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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 

亞太區域的機遇與發展 

 

日程表 

民國 105 年 3 月 18 日(星期五) 

10：00～10：30 報到 

10：30～12：10 論文發表 場次 A 

12：10～13：30 午餐 

13：30～15：10 論文發表 場次 B 

15：10～15：40 茶敘 

15：40～17：20 論文發表 場次 C 

17：30～19：00 社科院中庭晚宴 

民國 105 年 3 月 19 日(星期六) 

10：00～10：30 報到 

10：30～12：10 論文發表 場次 D 

12：1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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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一、 論文發表流程須知： 

每一場次 100 分鐘 

1. 主持人引言 2 分鐘。 

2. 發表人：若有兩位發表者，每人 20 分鐘；若有三位發表者，每人 15 

        分鐘。 

3. 評論人：每篇 5 分鐘。 

4. 提問與回答：30 分鐘。 

5. 請主持人掌控現場流程，可視現場狀況做彈性調整。 

 

二、 論文發表流程： 

1. 主持人引言以 2 分鐘為限(含介紹評論人與發表人)。 

2. 每位發表人以 12 至 20 分鐘為限。 

3. 每位評論人以 5 分鐘為限。 

4. 按鈴提示：發表時間餘 3 分鐘按鈴一聲；發表時間餘 1 分鐘按鈴二聲；

發表時間結束，長按一聲。 

 

三、 現場提問： 

1. 每場次於發表文章結束後開放現場提問。 

2. 每位提問者發言時間以 2 分鐘為限。 

3. 提問時，請發言者先告知姓名和所屬單位。 

 

 

 

※敬請將行動電話保持關機或靜音模式，俾利議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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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 議程 

亞太區域的機遇與發展 

 

議程指南 

 

 

 

地點 

場次 
社 1003 室 社 1004 室 社 1005 室 社 1006 室 

場次 A(3/18) 

10:30~12:10 
中國一帶一路策略 中國產業制度 人口政策研究 東南亞研究 

場次 B(3/18) 

13:30~15:10 
中美日三角關係 中國地緣政治 中國區域經貿關係 東北亞研究 

場次 C(3/18) 

15:40~17:20 
歷史研究 中國對外戰略關係 亞太國家之法制建設 公共事務研究 

場次 D(3/19) 

10:30~12:10 
民主研究 中國經濟政策 法制研究 中國網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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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3 月 18 日 場次 A   10:30~ 12:10 

場次 中國一帶一路策略 

A1 
社 1003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黃登學，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理學院 教授 
評論人 陳至潔，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發表人 

1. 「一帶一路」! 陸海兩棲亦或是和平崛起—當前東亞戰略局勢的地緣觀察 

何燿光，義守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2. 中國「一帶一路」政策對亞太區域的衝擊與質變 

林真鍊，義守大學 講師 /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3. 習近平深化經濟改革、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與歐巴馬的中國政策 

盧政鋒，國立金門大學國際暨大陸事務學系 助理教授 

場次 中國產業制度 

A2 
社 1004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翁嘉禧，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評論人 李長勇，山東大學法學院 副教授 

發表人 

1. 中國「派系／產業結構」對貪腐型態的影響：1995-2015 年的省級實證分析 

黃瑋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學士生 

2. 淺談中澳海域上的華人企業—中澳郵船公司 

王光輝，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碩士生 

場次 人口政策研究 

A3 
社 1005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廖達琪，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評論人 張存炳，實踐大學行銷系 教授   

發表人 

1. 建置中國銀髮養生村初探—以上海市為例 

葉怡君，高苑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兼研究發展處處長 
王蒂玲，高苑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管理系 副教授 

2. 母嬰照護計畫中的環境教育 

于蕙清，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教授 

3. 移民的省思 

楊翹楚，內政部移民署移民事務組 科長/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 

場次 東南亞研究 

A4 
社 1006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顧長永，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評論人 侯政男，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 

發表人 

1. 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參政的重要性：爭取當地社會外部認同之契機 

林東余，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政治與經濟組 碩士生 

2. 非政府組織與緬甸反壩運動 

司徒宇，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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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3 月 18 日 場次 B   13:30~ 15:10 
場次 中美日三角關係 

B1 
社 1003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何燿光，義守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評論人 許家豪，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助理教授 

發表人 

1. 中美日亞太競合情勢分析 

王宏仁，國立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助理教授 
吳文宜，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碩士生 

2. 美國亞洲盟友對中國威脅之認知：各國國防白皮書文本分析 

謝子涵，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碩士生 

3. 911 後美中日三角戰略關係的轉型與發展初探(2001-2012) 

楊建基，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生 
(代理發表人：陳昌宏，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生) 

場次 中國地緣政治 

B2 
社 1004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林文程，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教授 
評論人 盧政鋒，國立金門大學國際暨大陸事務學系 助理教授 

發表人 

1. 建構多章節南海行為準則架構 

張競，中華戰略學會 研究員 

2. 中國大陸地緣戰略的週邊結構分析 

侯立，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場次 中國區域經貿關係 

B3 
社 1005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范錦明，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評論人 王俊傑，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副教授  

發表人 

1. 簽訂 ECFA 對台灣與 RCEP 及 TPP 成員國間貿易流量之分析 

黃健兒，嶺東科技大學財政系副教授 
王國鳳，國邦興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國立台灣大學國際企業所國際企業管理組 博士生 

2. 中國簽署自由貿易協定策略研究 

   蔡蕙如，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場次 東北亞研究 

B4 
社 1006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曾怡仁，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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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人 

1. 俄羅斯：威脅還是挑戰？——基於實力層面的分析 

黃登學，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理學院 教授 

2. 日本國會政黨席次與政府預算編列之關聯性 

  傅澤偉，國防大學管理學院財務管理系 副教授 
  林曼莉，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際貿易系 副教授 
  李政翰，國防大學管理學院財務管理研究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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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3 月 18 日 場次 C   15:40~17:20 
場次 歷史研究 

C1 
社 1003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蔡明惠，國立澎湖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教授兼主任 

評論人 于蕙清，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教授 

發表人 

1. 解讀梁啟超辛亥臺灣行的經濟觀察與論點 

周美雅，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秘書 

2. 框設喪禮：中共領導人的死亡儀式與威權國家的規訓場域 

蔡文軒，中央研究院政治所 助理研究員 

3. 社會主義民主的權力規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之例 

陳世岳，國立中山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場次 中國對外戰略關係 

C2 
社 1004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辛翠玲，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評論人 楊鈞池，國立高雄大學政治法律學系 教授 

發表人 

1.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建立的期待利益與中國海上絲綢之路的避險選擇 

萬維鈞，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2. 絲路中的暗潮：中日在中亞地區的戰略競逐 

劉泰廷，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謝子涵，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碩士生 

場次   亞太國家之法制建設 

C3 
社 1005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徐正戎，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教授 
評論人 賴恆盈，國立高雄大學政治法律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1. 從英美物權法 land leasing 制度論中國大陸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創設發展 

衛芷言，高苑科技大學通識中心 助理教授 

2. 最高人民法院勞動審判立場評析 

李長勇，山東大學法學院 副教授 

3. 臺灣地區勞資會議法制之研究-以衛生福利部第一屆勞資會議代表實務經驗為途徑

陳智暄，行政院衛生福利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 衛生福利部勞資會議代表 

場次 公共事務研究 

C4 
社 1006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張其祿，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教授兼院長 
評論人 鄧學良，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發表人 

1. 評析馬英九政府的兩岸觀光政策 

于仁壽，真理大學餐旅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2. 亞太海洋國家都市環境的永續理念與實現—以高雄市為例 

林源和，國立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博士候選人/ 義守大學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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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3 月 19 日 場次 D   10:30~12:10 
場次 民主研究 

D1 
社 1003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許文英，高雄市立空中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評論人 蔡天助，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發表人 

1. 當代中國大陸中央與地方關係 

   駱長毅，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研究生協會 財務部部長 

2. 日本醫療危機與改革對於我國之啟示 

吳秀玲，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兼任助理教授 

3. 優質民主與優勢民主：美國動態妥協的否決權設計 

余玲雅，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場次 中國經濟政策 

D2 
社 1004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孫智嫻，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管理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評論人 畢穎達，山東大學韓國學院 講師 

發表人 

1. 一帶一路與中國經濟發展關係之研究 

林吉琳，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2. 上海、北京與武漢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比較  

潘慧眞，美和科技大學/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鄭博文，國立屏東大學不動產經營學系 副教授 
翁嘉禧，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3. 從推拉理論評析兩岸銀行業之互動 

王慶熙，國立臺北商業大學財務金融系 副教授 
翁嘉禧，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場次 法制研究 

D3 
社 1005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杜奉賢，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通識中心 副教授 
評論人 楊東連，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律系 副教授 

發表人 
 

1. 超國界、法律繼受與全球化──東南亞法制的衝突與重構 

許震宇，國立高雄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兼任講師/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2. 從東協人權建制的浮現分析東南亞的人權政治 

李明勳，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生 

3. 「一帶一路」之法制設計論──「海絲」與台灣 

鄧學良，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場次 中國網路研究 

D4 
社 1006 室 

主持人兼評論人 王湧泉，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力資源發展系 副教授 
評論人 陳玉珍，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 助理教授 

發表人 

1. 網路社群是否改變中國人民民主觀念？微博平臺之人大獨立參選人傳播現象初探研究 

侯政男，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 
蔡宗哲，高雄市立空中大學法政系 助理教授 

2. 微博問政運用於公共事務議題之政治傳播 

蔡宗哲，高雄市立空中大學法政系 助理教授 
侯政男，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 

3. 互聯網新興科技對集體行動的作用：以六一反廈門 PX 事件為例 

薛惠文，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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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路」！陸海兩棲亦或是和平崛起 

—當前東亞戰略局勢的地緣觀察 

何燿光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摘要 

2013 年 9、10 月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利用訪問中亞四國與印尼的機會，

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路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路」的構想。而這樣

的戰略意圖到底是如同中國外長王毅所強調的「不是地緣工具…不能用冷戰思

維看待」，亦或是如解放軍少將喬良所稱「是跟美國戰略東移的一次對沖」。事

實上，中國崛起在國際認知上，從來就沒有一致的認知，是否將會因經濟實力

的變遷衝擊當前國際秩序，原本就在不同學派認知的爭議中劇烈衝撞。攤開地

緣戰略地圖，如此大規模的跨區域戰略布局，不可能僅止於經濟、貿易、通商

等低位階的安排，而不去調動高位階的國際政治與權力結構關係。因此，如何

觀察這樣一個戰略安排的本質，如何理解其中的權力轉換，如何思考崛起中國

在歐亞世界島的權力位置，而如此龐大的跨區域整合、鉅額的投資需求，複雜

的權力重組，將會帶來的是無限美好的發展藍圖，亦或是新一輪冷戰的再起，

基本上都是本文所關切，而亟欲思考、解決的議題。透過戰略局勢的地緣觀察，

筆者認為，地緣的本質不變性與變動性，恰正可以提供超越意識形態認知的一

條思維途徑。 

 

