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 2012 年會 暨
「全球變遷與興起中的國際秩序」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協辦單位：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東海大學政治學系、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
景基金會、臺灣歐洲聯盟中心、政大歐洲聯盟研究中心、中央
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時

間：2012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

地

點：國立中興大學社管大樓（B1）國際會議廳（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

議程表(教師組)
101 年 10 月 6 日（六）
08:0009:00

報到 (社管院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開幕式：貴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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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院長(立法院院長)
李德財博士(國立中興大學校長)
徐堯煇博士(國立中興大學副校長)
蔡東杰博士(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
包宗和博士(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會長)

地

點：社管院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專題演講
題 目：從變遷中的國際局勢展望我國外交政策
主講人：董國猷次長(外交部)
地 點：社管院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10:10-10:30 茶敘
10:30-12:00
第一場：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英文組)(一)
主持人：裘兆琳(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1.發表人：趙春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題 目：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評論人：趙建民(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教授)

2.發表人：何思因(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題 目：Pax Mercatoria in the Taiwan Strait
社管大樓
評論人：林碧炤(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B1 國際會
3.發表人：丁樹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三研究所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議廳
題 目：“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visit
評論人：陳一新(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
4.發表人：王高成(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題 目：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Sino-US Relations
評論人：李明(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12:00-13:10 午餐演講
講 題：歐盟現況與歐台關係
主講人：Mr. Frederic Laplanche (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
地 點：社管院大樓 213 會議室
13:10-14:30
第二場：區域安全與傳統安全(一) (歐盟場)
主持人：蘇宏達(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臺灣歐盟中心主任)
1.發表人：楊三億(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題 目：歐盟整合與政策學習理論
評論人：周志杰(成功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101 教室

2.發表人：卓惠真(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所分析師)
題 目：歐洲債務危機的演變與威脅
評論人：李貴英(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3.發表人：葉國俊(中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題 目：歐元區紓困爭議與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作為
評論人：蘇宏達(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臺灣歐盟中心主任)
4.發表人：黃瑀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科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題 目：由歐洲貨幣整合談亞洲貨幣整合之條件－由清邁協議檢視
評論人：葉國俊(中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第三場：區域經濟合作與非傳統安全(一)
主持人：何思因(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1.發表人：陳尚懋(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題 目：台灣泰國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分析
評論人：何思因(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2.發表人：邱奕宏(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研究員)
題 目：投資自由與國家安全之權衡－論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之回應
評論人：李世暉(政治大學日本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102 教室 3.發表人：盧業中(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
題 目：中國大陸與世界貿易組織(WTO)：從規則遵守者到規則制定者？“China and the
WTO: From Rule Taker to Rule Maker?”
評論人：鄧中堅(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4.發表人：張文揚(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
題 目：Analyzin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評論人：李世暉(政治大學日本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第四場：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英文組)(二)

103 教室

主持人：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研究所研究員)
1.發表人：林文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題 目：The USA-PRC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on the Taiwan Issue since 2000
評論人：劉德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2.發表人：陳一新(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
題 目：U.S. Strategy of Pivoting in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ffensive/Defensive
Realism
評論人：蔡明彥(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3.發表人：陳欣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題 目：Institutional Containment against Rising Power: Declining Hegemon’s Alternative
Strategy beyond Hard Balancing
評論人：劉德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4.發表人：李大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題 目：U.S.-China Military-to-Military Ties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
評論人：蔡明彥(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第五場：國際關係理論(一)
主持人：宋鎮照(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發表人：郭雪真(陸軍官校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題 目：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與評析
評論人：林泰和(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104 教室

2.發表人：劉秋苓(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 目：國際關係三大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評論人：馬祥祐(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發表人：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題 目：國際關係反思現實主義理論及其未來可能性
評論人：袁易(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4.發表人：廖舜右(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蔡松柏(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題 目：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的再連結
評論人：張心怡(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
第六場：全球政治與治理(一)
主持人：林碧炤(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121 教室

1.發表人：周繼祥(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郁瑞麟(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題 目：國際關係中關於全球治理的本體論之探討
評論人：宋興洲教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2.發表人：孫國祥(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
題 目：金融危機後的全球治理：多邊主義的再生？
評論人：印永翔(中山大學經濟所教授)
3.發表人：李明軒(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助理教授)
劉孟奇(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

題 目：網路是否能夠改變中國?資訊通信技術對於政府治理與貪腐程度之影響
評論人：趙建民(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教授)
4.發表人：周旭華(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教授)
題 目：全球貿易治理新圖象：由 2011 年 WTO 部長會議管窺
評論人：洪德欽(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14:40-16:00
第七場：區域安全與傳統安全(二)
主持人：宋興洲(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1.發表人：蔡明彥(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張凱銘(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題 目：阿富汗戰後重建成效評估
評論人：沈明室(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101 教室 2.發表人：姜家雄(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題 目：不可能的任務？非洲聯盟的維和行動
評論人：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研究所研究員)
3.發表人：陳牧民(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題 目：從印巴關係近況看南亞區域安全的趨勢
評論人：陳純如(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暨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第八場：區域經濟合作與非傳統安全(二)
主持人：邱稔壤(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主任)
1.發表人：柯玉枝(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暨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
題 目：中美洲地區的環境治理
評論人：邱稔壤(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兼主任)

