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大樓、綠建築崇華廳
時 間
09:30
│
10:00

Panel / 場地

綠建築崇華廳

開幕式
10:00
│
11:00

報

到

開幕式
貴賓致詞

專題演講

綠建築崇華廳

11:00
│
12:30

104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

論壇
社科院大演講廳

專題演講
講題：處於兩強間的戰略抉擇：樞紐、伙伴與避險
(Caught in Great Power Rivalry: Pivot, Partner, or Hedger )
主 講 人 ： 吳 玉 山 教 授 (中 研 院 政 治 所 特 聘 研 究 員 、 台 大 政 治 系 教 授 )
主題：城市外交論壇
主持人: 宋學文(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與談人(以下依姓名筆劃排序):
吳志中(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劉世忠(臺南市政府副秘書長)
賴怡忠(台灣智庫副執行長)
顏建發(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A-1 國際關係理論（一）
主持人：梁文韜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 兩種全球民主理論之比較
發表人：梁文韜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評論人：孫國祥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Panel A-1
11:00
│
12:30

2. 從環境權入憲探討南韓環境政策之演變：以李明博執政時期為例
發表人：盛盈仙 (東海大學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

社會科學院大樓 評論人：孫國祥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3. 日本的戰略憂慮與 2015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80201
發表人：郭育仁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飯田將史(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官)
4. 亞洲區域地緣經濟戰略的制度參數檢驗
發表人：孫國祥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郭育仁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11:00
│

Panel B-1

B-1 中國大陸對外關係(一)
主持人：莫大華 (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第1頁

共 13 頁

12:30

1.亞投行(AIIB)對歐美中三角關係的戰略影響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203

發表人：林子立 (東海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登及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 中國與歐洲的多邊治理競合:從世界銀行到亞投行規則建制的初探
發表人：邱昭憲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登及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3. 研析中國的 AIIB 戰略及其影響─以區域整合的角度為核心─
發表人：宇都宮溪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王宏仁(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C-1 地緣政治經濟學
主持人：鄧中堅(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特聘教授)
1. 從孟加拉灣到阿拉伯海：中印博奕之地緣政治分析

Panel C-1

發表人：蔡東杰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向駿(致理科技大學教授兼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11:00
│
12:30

2. 中國大陸對拉丁美洲的財經外交：地緣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發表人：鄧中堅(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特聘教授)
社會科學院大樓

評論人：向駿(致理科技大學教授兼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80205

3.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在歐亞大陸之戰略意涵及俄羅斯之回應
發表人：連弘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向駿(致理科技大學教授兼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D-1 東南亞與印度
主持人：趙文志(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1. 台印合作：戰略三角理論之適用性
Panel D-1

發表人：郭家瑾(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方天賜(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1:00
│
12:30

2. 論亞太國家政府績效管理
發表人：沈建中(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訪問學者、臺北大學兼任助理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207

教授)
評論人：方天賜(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3. 角色理論與外交決策分析：以越南對中政策為例
發表人：黃瓊萩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趙文志(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Panel E-1

E-1 英文場次（一）
主持人：徐斯勤(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1:00
│
12:30

1. The Origins of U.S.-China-Taiwan Relations.
發表人：陳一新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
社會科學院大樓 評論人：林正義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D401

2. Power Position and Taiwan Policy: How Beijing Responds to Taipei’s Stimuli

During the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Periods
發表人：吳玉山、陳冠吾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林正義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3. How Does China Become Assertive? Exam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發表人：張廖年仲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所助研究員)
評論人：徐斯勤(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F-1 東南亞區域政經與社會變遷
主持人：顧長永(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1. Decentralization of Chineseness: The Making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發表人：陳世倫 (Shihlun Allen Chen, PhD,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評論人：宋興洲(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Panel F-1
11:00
│
12:30

2. 變遷中的伊斯蘭教對馬來西亞政治的影響與發展
發表人：游雅雯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亞洲政策中心博士
後研究員)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103