關鍵字：一帶一路、中國崛起、地緣戰略、東亞戰略態勢轉換 

 



10 

 

 

中國「一帶一路」政策對亞太區域的衝擊與質變 
 

林真鍊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義守大學 講師） 

摘要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今年（2015 年）在海南舉行的博鰲亞洲論壇中提出

亞洲的未來發展方向，必須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各國找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

展道路，摒除零和遊戲，透過區域和跨區域合作，基於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達到合作共贏、和平發展的論述。 

    亞洲國家佔有世界經濟總量的三分之一，又極具發展的潛力，很多國家為

能爭取中國的市場大餅，期望能帶來更多的成長及合作的契機。2013 年 9 月和

10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和印尼時，先後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

路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路」的合作倡議，備受國際社會的高度

關注。 

    中國提出「一帶一路」的政策，期望在現有的基礎下，提出秉持著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則，推動其沿線之周邊國家以互補優勢的方式，實現其發展戰

略。而為使「一帶一路」政策可以更為順暢推行及掌握主導權，因此中國建構

地區金融合作體系，推動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行」，期與亞洲開發銀行、世

界銀行等多邊金融機構共行並進。而「亞投行」的建立，是否會造成國際金融

秩序大洗牌，值得後續的觀察與探討。 

    在區域合作的觀點下，地緣經濟決定了地緣政治，而地緣經濟勢必取代地

緣政治而成為地緣戰略的重要手段。中國推出「一帶一路」政策，並配合亞投

行的設立，勢必為亞太區域帶來新的衝擊與質變。 

 

關鍵字：一帶一路、亞投行、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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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掌政與切實合作共管分歧的中美關係 
 

盧政鋒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歐巴馬政府上任第二任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進入政治交班階段，中國

政治即將進入習近平掌政時代，應對中國的強勁崛起以及亞太地區逐漸在全球

政治與經濟發展上凸顯重要性，歐巴馬提出「亞太再平衡」政策。胡錦濤與習

近平也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回應；歐巴馬上任後，中美兩國元首也

建立並持續保持高層峰會的溝通，同時又搭配「中美戰略與經濟對話」的設置，

成為一個重要的雙方高層官員溝通平台。在中國強勁崛起以及美國歷經全球金

融風暴，嚴酷地考驗中美關係日益複雜的發展，而實際上中國在全球事務扮演

越加重要，中國也自我辯護的指出中國本身就是很大的量體，改革的推動並不

容易。事實上，習近平執政後中國的發展倘若衰退或中國共產黨執政失敗，對

中國第五代領導集體也構成極大挑戰，習近平順利接班後就推出深化改革、中

國夢，強調發展戰略的重要性。由於中美互賴加深，中美關係不僅已經是全球

最重要一組雙邊關係，中美的戰略互動也大大影響著亞太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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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派系⁄產業結構」對貪腐型態的影響： 

1995-2015 年的省級實證分析 
 

黃瑋益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學士生) 

摘要 

    本文將回答一個文獻忽略的議題：中國各地的貪腐型態，有何不同？本文

以省級為分析單位，從各省的產業類型去回答這個問題。筆者將貪腐的型態，

以實證資料區分為「發展型腐敗」與「衰亡型腐敗」。發展型腐敗屬經濟繁榮省

份，多集中於金融資訊相關之監管部門等三、四級產業；衰亡型腐敗為經濟落

後或表現平平省分，其落於壟斷自然資源、交通國土建設的一、二級產業部門

中。並依據該分類對應省級與中央領導有無形成「派系」，來說明為何各省份緝

貪力度有別？本文發現，形成派系之省份為尋求積極的政績發展需要，抑或是

消極在制度化整治產業結構上，將形成強力的緝貪工具以改善區域發展。研究

結果證實各省份的產業類別所形成不同貪腐型式與緝貪派系結合，是中國邁向

完善制度化的起始。 

 

關鍵字：發展型腐敗、衰亡型腐敗、派系、產業結構、緝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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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中澳海域上的華人企業—中澳郵船公司 
 

王光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碩士生) 

摘要 

1917 年，澳洲出現了第一家由澳洲華商所成立的郵船公司，是澳洲華人

歷史的一大盛事。郵船公司的成立，除了為了服務當地華人以外，更是為了對

抗歐洲與日本船行在亞洲海域上的壟斷。船行的成立也見證了澳洲華人為了民

族自尊與權益，結合了當時候兩個主要政派（共和派與保守派）攜手合作，但

公司的失敗經營也同時暴露了華人社群之間的不團結與矛盾。本論文旨在通過

文獻分析探討中澳郵船公司在 20 世紀初期短短 7 年的運作過程與失敗之原因。 

 

關鍵字：海洋史、澳洲華人、中澳郵船公司 

 



14 

 

 

建構中國銀髮族養生村初探—以上海地區為例 
 

葉怡君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兼研發處研發長) 

王蒂玲 

(高苑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管理系 副教授) 

摘要 

    2013 年，中國 60 歲以上的老年人口已經超過 2 億，中國「老齡化」現象

已經形成，銀髮族問題成為其國家發展重要議題，因此，中共中央在十八大對

此作出戰略部署，提出明確要求。面對到收入可觀的銀髮族人口，台灣或國外

已發展相對成熟的養生村市場自然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焦點，即便中國海協會會

長陳德銘於 2014 年 12 月訪台時，也特別前往長庚養生村參觀和了解盈虧問題。 

    中國發展銀髮族養生村的步調明顯晚於台灣，但是卻也形成了許多不同於

台灣或歐美的特色，例如，產品多朝大型化、多元化發展，相關法令尚未完全

健全…等等。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程度最高的上海而言，在收入及人口結構方面，

乃確實具有發展養生村的條件，但是，如欲成功經營，仍必須進行完整而適當

的市場區隔、分析目標市場和探索適當的產品定位，否則，數百億的高額資金

投入仍有營利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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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嬰照護計畫中的環境教育 
 

于蕙清 

(正修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教授) 

摘要 

近年來臺灣面臨少子化的影響，生育率在全球敬陪末座。許多人將少子化

之衝擊視為海嘯，對臺灣的各種影響不容小覷。許多研究指出，生育率低的主

要原因在於所得偏低，以及欠缺托育照顧系統。正修科技大學承接中華民國教

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之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執行「建構母嬰照護

及居家支持之智慧服務平台」計畫。有鑑於坊間坐月子中心價格高昂，且數量

有限，許多產婦仍希望能在家坐月子。有關相關產業的從業人員，一般人想到

的可能是大嬸形象的月嫂，訓練課程不外是醫療保健、家事服務等。本計畫旨

在導入資通科技，培育相關人才，以利母嬰照護產業發展，並協助教導身心健

全的下一代。筆者在此計畫中任分項主持人，負責設計友善母嬰環境課程。 

環境教育通常予人「節能減碳」、「資源回收」等刻板印象。筆者設計課程，

融入生命教育、環境教育、食育等。因為下一代的健康，並非只繫於孕期與嬰

兒期，而必須考量居家環境和生活習慣。這些影響往往要在十年、二十年後才

會顯現。藉由一系列的環境教育，除了教導友善環境的知識，也傳達了維護身

心健康的知識。為了提升教育效果，必須善用資通科技，例如，編撰「好寶寶」

電子書，並錄製磨課師課程。使年輕一代的網路「原住民」媽媽和寶寶，都能

利用行動裝置獲取知識。在此過程中，可以培育具有環境意識與健康身心的下

一代。 

 

關鍵字：環境教育、資通科技、坐月子、母嬰照護、少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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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之省思 

 

楊翹楚 

(內政部移民署移民事務組 科長)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在全球化如此盛行之時，移民議題受矚目程度也隨之攀高。自有人類文明

以降，遷徙已成為最普遍的活動。翻開人類的歷史，可說是一部移民史，移民

目的、過程、規模、區域或方式等，三言兩語是無法道盡的。如今，全球國家

間互動性與互依性加深，「邊界」隨自由化移動之需求，而轉變得更為模糊，歐

盟即是。海峽兩岸間在民國 76 年打開那一扇門後，迄今交流不絕、往來熱絡；

與外籍人士及大陸地區人民之婚姻，更成為臺灣地區移民之主力，婚姻移民數

已突破 50 萬人。移民人口之頻率高且量大，好壞兼具，某種程度下，我們可能

要進行思考。歐盟至今最大的爭執，除政治意識外，恐怕即屬移民課題，甚至

可能因為移民之爭執，使得原本就脆弱的歐盟體系，其裂痕更為加大。 

    面對這波移民潮流，我們除了表示歡迎之外，是否有值得吾人深思之處，

對於我們的政策作為，有無調整之可行性。亦即移民除了帶給國家相關利益外

（例如從事該國國民所不願擔任的 3D 工作、填補勞動力缺口、注入新生兒…），

存在著我們易於遺漏的課題，而此些課題會影響著社會健全，乃至於未來國家

發展定位，例如，生活型態（融合問題）、政治立場（兩岸問題）、難民、非法

移民等等。換言之，並非移民皆可帶給國家無窮盡的優勢；探討並思考這些議

題，讓我們可更了解移民的精髓與面向，面對移民時，我們可以在制定或研擬

政策時，全方位（holistic）的思索及釐清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方足以應付各種

不同情境下所衍生出的困惑與難題，是為本論文的主要目的。又本文之研究方

法，以文獻探討及比較研究為主。 

 

關鍵字：anti-immigration 、assimilation（integration）、immigration、multi-cultural、 

        re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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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參政的重要性： 

爭取當地社會認同之契機 

 

林東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碩士生) 

摘要 

2014 年印尼出現歷史上首位民選華人省長－鍾萬學，不僅象徵印尼華人之

參政邁向新里程碑，激勵更多華人投入當地政治事務，亦有助於提昇當地華人

地位並維繫其發展與權利。然而回顧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的參政過程，華人

政黨已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華人代表主流政黨參與議會或地方選舉；而透過

民主體制之參政途徑，華人社會除了得以凝聚族群自我認同，亦有爭取當地社

會認同之契機，進而實現多元主義國家之遠程目標。 

    是故，本文將透過國內外針對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參政之研究與文獻，

以及當前華人參政之事實，分析其主要參政模式，進而說明印尼華人參政之重

要性，不單只為維繫華人社會之生存與發展；相對地，本文認為，參政是為爭

取當地社會對於華人之認同的契機與途徑。儘管目前印尼華人仍須積極耕耘當

地政治領域，然而以參政為切入點，不僅得以探察當地社會對於華人之認同，

當華人參政之勢漸盛，亦能向內凝聚自我認同，向外達到雙方其他層面之認同，

最後推展至與印尼社會團結共處之互動模式。 

 