102 教室

2.發表人：蔡育岱(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題 目：安全環境與環境安全－氣候變遷「安全化」下的北約戰略轉型與公共外交
評論人：李河清(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3.發表人：林泰和(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題 目：水資源的安全與戰略意涵
評論人：汪毓瑋(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4.發表人：李玫憲(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劉鎮燈(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題 目：當前亞太氣候難民治理的批判與反思
評論人：汪毓瑋(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第九場：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中文組)(一)
主持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103 教室

1.發表人：趙建民(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教授)
題 目：中國崛起後對東亞地區的外交行為
評論人：陳一新(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

2.發表人：陳德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題 目：建構主義與兩岸政經互動取向：從追尋共同利益到建構共同價值
評論人：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3.發表人：張五岳(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暨專任副教授)
呂明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研究所博士生)
題 目：兩岸和平發展機制建構－兩會互設辦事處探究
評論人：周繼祥(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4.發表人：巨克毅(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李玫憲(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題 目：批判安全治理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啓示
評論人：明居正(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第十場：國際關係理論(二)
主持人：宋學文(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1.發表人：梁文韜(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
周家瑜(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博士培育學者)
題 目：康德式大同主義的困境分析與理論重構
評論人：曾國祥(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104 教室

2.發表人：李佩珊(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題 目：建構權力取向的區域經濟合作理論：區域公共財與俱樂部財的政治分析
評論人：孫國祥(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
3.發表人：陳文政(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羅慶生(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題 目：戰略研究的學科化與科學化
評論人：楊仕樂(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4.發表人：吳又茗(健行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題 目：全球經濟危機與因應－全球化下歐盟、美國與中國的經貿策略與爭端及全球經
濟危機之前瞻
評論人：蒙志成(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第十一場：全球政治與治理(二)
主持人：林碧炤(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1.發表人：張心怡(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
題 目：「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與美國的亞太經貿戰略佈局
評論人：廖舜右(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121 教室 2.發表人：陳仲志(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題 目：歐巴馬時期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之評析
評論人：高少凡(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3.發表人：戴政龍(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 目：美國將再領導世界?歐巴馬「無核武世界」理念的實踐與影響
評論人：翁明賢(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4.發表人：盧政鋒(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題 目：中國外交新攻勢與中美 G-2 戰略關係初探：美國觀點
評論人：袁易(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16:00-16:20 茶敘
16:20-17:40
第十二場：區域經濟合作與非傳統安全(三)
主持人：李明(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1.發表人：周力行(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題 目：遂行「非戰爭性軍事行動」國際救援資源使用規範之探討
評論人：胡瑞舟(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副教授)

101 教室 2.發表人：張競(中華民國高等政策協會兼任研究員)
題 目：維護網路安全之盲點與困境
評論人：李明(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3.發表人：黃恩浩(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題 目：中國大陸海洋戰略擴張之「反海盜」策略與作為
評論人：劉廣華(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第十三場：區域安全與傳統安全(三)
主持人：宋鎮照(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發表人：宋興洲(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題 目：東南亞非傳統安全的挑戰與回應：安全化理論的觀點
評論人：顧長永(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發表人：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題 目：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發展影響之動態分析
評論人：包宗和(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02 教室 3.發表人：高少凡(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李文堂(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題 目：黃岩島之爭與中國南海政策
評論人：陳尚懋(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4.發表人：連弘宜(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
徐裕軒(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生)
題 目：仍在東西之間擺盪－後共時期的烏克蘭外交政策發展(1991-2012)
評論人：蔡明彥(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第十四場：區域安全與傳統安全(四)
主持人：姜家雄(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103 教室 1.發表人：顏永銘(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題 目：區域性人權保障體系在阿拉伯世界：源起與展望
評論人：陳至潔(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2.發表人：張棋炘(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題 目：後族群衝突時代－「大國一致」秩序的未來
評論人：楊三億(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3.發表人：葉錦娟(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博士)
題 目：保護責任?國際軍事干預阿拉伯之春之研究－以利比亞和敘利亞為例
評論人：姜家雄(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4.發表人：賴文儀(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助理教授)
題 目：為什麼不認輸：強與弱的敵對關係
評論人：孫國祥(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
第十五場：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中文組)(二)
主持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1.發表人：陳重成(銘傳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題 目：兩岸關係的空間再生產：論九二共識作為再現跨兩岸空間展演戲目
評論人：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104 教室

2.發表人：楊仕樂(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題 目：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856-1860
評論人：林炫向(佛光大學國際與兩岸事務學系副教授)
3.發表人：童涵浦(政治大學東亞所助理教授)
題 目：Explaining ECFA and Peace Dividend Beyond the Taiwan Strait
評論人：唐欣偉(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第十六場：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英文組)(三)
主持人：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1.發表人：左正東(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題 目：TPP and China-Japan-Korea FTA: Response from ASEAN Countries
評論人：黃介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121 教室