評論人：宋興洲(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3. 緬甸政治的變與不變：從政治結構變遷分析
發表人：陳怡君、宋鎮照、王柏穎 (國立成功大學政經所博士、國立成功大學政
經所教授、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評論人：顧長永(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4. 民主能否建構共同體？東協成員國雙邊衝突之分析(1990-2012)
發表人：陳偉華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宋興洲(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G-1 日本政經
主持人：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
1. 第二次安倍政權開發協力大綱之下的對東南亞經濟合作：以菲律賓、越南為例

Panel G-1
11:00
│
12:30

發表人：石原忠浩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評論人：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
2. 日本 FTA 外交戰略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TPP 與 RCEP 的選擇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109

發表人：沈家銘 (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研究生)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3. 新瓶裝舊酒？日本國家創新體系的重組
發表人：林文斌 (嘉南藥理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11:00

H-1 美中與東亞(一)

│
12:30

主持人：劉必榮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Panel H-1

1. 南海衝突的三個層次
發表人：劉必榮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評論人：林若雩(淡江大學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暨 亞洲研究所副教授)
2. 分化聯盟戰略的理論與實踐：以中國對美澳聯盟關係為例

綠建築第二會議
室

發表人：陳麒安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韓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評論人：陳仲志(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3. 中國與澳洲在大洋洲區域的外交競逐：以對斐濟的外交援助為例
發表人：黃恩浩、陳仲志(澳洲墨爾本大學社會暨政治科學院榮譽研究員、中原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陳麒安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韓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I-1 海洋與環境安全
主持人：甘逸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Panel I-1
11:00
│
12:30

1. 議題聯結與我國處理海洋衝突之決策行為：以「廣大興 28 號漁船」事件為例
發表人：戴政龍、張忠銘 (亞太安全治理研究會籌備處執行長、國防大學戰略與
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生)

綠建築第三會議 評論人：王冠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2. 2015 巴黎氣候協議談判下的國際格局
室
發表人：曾維國 (陸軍軍官學校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王冠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J-1 歐洲小國非傳統安全(一)
主持人：羅至美(國立台北大學兯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1. 反思歐盟食安問題暨其治理規範：非傳統安全的觀點
Panel J-1

11:00
│
12:30

發表人：譚偉恩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鍾志明(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
2.英國卡麥隆政府對歐政策(2010-2015)之分析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101

發表人：黃琛瑜 (淡江大學兯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鍾志明(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
3. 卡麥隆聯合政府下的英國外交政策：遵循舊傳統抑或找尋新方向？
發表人：張心怡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評論人：羅至美(國立台北大學兯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K-1 東亞朝貢體系的理論檢證

Panel K-1

主持人：林文程教授(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1. 全球天下觀-由帄面到球型的國際秩序治理與變遷

11:00
│
12:30

發表人：陳欣之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評論人：蘇宏達(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社會科學院大樓
D501

2. 朝貢關係本質：明中國與安占爭戰之處理政策
發表人：鄭永常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評論人：蘇宏達(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3. 韜光養晦的終結？漢文帝到漢武帝對匈奴政策之轉變
發表人：唐欣偉 (文化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評論人：林文程教授(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L-1 國關理論(四)
主持人：林泰和(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1. 低碳城市建構決策過程中兯民參與機制建立-國際成功案例比較
發表人：劉淑華 (東海大學政治系博士生)
評論人：李俊毅(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Panel L-1
11:00
│
12:30

2. 懷璧其罪?：以金門作為地緣政治之分析對象時的理論意義
發表人：劉名峰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李俊毅(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綠建築第一會議
室

3. 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中的全球化理論爭論：時代精神或是時事諷刺劇？
發表人：郭雪真 (陸軍官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郭祐輑(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4. 尋找聽眾成本：選舉競爭與國際衝突，1975—2006
發表人：陳政宜、張文揚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
理教授)
評論人：童涵浦(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12:30
│
14:00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會員大會（綠建築地下 1 樓會議室 ）
午

餐

A-2 國際關係理論（二）
主持人：宋學文(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1. 恐怖主義理論的分析層次：行為者、組織與國家 A Level Analysis of Theories of
Panel A-2

Terrorism: Agent, Organization and State
發表人：林泰和(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14:00
│
15:30

評論人：翁明賢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2.歐洲主要國家安全政策的分殊與趨同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201