關鍵字：印尼華人、華人參政、族群認同、後蘇哈托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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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與緬甸反壩運動 

司徒宇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 

摘要 

近年來，緬甸政府以國內缺乏基礎供電設施，導致電力供應不足，拖累經

濟發展為由，將開發水電資源列為施政重點，並與鄰近國家(中國與泰國)合作，

大力開發水壩設施。然而，建造水壩可能為緬甸社會、環境和安全帶來之負面

影響，卻引起非國家行為者極大的關注，紛紛呼籲緬甸政府應正視建壩導致的

不良後果。有鑑於此，本文將以「非政府組織」的角度切入，闡述「國際」和

「在地」非政府組織與緬甸反壩運動中之個別訴求與獨特貢獻；再由「跨國倡

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TAN)的概念出發，列舉「國際」和

「在地」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實例，證明此模式可為反壩運動增添正面助益。 

 

關鍵字：緬甸政府、反壩運動、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地非政府組織、跨國倡議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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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亞太競合情勢分析 

王宏仁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助理教授） 

吳文宜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碩士生） 

摘要 

本文希望探究的是，中國、美國、日本在東亞地區的關係，到底是一種純

粹政治實力的權力均衡結果，還是同時涉及到一種在歷史記憶與文化思想上的

一種延續性衝擊。這種延續性衝擊，不能只是藉由當前主流的斷代史史觀，或

是進步論史觀就予以忽視或取代。因為這樣的結果，會讓我們誤以為現在我們

所看到的中美日關係，只是一種非歷史、去時間、與跨時空的結構性產物，但

是實際上卻可能完全不是如此。這是不是說目前西方國際理論中所教給我們的

概念，不論是對於國家權力的追逐或是利益的認識，都是錯誤的？不是。因為

我們在中國或日本等亞洲國家身上也會看到對於權力或是利益的競逐行為，但

問題是，這些行為表徵是否就意味著與美國所表現出來的權力或是利益的競逐

行為是指涉同一個目的或意義？回顧歷史，兩國從各自的鎖國政策當中解放

後，無不時時刻刻在思索，如何透過與西方國家的交往而學得他們在「器物」

上的優勢，以至於能夠保存自我僅有的主體性與意識。在中國從自強運動開始，

具體化於「中體西用」的手段，在日本則從明治維新開始，具體化於「和魂洋

才」之政策。但無論如何，兩者都是在西風東漸的歷史過程之中，透過一次又

一次的教訓與代價，至今仍持續在學習如何可以扮演好作為一個適當的現代國

家的角色。比方說，作為一個世界公認的崛起大國，應該要具備哪些基本要素？

作為一個正常國家應該要完成何種充分條件？這些問題都與我們理解當前亞太

局勢有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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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洲盟友對中國威脅之認知： 

各國國防文件文本分析 

謝子涵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碩士生) 

摘要 

動機為比較美國在亞洲同盟對於中國威脅之認知，作為美國亞洲盟友在國

防官方文件上儼然是美國在亞洲的話語傳達者以及實踐行為者，特別是日本和

澳洲與美國的國防戰略目標。本文目的為從美國在亞洲同盟國的國防官方文件

從中探討各同盟國對於中國之相關內容，並試圖運用同盟理論中同盟國對於共

同威脅的認知是否一致，進而探討美國與亞洲同盟國家日本、韓國、菲律賓、

澳洲以及泰國之間的同盟關係是否緊密。分析之官方文獻為 2014 年泰國國防白

皮書，2012 年菲律賓 21 世紀國家防衛和安全挑戰報告書、2011-2015 菲律賓國

家安全政策報告書、2014 韓國國防白皮書、2014 年澳洲國防問題報告書、2013

澳洲國防白皮書、以及日本 2014 防衛白皮書。本文以內容分析方法，從國防官

方文件內容去交叉分析以系統論探討中國威脅對於各國國防外交政策制定過程

之影響、以及各國官方文件文本內容之描述性以及主客觀判斷之分析。 

 

關鍵詞：中國威脅、同盟理論、美國亞洲同盟、國防政策、系統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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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後美中日三角戰略關係的轉型與發展初探

(20012012) 

楊建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生） 

摘要 

911 事件後，美國更扮演政治槓桿之角色，對美中日三個國家而言，他們

的一舉一動不僅是全球所關注，並對區域政治經濟發展與安全穩定，具有決定

性的影響，其重返亞洲的態勢與策略，更攸關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本

研究為能深入的剝析三方轉型過程，特導入戰略三角理論中的類型、角色、功

能等分析方法，以台灣為視角，企圖審視 911 事件後美、中、日在國際與區域

兩個層次，以及多邊三角關係間的變化、轉型與發展。 

本研究發現，在本文所探討期間之國際政治結構之下，霸權國都希望一直

維持單極霸權優勢的現狀；然而在 911 事件之後，卻時而發生三角類型，因當

年所發生重大事件，經常產生換軌或轉型的情勢；這 12 年中形成了多種戰略三

角類型：例如「羅曼蒂克型」三角出現 2 次、「三邊家族型」出現 2 次、「結

婚型三角」出現 2 次，甚至形成共 6 次複合式的戰略三角類型的變動；例如期

間的「羅曼蒂克型」三角向「三邊家族型」三角轉型出現 2 次；「羅曼蒂克型」

三角向「結婚型」三角類型轉型出現 3 次；「結婚型」三角轉型為「羅曼蒂克

型」三角 1 次。最終目的，都是基於國家的最大利益考量，此 12 年期間，更突

顯國際局勢的詭變多端，不只相互牽制，也互相影響，值得加以觀察與探究。 

 

關鍵字：新現實主義、霸權穩定論、戰略三角理論、樞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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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多章節南海行為準則架構 

張競 

（中華戰略學會 研究員） 

摘要 

近期南海情勢不斷升溫，但就管控強權在南海之權力競逐而言，各方都寄望

於建構具有約束力南海行為準則，期能避免未來衝突，損及各方海域管轄權與自

由通航權益。2002 年 11 月 4 日中共與東協十國在柬埔寨金邊以共同宣言，簽署

共計十款之「南海各方行為宣言」作為後續進行協商基礎；並明確表示將制定「南

海行為準則」，促進區域和平穩定。 

2011 年 7 月 20 日復於印尼巴里島達成「落實『南海各方行為宣言』指導方

針」協議，再度重申建構「南海行為準則」立場。但自「南海各方行為宣言」簽

訂迄今，雖經數度召開高階首長峰會與聯合工作組會議，但各方僅在防災減災、

海洋搜救與海洋科研等多個合作項目上有所建樹，但就「南海行為準則」草擬進

程來說，成果顯然有限。 

就我立場來說，被中共與東協排除於協商制，實違背現實狀況。不論就我在

南海主權主張，抑或實際佔有與治理角度來說，南海行為準則若未將中華民國納

入其中，顯然無視於國際法理與政治現實。因此中華民國外交部曾於 2002 年 11
月 4 日發表聲明，表達我對此嚴正立場。 

本文提出分析目前制定南海行為準則迷思與盲點，並針對此困境，提出多章

節南海行為準則架構(Multi-chapter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de Framework)，建

議各個南海當事國參酌運用，期能突破困境，建構真正合於現實狀況，並能產生

實質約束力國際規範。 
 
關鍵字：南海行為準則、南海各方宣言、多章節架構、約束力、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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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地緣戰略的週邊結構分析 

侯立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摘要 

中國大陸領土面積幅員遼闊，資源豐富，是東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地理中

樞」，具有成為世界大國的天然地緣優勢。正因如此，中國大陸的強大崛起，必

然引發外部世界對中國大陸的制約，這也成為中國大陸和平發展地緣戰略的必

然性。如何分析中國大陸地緣戰略呢？本文嘗試從地緣政治學理論角度入手。 

本文便是參考結構主義的學說，按照中國地緣環境的「網狀結構」特點，

將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劃分為三個層次——核心層次、週邊層次以及邊緣層

次。而文章的核心內容就是要論述週邊層次結構——中美日歐一條線。 

接下來，作者從地緣政治學角度分別分析了中美、中日以及中歐地緣戰略

關係，並相應提出對未來關係發展的建設性構想：中美關係新定位、共建東亞

新秩序以及建立支撐中國歐盟共同崛起戰略構架。 

通過對中美日歐這一層次的具體探索，我們可以得出結論，中國大陸的和

平發展道路還很漫長，維護持久國際和平環境的任務也非常艱巨，但這並代表

問題不能得到解決，只要中國大陸作為發展中大國，堅定走和平發展道路的決

心，維護主權和領土完整，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同世界各國一道，同舟共濟，

共同守護 21 世紀的全球和平與繁榮。 

 

關鍵字：地緣政治結構；中國大陸地緣戰略；中美日歐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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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 ECFA 對台灣與 RCEP 及 TPP 成員國間 

貿易流量之分析 

黃健兒 

（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 副教授） 

王國鳳 

（國邦興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博士生） 

摘要 

近年來區域經濟整合發展快速，RCEP 及 TPP 可能為亞太地區現階段最重

要之貿易協定，亦可能成為亞太地區邁向 FTAAP 之重要途徑。台灣已於 2010

年與中國大陸簽訂 ECFA，而中國大陸近年來亦持續與其他國家簽訂

FTA/RTA，且 2013 年中國即與東協十國及六個夥伴國展開 RCEP 談判，預計於

2015 年底完成；2008 年美國加入後成為主導者之 12 個 TPP 成員國亦自 2010

年開始展開談判，至 2015 年 3 月已舉行 19 回合談判，原預計 2014 年簽署，2015

年底前生效，而美國已開始推動快速授權法案之立法，然目前尚在進行中。2014

年中國大陸(含香港)占我國出口貿易總額已接近 4 成，另 RCEP 成員國則超過 7

成，TPP 成員國則超過 3 成，我國近年來雖與中國大陸簽訂 ECFA 開啟更緊密

之貿易關係，但我國尚未加入 RCEP 及 TPP 此兩個區域經濟整合體，此是否會

影響台灣與 RCEP 及 TPP 成員國間之貿易流量？以及影響我國未來之國際貿易

規模？本文使用引力模型分析簽訂 ECFA 後對台灣與 RCEP 及 TPP 成員國之貿

易流量，初步之實證結果顯示台灣似已與中國大陸形成貿易區塊，與東協之貿

易關係亦日益緊密，簽訂 ECFA 對台灣與中國大陸之貿易流量似呈顯著正向影

響；另除美國外，對於台灣與 RCEP 及 TPP 成員國間之貿易流量則似無顯著影

響。據此似可推論台灣若能爭取加入 RCEP 及 TPP，或可透過區域經濟整合之

利以提升國際經貿成長之契機。 

 

關鍵詞：貿易效果、引力模型、海峽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定、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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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簽署自由貿易協定決策因素研究 