2.發表人：孫紹正(淡江大學英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題 目：The Rising China and Its East Asian Strategy
評論人：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3.發表人：那瑞維(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廖祐德(中國醫藥大學專案助理教授)
題 目：Cooperating for a Cleaner Future: China, India and the Environment
評論人：左正東(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7:40-18:00

會

員

大

會 (社管大樓 213 會議室)

議程表(學生組)
101 年 10 月 6 日（六）
08:00-

報

09:00

到

09:00-

社管院大樓 B1

09:30

國際會議廳

09:30-

社管院大樓 B1

10:10

國際會議廳

與教師組同
與教師組同
10:10-10:30 茶敘

10:30-

社管院大樓 B1

12:00

國際會議廳

與教師組同
12:00-13:10 午餐演講(與教師組同)
13:10-14:30
第一場：全球政治與治理

主持人：陳至潔(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發表人：廖小娟(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題 目：A key to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an Interstate Conflict: The measure of State
Dissatisfaction
評論人：李思嫺(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生)

201 教室

2.發表人：王偉鴻(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題 目：當新現實主義遇上全球化：以全球衛生問題為例
評論人：張凱銘(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3.發表人：陳安俐(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俄羅斯組碩士生)
謝明勳(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題 目：從普丁國家安全利益觀探討俄羅斯與南海區域國家之關係
評論人：趙尹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4.發表人：沈麗山(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題 目：階層秩序檢視中、美經貿關係－以中美之間資本流動檢視
評論人：劉泰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第二場：中國大陸問題
主持人：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1.發表人：鄭方婷(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科博士候選人)
題 目：氣候變遷問題與環境安全－美國與中國應對氣候變遷之政策動態

203 教室

評論人：陳仲沂(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發表人：陳宛郁(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題 目：從複雜國際社會化研究途徑分析中國環境政策之發展與轉變
評論人：劉昶佑(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3.發表人：潘昱豪(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題 目：當前中國在全球環境議題中所扮演之角色分析－以哥本哈根、坎昆到德班三
次氣候變遷會議為例
評論人：楊學修(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4.發表人：梁守道(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生)
題 目：Back to the Future: Re-empowering Individual Level Actors in Glob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the Medieval British Comm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the 21st Century
評論人：李賜賢(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14:40-16:00
第三場：區域安全與傳統安全
主持人：盧業中(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
1.發表人：陳宥樺(澳洲雪梨大學國際安全研究中心博士生)
題 目：東北亞國際秩序的指標：台灣與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連結
評論人：劉泰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201 教室

2.發表人：李賜賢(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盧信吉(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題 目：從新自由制度主義探討北韓核武議題
評論人：楊學修(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3.發表人：Richard Wright(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題 目：The Future of Af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Beijing Consensus and the Asian Model as they Pertai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inent
評論人：廖小娟(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第四場：區域安全與傳統安全
主持人：陳尚懋(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1.發表人：陳仲沂(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題 目：歐盟整合架構下之權力與制度建構之探究：以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為例
評論人：王偉鴻(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3 教室

2.發表人：楊一逵(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生)
題 目：另類的經濟民族主義：離散與遠距之國族政治
評論人：劉昶佑(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3.發表人：趙尹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宋義宏(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題 目：斯里蘭卡族群衝突的結構分析
評論人：沈麗山(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16:00-16:20 茶敘
16:20-17:40

第五場：國際關係理論
主持人：方天賜(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201 教室

1.發表人：游智偉(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題 目：國家與國際典則：三大理論的視角與補充
評論人：廖小娟(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2.發表人：李思嫺(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生)
題 目：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下的國際關係互動模式：以美中台三邊關係(2008-2012)
為例
評論人：王偉鴻(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3.發表人：楊凱皓(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題 目：重新檢視「戰略穩定」理論：賽局理論模型的線性分析
評論人：沈麗山(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4.發表人：黃昱螢(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
題 目：從新現實主義觀點探討美國在東亞建立國際建制之原因：以自由貿易協定為
例
評論人：李賜賢(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第六場：區域經濟整合與非傳統安全
主持人：李大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1.發表人：劉泰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鄭氏月(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
題 目：Hedging and Balancing while Going the Third Way: ASEAN’s Choices in East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評論人：陳宛郁(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203 教室

2.發表人：劉昶佑(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題 目：「霸權穩定」的衝擊與改變－以中國大陸參與 IMF 為例
評論人：張凱銘(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3.發表人：郭百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題 目：IMF 在經濟全球化下的角色：拉美經驗與亞洲重振之檢驗
評論人：趙尹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4.發表人：莊博皓(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題 目：德國公共外交之研究－以德國協助阿富汗重建為例
評論人：陳仲沂(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7:40-18:00 會

員

大

會(社管大樓 213 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