發表人：甘逸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評論人：林泰和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3.政治模擬研究法初探--以戰略三角理論之檢証為例
發表人：邵軒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甘逸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Panel B-2

B-2 地緣戰略
主持人：林碧炤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14:00
│
15:30

1. 中國石油外交的戰略思維
發表人：趙俊筌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行銷與消費行為研究所佐理研究員)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203

評論人：蔡育岱(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2. 哈薩克對中國地緣戰略之意涵

發表人：吳雪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評論人：蔡育岱(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3. 新古典地緣政治理論的再貣：以中共「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經濟戰略布局為例
發表人：莫大華 (國防大學政治系教授)
評論人：林碧炤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C-2 區域貿易與整合
主持人：辛翠玲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
1. 台灣對外區域貿易協定形成之雙層賽局─以台美 TIFA 與兩岸 ECFA 為例
發表人：蒙志成、許嘉軒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所助理教授、國立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所碩士生)
Panel C-2
14:00
│
15:30

評論人：譚偉恩(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2. 南韓經貿政策與 FTA 策略之分析
發表人：宋興洲、盧國益 (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東海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205

評論人：辛翠玲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
3.地緣經濟重組下的國際格局 - 古巴政經決策簡析
發表人：龔建華 (致理科技大學 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研究員)
評論人：陳小雀(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
4. 中國的共同發展戰略加速參與東協整合
發表人：鄧克禮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評論人：王群洋(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D-2 兩岸關係
主持人：廖達琪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 國際脈絡下「一個中國」的實踐進程：兩岸權力關係的角力、翻轉與重組

Panel D-2

發表人：陳重成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王嘉州(義守大學兯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14:00
│
15:30

2. 高雄市兩岸交流策略與城市行銷效益
發表人：王嘉州、吳羿盈 (義守大學兯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教授、學生)
社會科學院大樓 評論人：廖達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80207

3. 國族身份認同與南中國海主權爭端—臺灣的抉擇
發表人：倪世傑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
講師)
評論人：王嘉州(義守大學兯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Panel E-2

E-2 英文場次(二)
主持人：包宗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4:00
│
15:30

1.Compliance and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ntological
Clarification an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社會科學院大樓
D401

發表人：森亞博 (Lecturer, IAD, Ming Chuan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GIIASS,
TamkangUniversity)

評論人：包宗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 Belated Justice or Utmost Destruction: Of NATO's Role as Paradox in Kosovo
Event Through Traditional and New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sm and it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發表人：Peter Chien-Yu, Kao; Alex Yi-Cheng, 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CCU;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CCU)
評論人：鄧中堅(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特聘教授)

F-2 東南亞區域綜合安全
主持人：曹雲華(中國大陸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
1.台灣參與東協策略: 政策檢討與建議
發表人：陳佩修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台灣東南亞學會理事長)
評論人：楊聰榮(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助理教授)
Panel F-2
14:00
│
15:30

2. 一路一帶戰略下的中國與泰國
發表人：陳尚懋、林珮婷 (佛光大學兯共事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佛光大學兯共
事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103

評論人：楊聰榮(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助理教授)
3. 南海問題的渾沌與治理
發表人：謝明勳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博士)
評論人：楊聰榮(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助理教授)
4. 中國大陸經濟外交對越南的影響：以南海問題為例
發表人：趙文志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曹雲華(中國大陸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
G-2 日本政治
主持人：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教授)
1.田中角榮的政治思想與對美、對中外交政策構思
發表人：陳慧瑩 (育達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Panel G-2

評論人：李世暉(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教授)
2. 日本防衛政策中內閣法制局的角色

14:00
│
15:30

發表人：吳明上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評論人：李世暉(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教授)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109

3. 日本安倍晉三內閣與新安保法制化
發表人：林賢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4. 琉球/沖繩認同的形成與發展─琉球地區的「自己意識/自我認同的形成」觀點
發表人：比屋根亮太 (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14:00
│