─經濟面之探討 

蔡蕙如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摘要 

世界貿易組織（WTO）杜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進度與成效遲緩不彰，

為因應在全球化下快速成長的貿易活動，世界各國紛紛追求能加快並保障其貿

易成長的方式，國際間彼此簽訂貿易協定之趨勢儼然而生。依據 WTO 統計，

至 2016 年 1 月份為止，全世界已簽署並已生效的區域貿易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高達 416 個，相較於 WTO 剛成立時增加了近三百個，而且

仍持續增加中；目前各國簽訂的自由貿易協定，仍以雙邊的自由貿易協定為主，

但是區域型的自由貿易協定卻有逐漸發展增長的趨勢。 

過去三十多年，中國以其高速的經濟成長，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伴隨

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在國際貿易的重要性亦與日俱增。2014 年，中國已經

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易國，其商品貿易的出口量更躍居世界第一。自

2001 年開始，中國積極參與國際間的經濟整合，除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

外，至 2015 年為止，中國已與 22 個國家及經濟體簽署 14 個自由貿易協定。隨

著中國在國際貿易中的影響力益形重要，了解該國簽署自由貿易協定的決策因

素將有助於各國與中國的貿易合作與互動。本文主要由地理分布、合作夥伴國

或經濟體經濟發展概況及對中國貿易概況等三方面，探討中國選擇自由貿易協

定夥伴的決策因素與特色。 

 

關鍵字：自由貿易協定、中國貿易、區域經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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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羅斯：威脅還是挑戰？—基於實力層面的分析 

 

黃登學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教授） 

摘要 

一個國家是否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重要的不是意圖，而是能力，無論是

經濟實力還是軍事能力，俄羅斯當前都難以對西方構成實質性威脅；俄羅斯通

過自己在烏克蘭問題上的強硬姿態向西方提出了一個嚴峻的挑戰，但這種挑戰

並不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威脅（顛覆性的改變世界秩序），而是俄羅斯面對西方

咄咄逼人的東進態勢而做出的被動反應及見招拆招式的動作，而不是主動進

攻、攻城掠地式的緊逼式威脅，對於現有的歐洲地緣政治秩序，與其說俄羅斯

竭力謀求改變，不如說更大程度上是極力維持從而避免自己更多的「領地」被

蠶食。 

 

關鍵字：俄羅斯；威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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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會政黨席次與政府預算編列之關聯性 

傅澤偉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財務管理系 副教授） 

林曼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副教授) 

李政翰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財務管理系 碩士生） 

摘要 

日本為美國長期以來的緊密盟友，其經濟實力及國防科技能力得與近年強

勢崛起的中國大陸抗衡，該國在美國所欲建立的亞太防衛劇本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故了解日本國防預算的影響因素將有助於剖析亞太區域軍事平衡與區域

安全。 

本研究除採用經濟成長等因素外，並考量日本執政黨的國會席次與美國軍

費支出等面向，深入探討其是否改變國防預算及社會福利預算額度。 

 

關鍵詞: 國會與政黨政治、政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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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讀梁啟超辛亥臺灣行的經濟觀察與論點 

周美雅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摘要 

辛亥年，梁啟超臺灣行 20 天，前後撰述詩、詞、《遊臺灣書牘》、《國民常

識學會緣起及章程》等作品，觀察梁氏與近代臺灣發展，前後關鍵性的交會點；

評述梁氏來臺目的，一償多年宿願（考查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及募款辦報計畫。 

懷抱『開民智、興民權』，「國民常識學會」徵求會員，以增進國民程度為第一

義，對照梁氏於（1914-1917）民初從政生涯主張【國民應具財政常識】相呼應，

未忘初心。梁氏臺灣行 20 天行程，擬辦報籌款的動力，致編輯部的六封信，梁

氏的民族大愛、忠心體國之情懷，體現「社會寫實詩人」具「利萬人，富天下」

的基本觀點。 

梁氏臺灣行造成的迴響，鼓勵林府致力研究政治、經濟及社會思想等學問

的提升，開通智識階級的風氣，新名詞「主義、思想、目的、計畫」的輸入，

刺激青年對新思想、新學問的求知欲。認同台灣鄉土和同胞的情誼，肯定民族

文化的驕傲，投以祖國同胞的深情，突顯愛國主義的情懷，「舊風格含新意境」

體現中國傳統底蘊及時代人文精神，在從事保護和延續臺灣經濟發展之文化遺

產、學術研究等角度的出發，梁氏深層的經濟理想值得充實與開發。 

 

關鍵詞：調適思想、溫和路線、國民常識、關鍵能力、成長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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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設喪禮： 

中共領導人的死亡儀式與威權國家的規訓場域 

蔡文軒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 助理研究員） 

摘要 

本文認為，中共的領導階層，善於透過為重要政治人物舉行喪禮，將自身

的統治 者的理念，灌輸在喪禮的安排，以鞏固政權的合法性。首先，中共透過

對正面與 反面人物的區分，將政治人物區分為五種類型：高領導人、層峰領導

人、政治 邊緣者、政治錯誤者，以及政治叛徒。其次，依據這五種類型的定位，

來制訂其 治喪規格。亡者的死亡儀式，似乎是獻給獨裁者的一場政治表演。中

共領導階層 透過「框設喪禮」，將個人的政治理念與政權合法性，做了進一步

的強化。  

 

關鍵詞：死亡儀式、新文化史、規訓、威權國家、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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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民主的權力規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之例 

陳世岳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摘要 

現代國家大多已經接受憲法作為國家基本大法，憲法研究已成為政治學研

究 的焦點領域。然而，由於學術典範慣性，學術教研大多偏重在西方自由主義

憲法 體制，體制研究的焦點多在權力分立運作的妥適性上。甚至，認為沒有權

力分立 與制衡就不合憲法原理，就不是民主。      

然而仍有少數國家不是採用這種體制，堅持他們是真正「人民民主」，不是 

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尤其，在中國崛起後，社會主義民主的聲量大大提升， 

近來中共領導人在歷次人代會上重複強調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度」， 

強調要：「加強對權力的制約和監督(16 大，2002)、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17 大， 

2007)、健全權力運行制約和監督體系(18 大，2012)」。 

因此，何謂社會主義民主，何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如何處理

權 力的制約？社會主義民主與自由主義民主的權力制約有何異同？此為本文

所探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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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建立的期待利益與中國海上

絲綢之路的避險選擇 

萬維鈞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摘要 

現實主義假設經濟合作是鞏固國家安全的工具。美國藉由跨太平洋夥伴協

定的長遠整合願景與全面開放美國市場，誘使部分東協國家加入同盟，並透過

長期談判過程中，搭配建立安全上的戰略夥伴，產生經濟與安全的預期效果。

影響中國偏好與東協興建自由貿易區的綜合戰略，故在無秩序的環境下，國家

的最低目標為確保國家生存的前提上，中國必須設計海上絲綢之路的多元權力

平衡機制，商議中國-東協自貿區升級版，維繫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 

 

關鍵詞：跨太平洋夥伴協定、21 世紀海上絲綢之路、中國-東協自貿區升級版、

現實主義、同盟、權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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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路中的暗潮：日中在中亞地區的戰略競逐 

 

劉泰廷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謝子涵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碩士生） 

摘要 

自世紀之交以來，中亞在全球地緣政治中扮演益發重要的角色。除麥金德

的 「地緣中心論」述及中亞地區的重要性以外，戰略位置、天然資源和市場潛

力皆 使中亞地區成為大國強權進行角力的場域。2001 年，上海合作組織的成

立將國 際社會的目光集中在中亞。作為中國於新世紀擴展勢力的前哨站，上海

合作組織 向日本發出了警訊。2004 年，日本和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

塔吉克、 土庫曼等中亞五國建立了「中亞加日本」對話機制(Central Asia plus 

Japan Dialogue)，以平衡來自中國的勢力威脅。2014 年，日本安倍晉三政府重

新啟動 了停擺多時的「中亞加日本」機制，為中日競爭在中亞地區擘劃新的戰

場。本文 旨在探討中日兩國於中亞地區的潛在戰略競爭，並以四個部份進行分

析。第一部 份將回顧中亞在現代地緣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二和第三部

份將分別討論 中國和日本在中亞地區的戰略利益及外交政策；第四部份則指出

中日在中亞地區 的戰略競逐，以及「一帶一路」計畫對中日關係的影響。文末

將對中日關係的未 來發展提出反思。 

 

關鍵詞：中亞、戰略競爭、日中關係、中亞加日本、一帶一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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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美物權法 land leasing制度論中國大陸出讓 

土地使用權的創設發展 

衛芷言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摘要 

中國大陸於 1976 年開始進行改革開放至今已近 40 年，這 40 年來總體經濟

表現累積了相當驚人的成果，而其主要原因是改變了其原初的計畫及管制性經

濟體制，朝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並投向世界市場，快速且大幅度的增加交易機

會所造就。在此一過程中做為一切經濟活動基本要素的土地制度，經過十餘年

的探索，終於在 1990 年代初期創建出一套不同於傳統計畫經濟體制下屬於分配

的、行政給付性質的土地制度，更迥異於土地私有制之下，土地權利得在私人

間移轉交易的利用關係。這套出讓土地使用權制度，在保留了國家土地所有權

不變的基礎下，讓土地資產實現了高度的商業化利用效果，也使得這項生產要

素在經過市場供需法則的調節後，使其本身儲存並兌現了巨大的財產價值，也

讓其地上經濟活動具有更高的效益。而這一套特殊制度在發展過程中，是相當

程度的引鑑參酌自英美物權法中土地出租(Lease)制度，尤其是該制度所具有的

特定長期存續期，可再予轉讓並且可再出租(rent)，可供權利人於死後成為得繼

承的客體；顯然較短效期的租金為低的使用成本；以及最為重要的，往往讓使

用權利人得以終生使用、長期使用；或可任意延長等的諸多特徵，不但是現行

中國大陸出讓土地使用權權利內涵的基本結構，也是這套制度及相關法律體系

未來運作上需要繼續補充、填空的底蘊。本文即自英美法的土地 Lease 制度探

討，論述中國大陸的出讓土地制度創設階段如何受其啟發影響，並在後續實踐

上如何深化落實其特性與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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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勞動審判立場評析 

—基於競業限制判例的分析 

李長勇 

(山東大學法學院 副教授) 

摘要 

長期以來，大陸地區的勞動立法堅持「保護勞動者合法權益」的傾斜性立

法原則。但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卻出臺了「衡平」保護勞動者與用人單位利益的

司法解釋。根據法律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應符合法律的精神和原則。

以競業限制為例進行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並沒有採納先前的地方

司法實踐中的有益做法，而是形成了獨立的勞動規則，打破了既有的勞動法律

秩序。 

 

關鍵詞：勞動審判、勞動立法、競業限制、傾斜性保護、衡平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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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勞資會議法制之研究— 

