兼主任），瑞典中立主義外交政策變革
究Ⅱ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
員），芬蘭外交政策的演進
盧倩儀（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
員），愛爾蘭外交政策之發展軌跡
梁崇民（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教授），丹
麥外交政策分析
日本行政與 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政策過程 日本行政改革核心「強化首相領導權」之分
析
徐年生 （真理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助理教
授），從戰後日本外交路線的轉換看日華關
係之演變：以鳩山內閣期的「自主外交」為
考察對象
蘇俊斌 （文化大學行 政管理學系助理教
授），從生存權的保障看日本的社會福利政
策
中國學的周 孟祥瑞、張登及、郭銘傑、石之瑜、郭佳佳
邊群體身份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中正大學
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台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
授、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台灣
的中國研究社群─中國中心？
邵軒磊、周兆良（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生、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助理教授），日
本的中國研究社群─世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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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00
∫
17 : 30

阮懷秋，周志杰（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
士生、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助理教
授），越南的中國研究社群─大國陰影？
崔浩熲（政治大學東亞學研究所博士生），
韓國的中國研究社群劄記─遍地開花？
中國經濟與 王群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外交政策 中國西部開發與中亞區域合作
黃清賢（成功大學政治學系講師），從辯證
思維看中共的外交政策發展
譚偉恩（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博士生），
經濟起飛，「毒佈」全球：以中國出口貿易
製造商的產品安全為例
越南、俄羅 梁錦文（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斯、歐亞區域 副教授），越南新領導階層對其外交政策之
影響
楊三億(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學系助理教
授)，歐盟睦鄰政策與其對烏克蘭政策實踐
許湘濤、吳彥然（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
授、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俄羅
斯與中亞邊界問題之研究
蕭倩琳、陳怡君、王啟明（政治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生、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生、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比較區
域研究—以歐洲與亞洲共同貨幣政策為例
人權與人類 辛翠玲（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安全
論跨國公民社會-台日韓二戰戰犯處理問題
李有容（開南大學公共事務與管理學系助理
教授）
，經濟發展與人權保護在台灣-試論樂
生療養院之變遷
蔡育岱（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講師），人
類安全概念在台灣外勞問題上之適用性
王偉鴻（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生），從 WHO 之國際衛生條例 IHR2005
審視大陸公衛法律體系對人權保障之規範
理性與聯結性

閉幕式：
國際關係學會會長：林碧炤
國際關係學會秘書長：楊永明
貴賓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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