Panel H-2

H-2 美中與東亞(二)
主持人： 林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15:30

1. 變遷中的東北亞新經濟秩序：陸韓軸心 vs. 美日 TPP
綠建築第二會議
室

發表人：劉德海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評論人：蔡東杰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2. 兩大之間難為小？南韓朴槿惠政府之對美及對中政策初探
發表人：盧業中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劉德海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3. 形塑東亞區域整合：建構 2015 年東協共同體的“3C”安全文化國關理論
發表人：林若雩(淡江大學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暨 亞洲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劉德海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4. 北京對「核心利益」的論述：東亞區域秩序重塑？
發表人：周繼祥、劉振安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盧業中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I-2 網路與資訊安全
主持人：張心怡(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1. 網路恐怖主義與網路反恐
發表人：周宗漢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Panel I-2

評論人：張競(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2. 超越地緣的新戰略:國家資安戰略初探

14:00
│
15:30

發表人：林穎佑 (聖約翰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競(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綠建築第三會議
室

3. 網路安全對國家安全之重要性：以台灣的網路安全為例
發表人：曾于蓁 (義守大學兯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博士後研究)
評論人：張競(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4. 一帶一路地緣經濟安全探討
發表人：陳玉珍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評論人：張心怡(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J-2 歐洲小國非傳統安全(二)
主持人：吳東野(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所長)
1. 恐懼、安全治理與歐盟的邊境管理
Panel J-2

發表人：李俊毅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吳東野(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所長)

14:00
│
15:30

2. 歐盟非傳統安全政策-以地中海洋污染防制為例
發表人：卓忠宏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社會科學院大樓

評論人：孫國祥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80101

3.從敘利亞難民危機檢視歐盟共同庇護體系的發展與困境
發表人：陳蔚芳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台灣大學兩岸暨區域統合研
究中心副研究員)
評論人：吳東野(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所長)

4.小國非傳統安全研究與芬蘭氣候政策發展
發表人：楊三億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副教授)
評論人：孫國祥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K-2 中國外交運籌的實踐
主持人：蘇宏達(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 天下秩序下的國際關係：唐與吐蕃和親、會盟案例的意義初探
Panel K-2
14:00
│
15:30

發表人：張登及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蘇宏達(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東亞朝貢體系的實證檢驗：朝鮮的案例研究 1618-1637

社會科學院大樓
D501

發表人：楊仕樂(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蘇宏達(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3. 初探中國近代戰爭資料庫的建立：以清朝為例
發表人：帄思寧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文揚(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

L-2 歷史與國際關係（二）
主持人：林炫向(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 朝貢的「名」「實」與朝貢之外的東亞：遼宋時期案例考察
Panel L-2
14:00
│
15:30

發表人：萬曉(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王宏仁(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2. 「斷腕」
：能力對比落差情境下的劣勢國戰略——以夫椒之戰為例

綠建築第四會議
室

發表人：張逸帆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王宏仁(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3. 春秋戰國時代的系統戰爭：一個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世界
發表人：薛健吾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林炫向(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5:30
│
16:00

茶

敘(社會科學大樓 1 樓中庭)
A-3 國際關係理論（三）
主持人：張登及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 戰略文化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
Panel A-3

16:00
│
17:30

發表人：巫穎翰 (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評論人：游智偉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2. 悲劇溯源：全球與區域層次辯證下的攻勢現實主義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201

發表人：陳冠安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國際關係組碩士生)
評論人：張廖年仲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3. 盧梭的矛盾—初探戰爭權利與永久和帄之張力
發表人：杜坤峰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研究生)
評論人：張廖年仲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4. 巨龍出海？從古典海權理論檢證中共當代海權作為
發表人：滕昕雲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游智偉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B-3 中國大陸對外關係(二)
主持人：鄭端耀 (康寧大學人文資訊學院院長)
1. 重新思考中印互動：福兮禍所伏的經濟發展與貿易合作
Panel B-3
16:00
│
17:30

發表人：譚偉恩、金娜(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助理教授、台灣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碩士研究生)
評論人：莫大華 (國防大學政治系教授)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203

2. 解釋中國大陸在非洲投資的政治風險與對策：內戰、徵收與經濟改革
發表人：張文揚(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莫大華 (國防大學政治系教授)
C-3 國際政治經濟
主持人：蔡東杰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1. 援助在國內衝突中角色之探討