以衛生福利部第一屆勞資會議代表實務經驗為途徑 

陳智暄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勞資會議代表） 

摘要 

在加薪四法與勞工董事立法聲浪四起的今天，勞動權之重視已為普世價值

與社會共識，在經營三權下之「調整事項」中，集體勞資爭議外之「協商交涉」，

若無工會之事業單位，就必須依法直選勞資會議代表。法制上，按《勞動基準

法》第 83 條：「為協調勞資關係，促進勞資合作，提高工作效率，事業單位應

舉辦勞資會議。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經濟部訂定，並報行政院核定。」

據此，我國按《勞資會議實施辦法》之法規命令層次定位勞資會議之法制位階，

本研究以介紹勞資會議法制為主軸，並以當選「第一屆行政院衛生福利部勞資

會議代表」之實務協商折衝經驗為「研究途徑」，描述、彙整參與勞資會議實務

過程之觀察，竭力顯現目前相關法制之匱乏與缺陷，期待能透過「社會面方法

論下之法學研究方法」，力求在實務當中秉持「不忘初衷」，不被社會所奴役，

以愚公移山的精神死守學術理想與「童貞」；力行「行政法五大架構」能成為「活

的研究方法」；證立學者阿部泰隆、鄧學良的法學，著實為一部「活的行政法」，

登高於此巍峨山巔，眺望與歸納，進而提出改善我國勞資會議制度之具體建議

與方向，期讓勞資會議之勞工代表等勞動團體有所借鏡，對於未來與資方磋商

調和能有所裨益。 

 

關鍵詞：勞資會議、勞動三權、非典公務人力、調整事項、權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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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馬英九政府的陸客觀光政策 

于仁壽 

（真理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觀光交流被認為是低層次的政治事務，特別是分裂國家或許可以透過觀光

旅遊改善雙邊關係。 觀光確實是兩岸關係中影響層面廣泛卻相對政治敏感度較

低的事務，早在蔣經國總統時代便以人道因素決定開放民眾赴大陸探親，取消

赴對岸旅遊的禁令，開啟了兩岸之間日益深化的交流互動。一篇以兩岸觀光交

流為主題的研究論文指出「觀光…能扮演著積極性的促進和平關係力量，降低

中國大陸與臺灣之間的緊張與猜疑。」 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期間兩岸關係發展相

對停滯，陳水扁政府也在 2000 年到 2002 年之間先後通過了「試辦金門馬祖與

大陸地區通航實施辦法」、「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與「開

放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觀光推動方案」，但這些開放措施多半是被動回應民意訴

求，開發陸客市場的決心並不強烈。例如「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

可辦法」中對陸客來臺設下諸多限制條件，不僅申請手續繁複，人數配額與停

留時間有限，導致政策成效不彰，直到 2008 年馬英九上任後，兩岸觀光交流才

快速發展。 

馬總統即將在五月份結束任期，國民黨也即將失去執政權。造成政黨輪替

的因素固然很多，平心而論，馬總統的兩岸政策基本上算是成功的，但為何平

順的兩岸關係不僅無法成為打動人心的政績，反倒變成執政黨競選期間的包

袱，或許在陸客政策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馬政府執政八年，陸客政策可說是

毀譽參半，雖然長遠看來，開放陸客來臺觀光有助於兩岸修好，但大量頻繁的

直接互動卻也暴露了雙方社會的差異性，固然在造訪人次或消費金額等數據上

表現十分亮眼，但少數陸客失序行為與業界不平之鳴也時有聽聞。原本是希望

擴大交流、增進兩岸關係的觀光政策，執行面上的疏漏與不足，導致此一立意

良善的政策，反倒成為在野黨口中的「亂象」。另外，馬政府薄弱的政策論述，

也使得許多人以訛傳訛，將一些錯誤資訊引為批評馬政府陸客政策的證據，導

致政績無法受到民眾肯定，但負面效應卻深植人心。 

本文以下先簡述陸客觀光的開放過程，與朝野對於政策的不同看法，再來

則是闡述政策成效出現落差的原因，最後是結論。本文認為，雖然很多批評言

過其實，但馬政府太重視經濟數據卻欠缺深層戰略思考，輕忽交流活動的負面

影響，在在影響了開放陸客政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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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海洋國家都市環境的永續理念與實現 

—以高雄市為例 

林源和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博士候選人） 

摘要 

近年來，人類對於環境的破壞，已擴大至地球尺度的規模，例如地球氣候

高溫化、酸雨、森林枯萎、臭氧層破壞、異常氣候等現象已無遠弗屆，人類生

存已遭到嚴重威脅，海洋國家都市發展與環境生態的平衡是地球永續發展的重

要指標。亞太海洋國家都市環境的改善可以提昇人類生活環境的品質，包括空

氣品質、水質、噪音等，人類對居住及生活環境的偏好影響整個都市系統的平

衡。  

本研究旨在對亞太海洋國家都市環境問題，藉由整合都市計畫、都市設計、

土木建築、環境景觀等相關知識，探討都市環境與都市生活相互之課題。主要

目的在於使地球生活的每一成員對環境的規劃內容有所了解，並有助於政府及

民間土地使用的規劃作業，透過對於資源的保育、利用與管理、環境評估等有

具體的認識，實際運用於生活當中、進而使地球瀕臨危機之海洋國家的都市環

境有所改觀進而使其達到生活、生產、生態三生平衡的「永續海洋都市」。 

海洋國家都市環境之永續發展要落實環境管理的理念，過去以社經層面探

討環境發展的結構，其過度強調生產機能，因而忽略了環境生活品質及生態環

境，致使產生了生態上的失序，並造成環境惡化。因此正確的創造美好的生活

環境必須從永續發展、生態環境平衡的角度做一系統化分析，才能建構一個生

活、生產與生態平衡的海洋國家都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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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大陸中央與地方關係 

駱長毅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生） 

摘要 

1949 年，毛澤東宣布建立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誕生。在結束國共內戰

以後，為了因應時代特殊的變局，以及統治中國廣袤的土地，便發展出其特殊

的政府體制。中國幅員遼闊，統治不易，因此建立一套高效的行政體系，便是

政府的當務之急。關於中國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分配，相比其他大部

分國家，是相當特殊的，既有濃厚的中央集權色彩，也出現聯邦主義的影子，

體現出了中國之地廣人眾，所需更能適應其國情發展的政治制度。 

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分配，通說有中央集權制、地方分權制，以及孫中山以

事情之性質作劃分，所創造出的均權制度。然而在中國大陸，各級地方政府採

用民主集中制選出國家行政機關，政治上採用中央集權，但各地方政府除了受

中央政府指揮，也同時受到其他不同來源的機關管轄，相當複雜；不過在經濟

發展方面，為因應全球化的發展需要，而逐漸朝向分權發展。如此制度設計，

一方面中央能夠推行國家整體的建設規劃，統一國內市場經濟，同時地方有更

多的自主權發展在地經濟，形成良性競爭。 

    本文首先提出中央與地方關係的理論基礎，並介紹中國地方政府的級別劃

分，以及中央政府在制度上是如何控制並監督下級地方政府，最後提出地方分

權在中國大陸的實踐展望。 

 

關鍵詞：中國政府與政治、地方自治、中央與地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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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醫療危機與改革對於我國之啟示 

 

吳秀玲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人口老化對於國家財政造成嚴重的衝擊，是 21 世紀先進國家必須處理的重

要議題。2010 年臺灣總生育率低於 1.0，為世界之末，衍生國家財政、經濟、

衛生及社會照顧等諸多的困境；許多國家同樣面臨人口老化伴隨而來之疾病型

態慢性化、健康問題障礙化、照顧內容複雜化及照顧時間長期化等問題，醫療

支出或長期照顧之財務負擔，將大幅成長，且對健康照護之需求，必須由治療

轉為「治療與照護並重」。 

日本醫療體制與介護保險之發展息息相關，2000 年實施介護保險制度，以

開拓新財源，解決因社會性住院、老人醫療費高出一般非老人族群的 5 倍，導

致醫療體系的財政瀕臨瓦解問題，並減輕醫療費支出。日本基於「全人照護」

的觀點，將醫療與介護連結成為完整健康照護體系，實施介護保險制度已逾 14

年，投入金額逾 9.4 兆日元，給付總額成長 2.6 倍、使用人數成長 2.7 倍，已歷

經 5 次調高保險費以及縮減給付改革，但政府的財政負擔仍日趨沉重，加以日

本醫療的危機，竟導致大量醫療與介護難民的發生，故深值我們作為警惕！ 

日本在先進國家當中，醫療費用屬於最低，然人民的自己負擔卻是最高；

且相較於 OECD 加盟國的醫師平均數，醫師人力不足 11 萬人，醫師承擔過重

的工作致而過勞死。低醫療費政策及醫師養成之抑制，乃日本醫療崩壞的根本，

當 2025 年到來，約有 800 萬人的團塊世代一起邁入後期高齡者(75 歲以上)，使

得醫院及介護設施達於「爆胎」狀態。本文從日本的醫療系統所面臨的危機，

觀察醫院的經營策略，以及日本醫療保險制度改革方案，探討在追求先進醫療

或兼顧平等醫療當中，醫的倫理與實質醫療費用抑制在政策上的思辨，及對於

我國醫療照護制度之啟發。 

 

關鍵詞：全民健保、醫療危機、醫療崩壞、醫療改革、介護保險、公民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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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民主與優勢民主：美國動態妥協的否決權設計 

 

余玲雅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摘要 

現行台灣國內對美國總統制度下總統否決權的研究大都描述美國憲法對總

統行使否決權的規定與技術運用(例如，pocket veto:袋中否決)以及否決權行使

前時國會（參眾兩院）的立法程序規定與過程，當然也有部分學者研究「條項

否決權」(Line Item Veto Act of 1996)在 1998 年被最高法院司法審查為「違憲」

的案例；而美國學者的研究多注重經驗和比較分析，尤其是總統的使用時機、

比例和頻率(Copeland 1983; Rohde & Simon 1985; Slezak 2000; Spitzer 1993)，這

類學者主要針對否決權能否成功或否決是否會被國會超級多數蓋過推翻

(override)提出重要解釋項，像政治脈絡環境（有無期中選舉或總統大選）、總統

有無「優勢資源」（即總統認可率和受歡迎的程度）、宮會是否同治或分治、法

案是否是肉桶利益輸送法案或是整體經濟民生議案（前者容易被否決，後者總

統否決容易被推翻）以及總統本身有無先前的議員經驗（有當過參眾議員的總

統較不傾項使用否決權）等；另外也有學者對法案的立法過程作類型研究

（Krebiel 1998; Conley & Kreppel 2001)，康莉和克瑞普就將法案分成黨派型、

競爭型(contested)與超級多數兩黨聯合提案型三型，他們結論出在第二型的立法

過程總統對自己的否決權使用最會去做「遊說」工作，使國會議員跑票來對自

己的否決權行使有利。本文對否決權的研究著重在整體面，尤其針對「三權分

立」與行政「否決權」的政治思想起源以及其所造成的「制衡民主」、「優質民

主」、「細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僵局」等作用作一個較完整的溯

源、研究和闡明。 

 

其實，行政「否決權」是屬於三權分立「混合制衡」制度性下一種「行政

平權」考量與設計，這跟我國修憲前的行政院（得經總統之核可）所行使的「覆

議」權有類似之處；然後富有強烈內閣制精神的憲法第五十七條也有超級多數

（出席立委三分之二）的倒閣設計。退回立法院的「覆議」權是行政院對立法

院所通過的議案之一種制衡作用，是對立法院中之「多數專制」立法的一項訴

諸民聽的監督與憲政上的制衡，精神上這屬於行政「否決權」的設計運用；而

修憲法增修條文後，行政院可對立法院的法律、預算、條約案行使類似否決權

的退回「覆議」權，只是立法院只要-二分之一（而非美國三分之二的超級多數

設計）堅持原意便可推翻行政院的「覆議」權，這輕易推翻的二分之一設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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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立法院站在立法優勢，致使行政院的「準立法」功能大大斲喪，這在憲法

設計上是沒辦法達到行政、立法機關的積極互動、細議和妥協的效果；另外，

行政院長並不用因被推翻覆議而辭職，造成行政院長掌有擬定施政方針和執行

政策的偌大權力，卻忽略對自己政策和對立法院負責的實質責任。用比較的觀

點來看美國的憲政設計，美國總統行政「否決權」是總統行政權對國會立法權

(statue-making)的牽制，目的是針對國會在一種人數眾多（兩機關五百三十五位

參、眾議員）與雞同鴨講的眾言堂(the Tower of Babel)下，倉促立法或簡單多數

的過半立法（優勢立法）所造成的「多數專制」(majority tynanny)效果及對細

議民主的傷害。那在美國總統握有行政否決權後會不會造成「總統專制」或其

它如國會立法「僵局」(stalemate or gridlock or deadlock)的副作用呢？答案是：

僵局是有，專制則未必！因為國會仍強有力預算和撥款權力（budget and 

appropriation power)；甚至，國會也有調查權和彈劾總統的權力（台灣現行這兩

項權力屬於立法、監察和司法院的綜合所屬）。那就行政否決單項而論，美國憲

法還有一個「超級多數」（supermajority)的設計，即參、眾兩院各以三分之二多

數反對總統的行政「否決權」則可推翻否決(override)令使總統必須簽署國會法

案（bill)成「法」（statute)。若總統再提一個違背國會原法案精神的行政命令、

法規或立法（law-making)則不可能在參、眾議院能過半通過；甚至，參院只要

集結百分之四十的參議員就可運用馬拉松接力賽式的「冗說阻案」(filibuster)

讓總統的「準立法」提案擱置或胎死腹中。所以行政否決權並不會造成總統專

制，他反而能作為迫使國會做妥協及延展出一種動態互動且細議的優質民主。 

 

本論文旨在說明美國在三權分立下，除有傳統混合制衡作用外，總統的行

政「否決權」更有分享「立法權」的強大功能，它讓總統與國會攪入一種互動、

妥協的立法倡議過程，這過程在總統的「否決」或「否決威脅」以及國會的「推

翻否決」交互作用下作蹺蹺板的上下擺動，而擺動的重大意義是讓法案或政策

制定過程更加走光、透明，讓媒體及民意也滲入政策制定的輸入面，這最後形

塑出一種相對細議、妥協、互動的「優質民主」，也造成美國內政的平衡穩定以

及國力的輾轉累積。在我國揚起修憲與制憲的聲浪前夕，本文也提供給憲政設

計者的一個參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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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路與中國經濟發展關係之研究 

林吉琳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摘要 

我在硏究中國如何藉由擴大內需消費的政策，進而刺激景氣循環，達到促

進經濟成長的過程所造成產能過剩之問題。  

因為我想要探討並分析中國藉由消費的提升，使得國內需求面的増加，達

成 GDP 的成長，藉由加速原理促進生產者擴大投資，再次刺激景氣的復甦。

但是由於生產者對於未來抱持希望，會再次擴大生產，亦即由乘數原理，使得

國民所得再次增加，巿場更加活絡。  

我的硏究成果可以幫助讀者了解中國藉由擴大內需政策的行為，確實可以

為國內產業注入活水，提供更多的就業機會，藉由巿場需求面消費的增加，對

於景氣好轉的預期心態，促進景氣復甦，達到自發性投資的增加，進而帶動國

家經濟成長與繁榮。但是卻由於配置的無效率造成產能過剩，於是中國利用「一

帶一路」之跨國合作計劃，希望藉由幫助國外的基礎建設之需求，消弭中國之

過剩產能，並建立互助合作的國際關係。  

 

關鍵字：一帶一路、產能過剩、跨國合作、基礎建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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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北京與武漢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比較 
 

潘慧真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鄭博文 

（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  副教授） 

翁嘉禧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進行上海、北京與武漢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比較，透過相

關理論文獻分析和統計數據的評比，探討這三大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有何差

異？藉以突顯上海在推進區域自主創新的獨特性與共同性，也希望從中帶給台

灣科學園區啟發及兩岸園區合作對接的可能性。 

歸納研究結果發現，上海、北京與武漢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係依托區域創

新體系理論構建。上海區域創新體系是政府與市場共同主導型，在推進區域自

主創新具獨特性。北京、武漢區域創新體系是政府主導型，政府在一定程度上

承擔科研開發的主體。上海張江、北京中關村、武漢東湖三大國家自主創新示

範區已成為長江三角洲、京津冀、武漢經濟圈的核心城市及創新高地。因此，

從全國高新區中脫穎而出，肩負起國家自主創新區域示範的重任。 

關鍵詞：上海張江、北京中關村、武漢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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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推拉理論評析兩岸銀行業之互動 

王慶熙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翁嘉禧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摘要 

1978 年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金融體制大幅度調整，金融政策逐漸鬆綁，

各類金融機構紛紛設立與發展。近年來，中國貿易總額逐年增大，企業金融需

求相對提高，經濟成長亦使人民提高消費金融之需求。2001 年中國加入 WTO，

因應承諾循序對外開放金融市場，加速外資銀行進入中國。本文擬以投資推拉

理論作為學理基礎，建構兩岸銀行業投資決策的推拉情境之理論分析。將「推

拉理論」區分為中國的「推力」與「拉力」，以及臺灣的「推力」與「拉力」，

進一步細分為三種推拉情境。隨著政經政策逐漸鬆綁，兩岸銀行業可依據比較

利益原則在兩岸進行投資與產業合作，同時將兩岸資源整合與運用，提升銀行

業的競爭力。兩岸產官學界，應以務實的思維共創兩岸銀行業雙贏結局。 

 

關鍵詞：投資推拉理論分析、兩岸銀行投資決策、兩岸銀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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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國界、法律繼受與全球化─ 

東南亞法制的衝突與重構 
 

許震宇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講師） 

摘要 

關於東南亞的研究之中，政治、經濟、文化，甚至於文學領域大抵燦然，

惟獨鮮少對於該區域之法律制度，進行實質的研究闡釋。由於東南亞特有的歷

史（殖民、戰爭與生存）經驗及各異的文化背景，使其具有豐富的法律傳統；

而實際上，在傳統之外，東南亞更受到全球化下的超國界式法律繼受影響，故

其涵納著世界上主要的法律體系及制度規範。質言之，差異、矛盾與多樣性，

應是研究該區域的核心因素。因此，本文擬自超國界、法律繼受與全球化的理

論視角，探討東南亞法制的衝突與重構。 

 

關鍵字：超國界法律、法律繼受、全球化、東南亞國家協會（东南亚国家联盟）、

殖民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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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協人權建制的浮現與挑戰分析東南亞的人權政治 
 

李明勳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生）   

摘要  

區域人權建制有助於將世界人權法典所揭櫫的價值逐漸落實於地方。目前

既 有的區域人權建制包括歐洲、美洲與非洲，但幅員廣大的亞洲迄今並未形成

一個 有效的區域人權建制，而東協所處的東南亞地區似乎是亞洲未來較可能形

成人權 建制的區域。1990 年代初期，「亞洲價值」於東南亞盛行一時，試圖藉

由文化相 對主義來抵抗人權普世性對國家內政的干涉。然而，東協於 2009 年

成立「東協 政府間人權委員會」（AICHR），並於 2012 年通過《東協人權宣言》

（AHRD），均顯示一個東協人權建制正逐漸浮現。 Krasner 認為國際建制除非

得到體系中強國的支持，否則不可能建立起持久 的建制。然而，爬梳東協人權

建制的形成會發現，該建制的形成更像是一種「無 霸權領導的建制」，如此應

該如何理解協東協人權建制的形成？以及為什麼東協 國家要開始構築東協人

權建制？而東協人權建制的浮現過程又是如何影響東南 亞的人權政治？回顧

既有對於區域人權建制的研究途徑後，筆者認為，國際層次的「跨國社會化」

和區域層次的「區域整合」較有助於解釋上述現實主義所無法解釋的難題，從

而豐富既有國際關係理論對於國際人權政治的理解。此外，本文還試圖以「涵

化」（acculturation）理論來重新理解東協人權建制的形成、發展與前景。大體

上，「無霸權領導的建制」藉由各種社會化機制來內化人權普世性規範，尤其是

該區 域傳統的領導國家（菲律賓、泰國和印尼）對於東協人權建制的倡導。另

外，亞洲價值國家和中南半島後進國也以各種社會化機制來使之逐漸納入該建

制的運作，避免使自己成為區域整合進程的局外人。 

 

關鍵字：東協人權宣言、涵化、人權動員、亞洲價值、東協政府間人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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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路」之法制設計論─「海絲」與台灣 
 

鄧學良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摘要 

「一帶一路」乃至於「亞投行」對台灣而言，猶如天際之事。政治家不提、

選舉政見中不議、民生互動上之意義亦乏識者言及。 

本文認為，台灣地區人民當前的態度，實與民族認同、生活史事經驗有關。

當前若欲將「一帶一路」等之世界行動，亦「嘉惠」台灣時，則兩岸在民族情

感等等之澈底檢討，應為必要。 

2015 年 11 月 7 日(六)之「馬習會」，已提及「一帶一路」與「亞投行」，台

灣能否安心加入，大陸須有更多的「努力」，又是為何？ 

 

關鍵字：兩岸關係、一帶一路、海上絲路、廣域行政、協作與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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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社群是否改變中國人民民主觀念？ 