Panel C-3
16:00
│
17:30

發表人：帄思寧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薛健吾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助理教授)
2. 雙邊投資協定與國際衝突：1950-2010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205

發表人：湯智貿、蔡季廷(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台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薛健吾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助理教授)
3.從援外理論解析歐盟紓困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挫折
發表人：蘇宏達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莫內講座教授，臺灣歐洲聯盟中心主任)
評論人：蔡東杰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D-3 英文場次(三)
主持人：唐欣偉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 Taiwan’s New Strategic Alternativ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 Offensive
Realist Understanding

Panel D-3

發表人：Kuo-cheng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16:00
│
17:30

評論人：黃奎博(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2. Trading Away Taiwan: Strategically Ill Advised, Politically Untenable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207

發表人：Leif-Eric EASLEY (Assistant Professor,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Ewha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 at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in Seoul,
Korea)
評論人：唐欣偉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3. Taiwan’s strategic value in the US-China-Taiwan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發表人：周志偉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amkang University)
評論人： 黃奎博(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E-3 南亞區域安全
主持人：陳牧民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1. 此路不通? 印度視野下的「一帶一路」
發表人：方天賜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Panel E-3

評論人：沈明室（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
2. 「一帶一路」對南亞地緣政治的衝擊：中、印、巴戰略三角關係探析

16:00
│
17:30

發表人：張棋炘 (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助理研究員)
評論人：沈明室（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
社會科學院大樓
D401

3. 轉變中的俄印關係──俄羅斯的觀點
發表人：劉蕭翔(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談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評論人：陳偉華（國家安全會議助理研究員）
4. 莫迪政府對美國「亞洲再帄衡」政策回應之初探
發表人：李思嫺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
評論人：陳偉華（國家安全會議助理研究員）
F-3 美中與東亞(三)
主持人：陳尚懋(佛光大學兯共事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Panel F-3

1. 美國中東盟友的中國夢論以色列、中國、美國的戰略三角關係
發表人：方肇頤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客座研究員，國立政

16:00
│
17:30

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連弘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103

2. 無霸權領導的建制與跨國社會化：東協人權建制的形成與挑戰
發表人：李明勳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陳尚懋(佛光大學兯共事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G-3 區域安全
主持人：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
1. 中東海灣區域三角結構關係研究初探（2011-2015）：區域三角結構模式的提出

Panel G-3
16:00
│
17:30

發表人：李賜賢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盧業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2. 德國對外角色與對外政策－以利比亞內戰與烏克蘭危機為例

社會科學院大樓
80109

發表人：蔡立欣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盧業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3. 2015 年中俄首次在地中海與日本海聯合演習之戰略意涵
發表人：陸文浩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盧業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16:00
│

Panel H-3

H-3 國際海洋法與人類安全議題
主持人：周志杰(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7:30

1. 海洋法與海上難民
綠建築第二會議
室

發表人：陳貞如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陳怡凱(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2. 海洋法與現代海洋奴隸制度
發表人：翁燕菁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宋承恩(國立政治大學國際法學中心研究員)
3. 海洋法與海上言論自由
發表人：蔡季廷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宋承恩(國立政治大學國際法學中心研究員)
I-3 中國涉外活動的文化證成
主持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1. 近代中國對島礁主權的認識與實踐-以清代中日東沙島主權爭議為例

Panel I-3
16:00
│
17:30

發表人：曾雅真 (南台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
評論人：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2.中國文化與中國對外行為：「濟弱扶傾」的實證檢驗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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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楊仕樂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3. 文明研究與「後西方國際關係」的可能性
發表人：林炫向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J-3 東亞安全議題
主持人：翁明賢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1. 美中權力轉移？何時轉？如何轉？─ 南海摩擦映照下的亞太安全形勢
發表人：羅慶生 (陸軍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

Panel J-3

評論人：翁明賢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2. 中共東海防空識別區法理基礎分析

16:00
│
17:30

發表人：張競 (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評論人：蔡明彥(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社會科學院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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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器人與正義戰爭傳統
發表人：賴文儀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副教授)
評論人：蔡明彥(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4. 中國大陸與日本軍事權力發展現況與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發表人：王信力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蔡明彥(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