微博平臺之人大獨立參選人傳播現象初探研究 

侯政男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 

蔡宗哲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系  助理教授兼教學媒體處處長） 

摘要 

以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以其社會化、自媒體特性讓中國大陸的話語權結

構改變產生可能性，也增加了政治自由的個人空間，成為社會轉型時期多元利

益表達的新平台。2011 年中國大陸產生的人大代表獨立參選人在微博宣布參選

現象，雖然結果獨立參選人全軍覆沒，但已是一個破天荒的人民參政現象，也

顯示其在政治傳播研究的珍貴性。研究發現中國當局透過對參選人以及連署人

的一連串打壓，阻斷了獨立參選人的人大代表的參政之路，在目前現實的政治

體制及運作下，獨立參選人的突圍成功之路仍是遙不可及。但另一方面看到微

博因其獨特的特色和流行度而成為了一個活躍而有力的媒體工具，用以表達個

人觀點和公眾輿論，在傳佈突發新聞和討論社會議題方面尤為活躍。社群媒體

產生的政治參與不再是傳統的由上而下的動員參與，將可能是一種由下而上的

自主型參與。借著這個新型社群媒體的影響力，雖尚未能達到當選目標，獨立

參選人風潮對中國人民的選舉觀念及行為則產生了影響。 

 

關鍵字：微博、自媒體、選舉、獨立參選人、政治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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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問政運用於公共事務議題之政治傳播 

蔡宗哲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系  助理教授兼教學媒體處處長） 

侯政男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 

摘要 

在所謂的「傳統媒體」時代，媒介的話語權事實上是被少數的「精英分子」

所壟斷，那些少數的「精英分子」往往成為了意見領袖，而草根的聲音往往被

湮沒，特別掌握在中共手上的大陸媒體。然而在新的傳播媒介出現之後，打破

了那些少數的精英分子對話語權的壟斷，草根的聲音傳播範圍越來越廣，特別

是在「微博」這樣一個自媒體平臺上，草根的聲音越來越強大，逐漸形成一批

草根意見領袖。越來越多的草根在發出他們的聲音，正在逐漸的改變著我們的

媒介生態，而微博越來越成為傳播草根聲音的一個重要平臺。本文將針對此一

新興媒體之政治傳播效應，以質化相關方式，檢視相關現象與論述，試圖建構

理解此一新興媒體運用於公共事務議題之政治傳播模式。 

 

關鍵字：微博、新興媒體、政治傳播、網路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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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聯網新興科技對集體行動的作用： 

以六一反廈門 PX 事件為例 

薛惠文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摘要 

互聯網是否會為中國帶來民主，目前仍眾說紛紜。但不可否認的是，中國

社 會以互聯網作為串連的集體行為層出不窮。其中，2005 年博客使用者人數

的大 幅成長，也在集體行為串連的過程中發揮作用。本研究以 Mark S. 

Granovetter 的「弱連結關係」(weak ties)探討博客這種虛擬社群在集體行為中

所產生的作用？並以 2007 年的「六一反廈門 PX 遊行」為個案，探討博客在現

實的集體行為中運用的情形。本研究發現，博客或博主彼此互相連結，擴大了

虛擬社群中的弱連 結關係，加強資訊擴散的能力，使得越來越多人知道廈門

PX 項目。在六一反廈門 PX 遊行前，再以手機簡訊動員親朋好友，此階段則

促進強連結關係(strong ties)，使廈門市民認知上街遊行是可行的行為。因此，

在弱連結與強連結關係交 互運用下，終使超過 10,000 人走上街頭，發動「六

一反廈門 PX 遊行」。  

 

關鍵字：反廈門 PX 事件、博客、弱連結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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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狀況 

(一)、辦理期間所遭遇的問題 

活動的辦理難免會遭遇一些狀況，經驗的累積及傳承，並於事後提出解決之

道或見解，便是讓本研討會因應未來可能發生的問題。本研討會於辦理期間當然

也曾遇到些許問題，因此在此部分提出，期待未來遇到類似問題時，能迎刃而解。 

一、 論文之品質問題 

由於本研討會投稿審查主要以摘要部分為主，再加上為擴大研討會之包含

性，來稿之稿件自教授至碩士生均平均分配並含括在內，故造成論文品質把關上

之困難。全文稿件並未能於第一階段審查過程中再次審查，此為歷屆研討會遭遇

的問題，因此，也常受到評論人的反應。例如有一篇民主研究的文章，稿件全文

較像是演講稿而非論文，故受到評論學者的相關建議與檢討。另外，本研討會為

中文研討會，於文章投稿時應盡可能以中文文章為主，然若為海外學者參與本研

討會，本會亦通融其以英文書寫，但簡報過程則應維持中文研討會之目的，以維

護在場學生及聽眾之權益。 

二、 截稿日之安排 

本研討會目前明訂每年的 1 月 30 或 31 日為截稿日，但由於每年之春節假期

大概都在 1 月底或 2 月初，因此若截稿日與春節假期過近時，則容易有發表人延

遲交稿或未交稿之情形。本研討會為海納議題之完整性，仍受理其稿件。只是，

未來建議採以浮動截稿日，將截稿日配合該年農曆春節訂立之，應能緩解發表人

撰寫文章之時程安排，本研討會亦能避開截稿日與春節撞期，因而導致延誤交稿

之情形。 

三、 議程時間之安排 

議程安排方面，本研討會秉持每篇文章主題性之相似度，予以安排至各場

次，並邀請各領域之專家，給予該場次之文章意見與評論。然，發表人有時會有

自身時間安排上之問題，而要求本研討會根據其時間安排，予以調整其場次。本

研討會為體恤有些發表人自北部往返高雄參與研討會，盡量以滿足發表人之需求

予以調整場次安排。然，這樣一來便有文章主題與該場次主題不符之情形，這亦

是每屆研討會均會遇到之困難，本研討會未來將會擴大各場次之主題性，希望能

將每篇文章根據其主題與發表人之需求，做最適切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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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表人不克前來 

此次有二篇文章之發表人不克前來，其中一篇委請第二作者代為宣讀，另一

篇則原本亦委請他人代為宣讀，但於研討會開幕前之幾天，卻臨時告知無法代為

宣讀。本研討會依然將其文章印製手冊上，並於會場刊登該篇文章，再由評論人

予以決定是否評論該文章。未來可於會場四周，將其文章與其他入選之文章改以

張貼的方式，於會場供其他與會者參考。如此除了能廣納更多優秀文章，亦能避

免發表人不克前來之問題。 

(二)、辦理效果評估 

此次研討會圓滿成功，歸功於過去經驗的累積，以及五年來的積極推廣，促

成如此的成果，研討會亦根據每年之狀況產生不同效果。最值得提出的為下列五

點： 

一、 各領域學者共襄盛舉 

本研討會共有五大主題，並分為 16 個子題及場次，供來自各學界領域的專

家學者共同討論。此次研討會亦邀請校外學者前來與會，例如國立高雄大學政治

法律學系 楊鈞池教授、國立高雄大學政治法律學系 賴恆盈副教授兼系主任、國

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管理系暨研究所 孫智嫻副教授、國立金門大學國際暨

大陸事務學系 盧政鋒助理教授等，這些學者來自政治、經濟、法律等領域，除

給予發表文章適切之評論，亦能增加本研討會主題之包容性。 

二、 增進兩岸學術界之交流 

本次研討會每年均會有大陸學者參與，此次研討會亦有來自山東大學之教

授，除了其本身發表研究成果外，本研討會亦邀請他們擔任評論人。大陸學者之

與會，除提升本研討會之知名度，亦能讓兩方學者均了解相關研究議題之不同視

角。除了在知識上相互切磋、交流，兩岸學者的互訪，也能增加雙方的互動與情

誼。 

三、 各領域學者共襄盛舉 

本研討會共有六大主題，並分為 20 個子題及場次，供來自各學界領域的專

家學者共同討論，並獲得與會學者的贊許。此次也邀請更多校外學者前來與會，

例如國立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文系吳春宜教授、國立金門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俞

劍鴻教授等相關領域學者，期待未來能有著不一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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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主題的激烈討論 

本研究主題供諸多學者於會場中激烈討論，例如 D4 場次中的「中國網路研

究」，會場中有來自華僑大學之訪問學者胡石清老師於台下聆聽，當發表人針對

其文章回應時，胡老師亦針對該文章發表其感想與看法。但由於發表人與胡老師

之觀點、視角之差異，兩方針對該議題有精采之討論。這使得與會人員了解到，

因為兩岸風土民情之不同，對研究議題亦會有不同看法，這便達到辦理此研討會

之目的之一，讓每位學者之研究經由公開發表，海納各方之意見，並補足其研究

之不足，以利往後研究議題之延伸與深入性。 

五、 校友之共襄盛舉 

由於本所畢業之校友眾多，其中不乏於各學術單位任職與就教者，本研討 

會借重這些校友之學術涵養，根據其專長，邀請其擔任主持人或評論人，校友亦

都樂意返校共襄盛舉。此舉除了能增進學術後進之學術能量外，邀請校友返校擔

任主持人或評論人，亦達到校友之間聯繫情誼之目的，並使畢業之校友與在校之

學弟妹多所互動、交流，以利未來學術上之相互助益。 

(三)、對未來政策或活動的相關建議 

「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舉辦至今，已經是第五屆了，而本研討會目前

各項事務之安排也逐漸呈現穩定的狀態，例如知名度、投稿數、與會學者數、大

陸學者參與及報名人數等。未來本研討會若有更進一步的發展及成長，應有更完

善之規劃。因此，特別提出下列五點，以做為未來發展之目標及近期需改善之項

目： 

一、 研討議題之多元性 

本研討會舉辦至今，已達五年之久，知名度、投稿數及與會人士的人數也

逐漸穩定，未來本研討會亦可在現有議題上，增加產業面向之文章與議題，例

如「中小企業」、「台商研究」等。雖然本研討會定位為學術研討會，但近年來

學界與產界之界線不再是壁壘分明之兩塊，產學合作亦是多所大學所推廣之項

目，故若能借重各院校之該領域的專家，邀請其發表文章或擔任主持及評論人，

甚至針對其在業界上的經驗，針對該學術文章予以指教，相信必能縮小產學之

間的落差，亦會擴大本研討會之多元性，亦能讓台灣之學界與產界有更多的交

流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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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碩、博士生文章之張貼 

        本研討會一項給予學術新進多所發表之機會，然近年來發現，碩、博士生

之文章良莠難以把關之問題，故本研討會未來若能針對碩、博士生全文稿件之

品質良莠，適切地改以張貼於會場四周，除了能使各場次之文章水平更趨一致

外，亦能使碩、博士生之文章有更多的能見度，避免某些文章有遺珠之憾。 

三、 圓桌論壇的新增 

本研討會來會之與會學者眾多，再加上研討會的議題也相當地豐富，除在

專題演講及各場次共同討論外，亦可針對台灣或海內外當前重要的國際議題，

舉行「圓桌論壇」，邀請海內外與會學者共同討論，並與同場聆聽的與會學者相

互交流，也可能激辯出不一樣的學術火花。 

四、 兩岸學界之合辦 

本研討會每年均有大陸學者與會，其中山東大學之學者更是每年必會來台共襄

盛舉，故，此次研討會結束後，山東大學之學者提出兩校合辦此研討會之提議。

未來，若能朝兩校合辦之方向努力，除了能擴大本研討會之能見度與知名度，

促進兩岸學界之交流外，亦能奠定本研討會於南部學術領域之可看性。 

五、 優秀論文之線上刊登 

實際上，每屆研討會皆有許多極具水準的文章，然而始終未能將其彙整成冊，是

本研討會之遺憾。未來，也許可以考慮依據每年的主題，精選出該屆研討會優秀

或重要之文章，在徵得作者同意後，刊登於本研討會之網站上，以供未能前來與

會之學者參考及閱讀。相信此舉不但能增加這些優秀文章之能見度，亦能對海、

內外學者之研究多所助益。尤其，線上刊登除了能節省印製成冊之成本，在網路

世界無遠弗屆之基礎上，比起傳統之書冊出版，更能供更多相關領域之學者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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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到情況 

 

 
圖 1：3 月 18 日研討會報到情形 1 

 

 
圖 2：3 月 18 日研討會報到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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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各場次情況 

 

 
圖3：場次A1 中國一帶一路策略 

 

 
圖4：場次A2 中國產業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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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場次A3 人口政策研究  

 

 

圖6：場次A4 東南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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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場次B1 中美日三角關係 

 

 
圖8：場次B2 中國地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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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場次B3 中國區域經貿關係  

 

 

圖10：場次B4 東北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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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場次C1 歷史研究(右上為本所訪問學者胡石清) 

 

 

圖12：場次C2 中國對外戰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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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場次 C3 亞太國家之法制建設 

 

 
圖14：場次C4 公共事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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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場次D1 民主研究  

 

 
圖16：場次D2 中國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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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場次D3 法制研究  

 

 
圖18：場次D4 中國網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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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用餐情況 

 

 

圖 19：3 月 18 日中午餐敘 

 

 
圖 20：3 月 18 日下午茶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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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月 18 日庭院晚宴 1 

 

 
圖 21：3 月 18 日庭院晚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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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月 19 日中午餐敘與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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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亞太所簡介 

為求學術與教學發展之精益與卓越，本校「中山學術研究所」與「大陸研究

所」於民國 97 年 8 月 1 日整併成立，並改名為「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以下

簡稱本所）。本所前身之中山學術研究所，為紀念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民國 69 年

7 月在本校正式設立，為本校所成立之第一個研究所。中山學術研究所招收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以及各類推廣教育學分班，以追求社會科學整合與

學術全球化。大陸研究所於民國 82 年 8 月 1 日正式成立，招收碩士班、博士班

與碩士在職專班，以強化中國大陸政經互動之教學研究、培育 21 世紀國家建設

之專業人才為主要宗旨。

建立在中山學術研究所和大陸研究所之良好基礎上，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的設立，旨在培育 21 世紀領導國家發展，以及研究中國、兩岸關係與亞太區域

事務之學術和專業人才。本所目前招收碩士班與博士班研究生及碩士在職專班，

現所長為顧長永教授。本所教學主軸為中國與亞太區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

展，以及相關法律制度之比較研究，並試圖從全球化、區域化和國際政經情勢之

角度，分析台灣、中國與亞太區域國家之發展與互動關係，以及各項重要人類發

展議題的演變模式。

在課程設計方面，本所強調理論與實務並重，其範圍涵蓋政治、經貿、社會、

法律、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及區域研究等類別。此外，為強調課程的專業化，本

所亦將課程分為「政治組」、「經濟組」及「法律組」等三組。各組學生除必修課

程外，可依個人研究方向與研究興趣，選修其他組別之課程，以擴大學術理論及

專業知識的吸收，進而建立宏觀與整合性的學術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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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資陣容 

姓名 職稱 學歷 專長 

顧長永 教授兼所長 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政治學博士 

1.政治發展理論 
2.亞太區域研究 
3.東南亞政府與制度 
4.國際組織 

林文程 教授 美國塔芙茲大學佛萊契爾法律外交學院博士

1.國家安全 
2.談判 
3.中共外交政策 
4.美國外交政策 

林德昌 教授 美國北伊利諾大學政治學博士 

1.國際政治經濟 
2.中國大陸經濟體制 
3. NGO 與公民社會 
4.兩岸政經關係 

徐正戎 教授 法國第二大學法律學博士 

1.憲政理論 
2.比較憲法 
3.法國第五共和 
4.國際經貿法 
5.歐洲聯盟 

張道義 教授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律學博士 

1.憲法 
2.行政法 
3.社會法 
4.國家理論 

張顯超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 

1.中共經貿法規 
2.大陸政策與兩岸關係 
3.國際經濟法 
4.兩岸法律研究 

翁嘉禧 副教授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經濟)博士 
1.台灣經濟史 
2.兩岸經濟關係 
3.中國經濟變革 

鄧學良 副教授 日本神戶大學法學博士 
1.兩岸行政法 
2.兩岸憲法 
3.兩岸勞動法 

陳至潔 副教授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政治學博士 
1.國際關係理論 
2.國際規範與國際建制 
3.國際關係史 

郭育仁 副教授 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 

1.日本政治經濟與產業政策 
2.日本外交政策 
3.美日關係與軍事同盟 
4.東北亞安全議題 

許家豪 助理研究員 國立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博士 

1.政治理論 
2.中國政治思想 
3.國際關係理論 
4.社會科學方法 

黃佳慧 助理研究員 日本神戶大學人文學研究科文學博士 
1.東亞近代史 
2.和漢比較文學 
3.江戶俳諧 

張存炳 兼任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中山所經濟學博士 

1.政黨行銷 
2.全球化 
3.經濟投票 
4.時間序列與經濟計量分析 
5.能源經濟與管制 

范錦明 兼任副教授 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博士 
1.中國大陸經濟 
2.經濟發展 
3.經濟決策理論 

陳文甲 兼任助理教授 大阪商業大學地域政策學博士 

1.國安事務研究 
2.中國大陸研究 
3.日本研究 
4.國際關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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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招生資訊 

 

(一)本國生 

1. 碩士班(甄試入學及考試入學) 

組別 
招生名額 

甄試入學 考試入學 

政治組 6 4 

經濟組 6 4 

法律組 6 4 

 

2. 博士班 

組別 名額 招生入學考試 

政治組 

10 

審查、面試 

經濟組 審查、面試 

法律組 審查、面試 

 

3. 碩士在職專班 

組別 名額 招生入學考試 

無分組 27 
第一階段：審查 

第二階段：面試 

 

 

(二)陸生、外籍生 

本所為科際整合型研究所，具備跨領域（政治、經濟、法律）專業訓練，提

昇學生多元化的學術專業學習；課程設計強調中國與亞太區域的發展與認知，輔

以相關理論介紹。藉區域研究知識與理論補充，培養學生分析議題之基本能力。

政治、經濟和法律各組必修專業課程，包含東南亞政府與政治、中國政府與政治、

日本政府與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發展、亞太區域經濟、憲政理論與

制度、國際法與兩岸關係、社會法及兩岸行政法比較等。 

 

 

 

※各類別招生詳細資訊，請參考本校每年度公布最新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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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S 

 
The 2016 Sizih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Studies 

November 10-12, 2016 

 

Conference theme: “Norm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Keynote Speaker: Carolina G. Hernandez (Emeritu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ANNOUNCEMENT 

Norms and institutions play a vital role in establishing and consolidating more open 

and plural societies, economies, and polities. In some ways, norms are the sine qua 

non for institutions.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s is here broadly understood to include 

rules, organizations, and regularized practices that are all animated by a set of 

operative norms. At the same time, institutions serve as the platform for enforcing 

norms and sustaining values.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norms existing independent of 

institutions. One cannot exist without the other. 

 

The 2016 Sizihwan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Studies chooses normative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as the conference theme. Norms and 

institution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Asia.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the site of varied 

institutions that build and enhance trust and cooperation as well as norms that foster 

greater connectivity across border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challenges 

found in the region that can pose obstacles to the promotion of trust-enhancing 

institutions and norms. What is the trajectory for Asia insofar as norms and 

institutions are concerned? How can certain behaviors and practices be located or 

situated? The conference hopes to interrogate and analyze different social,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 and developments in relation to norms and 

institutions. It also aims to provide participants with a deeper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ies and nuances of such as these are foun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STRUCTIONS FOR SUBMISSION 

English is the working language for the conference, and we accept only papers written 

in English. We welcome paper proposals and panel proposals, although priority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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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given to panel proposals. A panel proposal should include three paper proposals, 

one chair, and one discussant, although a panelist may take more than one role in one 

panel. Paper proposals should be submitted in the WORD format, and contain the title 

of the paper, name and affiliation of the author(s), contact information (address, 

telephone, and e-mail), and an abstract of no more than 250 words. For multi-authored 

papers, please identify the presenting author(s). Please send paper proposals, panel 

proposals, or conference-related inquiries to Ms. Nera Huang, the conference manager, 

a t  n s y s u i c a p s @ g m a i l . c o m ,  o r  l o v e n e r a . h u a n g @ g m a i l . c o m . 

 

IMPORTANT DATES 

Deadline of abstract submission: May 15, 2016. 

Notification of accepted papers: May 31, 2016. 

Deadline of full paper submission: October 15, 2016. (If your paper is not received by 

the deadline, your name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conference agenda.) 

Conference Dates: November 10-12, 2016. 

Conference Locati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Organizers: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NSYSU;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Co-organizers: NSYSU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SYSU Sun Yat-sen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REGISTRATION FEE: Free. 

Please fill in the Registration & Abstract Submission Form at: 

http://goo.gl/forms/zxcVH0zKhs 

 

NOTES 

1. Paper presenters will receive an honorarium, depending on the funds raised. 

2. Free local food will be provided during the conference. 

3. A free half-day city tour will be arranged. 

4. Free to enjoy the pretty and attractive beach on the NSYSU campu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Contact Person: Miss Nera Huang at nsysuicaps@gmail.com / 
lovenera.huang@gmail.com 
Tel: +886-7-5252000 ext. 5571 / +886-9-53880117 
Website：http://www.icaps.nsys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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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 相關資訊 

主辦單位：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協辦單位：國立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 

補助單位：國立中山大學研究發展處、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財團法

人台灣民主基金會、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師： 

顧長永 教授兼所長 

林文程 教授 

林德昌 教授 

徐正戎 教授 

張道義 教授 

張顯超 教授 

翁嘉禧 副教授 

鄧學良 副教授 

陳至潔 副教授 

郭育仁 副教授 

許家豪 助理研究員 

黃佳慧 助理研究員 

張存炳 兼任教授 

范錦明 兼任副教授 

陳文甲 兼任助理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辦公室： 

吳千宜 小姐 

 

封面設計：黃韋綾 

工作人員：薛惠文、黃韋綾、李曉佩、邱鈺埕、白鴻毅、魏丞宣、曾丞逸、

張紓綺、李欣倍、黃皖靖、邱子宇、王譯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