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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頇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第十二屆半總統制與民主：修憲議題與權力分立學術研討會 

會議時間：2021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09:00-17:00 

會議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倬章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財團法人民主基金會 

時間 場次 時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50 專題演講 主持人 演講人 講題 

蔡榮祥 江宜樺 我國半總統制爲何不利於民主？ 

09:50-10:10 茶敘暨交流時間 

10:10-12:00 第一場： 

修憲法庭

辯論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吳玉山 蔡榮祥 總統制的辯護 

李鳳玉 總統制的辯護 

沈有忠 議會制的辯護 

張峻豪 議會制的辯護 

蘇子喬 半總統制的辯護 

陳宏銘 半總統制的辯護 

12:00-14:00 午餐 

14:00-15:20 第二場 A： 

半總統制

的制度配

套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評論人 

廖達琪 李鳳玉 政府體制、選舉制度和

選舉時程：政治制度如

何影響策略投票 

蘇子喬 

蔡榮祥 半總統制總統化、議會

化的制度配套、路徑依

賴與憲政運作 

沈有忠 

顏煌庭 Demystifying 

Successful 

No-confidence Motions 

in Semi-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李鳳玉 

第二場 B： 王業立 詹皓妤 臺灣半總統制下的無 陳宏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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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總統制

的權力分

立和修憲

運作 

沈有忠 黨籍閣員與立法效能 

趙紫晴 論我國監察權的現況

與未來發展可能性分

析 

呂炳寬 

張台麟 法國第五共和修憲的

法理基礎與實踐：兼論

對台灣的比較與借鏡 

鍾國允 

15:20-15:40 茶敘暨交流時間 

15:40-17:00 第三場 A： 

半總統制

的國家經

驗 

李佩珊 沈有忠 半總統制下的無黨籍

閣員與政府存續 

蔡榮祥 

陳宏銘 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半

總統制—突尼西亞憲

政體制的選擇與運作 

李佩珊 

潘雅琪 公民投票作為公民參

與階梯最高階層的實

際運作與矛盾:以 2018

台灣全國性公民投票

為例 

劉嘉薇 

第三場 B： 

半總統制

的國家經

驗 

張峻豪 呂嘉穎 

徐正戎 

我國總統與行政院院

長權責分際之研究-以

新冠疫情為例 

張峻豪 

李宜展 半總統制與社會運

動：台灣與烏克蘭的比

較分析 

呂嘉穎 

17:00-17:10 閉幕式 吳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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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70000 】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26600】元 

經費執行率【38】%（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未達執行率百分之九十原因： 

  本研討會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70000 元，項目與核定金額

為：出席費 10500 元；國內差旅費 14500 元；印刷費 1000 元；餐費 8000 元；會

場布置 36000 元。其中印刷費執行率為 73.9%（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一位），其他

項目執行率為 0%。印刷費執行率僅 73.9%係因與廠商長期合作，故部分項目予

以優惠，另海報印刷費用免費；出席費與國內差旅費部分原先考量其餘補助單位

補助交通費金額不足，是以申請 貴單位交通費之補助，然實際報支高鐵交通費

金額未需動用 貴單位之經費；餐費則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報名人數未達預

期，是以餐點費用最後無支出執行。 

 

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修憲工程主要的目的是解決過去政治體系運作所產生的問題，同時對於未來

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憲政體制的運作是一個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過

程。憲政制度的設計與其他的政治特徵的配套會產生化學的變化和發展。這些發

展可能是正向的回饋，也可能是反向的回饋。當制度運作出現反向回饋時，會出

現支持制度修正的多數意見，選擇將制度的缺漏彌補上來或是修正成新的制度特

徵。制度修正之後，對於憲政體制的運作會產生系統性的影響，因為新的制度會

影響行動者的策略計算和權力互動。修憲工程的複雜性在於不能只單看特定條文

的修正，必頇全面式和配套性一貣檢討可能牽動的條文和特徵，否則會面臨一修

再修或是無法一次到位的窘境。我國的修憲程序規定憲法之修改，頇經立法院立

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以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

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

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二條）。這樣的修憲程序

屬於剛性的修憲程序，必頇經過國會的特別多數以及公民過半數的雙重高門檻。 

  本次研討會聚焦於修憲議題和權力分立所達成的效益是經由本次研討會的

主題演講者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教授所針貶台灣半總統制運作問題，加上中央研究

院院士暨政治所特聘教授吳玉山與半總統制六位學群老師的修憲法庭討論，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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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未來的憲改方向進行腦力激盪，勾勒出一些具體修憲方向。同時，這些建言

將會出版於國內一級的政治學門刊物，以供政府或是國會推動修憲的依據或參

考。最後，本次研討會完全達成原先預期的規劃成果和效益。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頇含參與人數） 

（一） 會議緣貣 

  2010 年在時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吳玉山所長（現為中央研究院院

士、政治所特聘研究員和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的籌組和策劃下，成立了半總統

制研究學群，並與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合辦首屆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之

後，由中央研究院和半總統制學群的不同學校之老師輪流舉辦研討會，至今已歷

經十一屆，即將邁入第十二屆。第二屆是在東海大學政治系、第三屆是國立台北

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第四屆是東吳大學政治系、第五屆是國立中山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第六屆是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第七屆是東海大學政治系、第八屆

是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第九屆是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系、第十屆是國

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第十一屆是東海大學政治系。明年為第十二屆研討會輪到補

助申請人所屬的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舉辦。半總統制研究學群的主要核心目標是

以國際政治的半總統制理論和概念來研究中華民國憲法的體制和運作，同時藉由

比較世界上半總統制國家的運作經驗來釐清這個相對較新的憲政體制的梗概。目

前全球已經有 60 幾個國家以半總統制作為其憲政體制，與議會制和總統制國家

鼎足而立。憲政體制的研究是政治學研究的重中之重，因為其涉及權力分立和制

衡、民主的維繫和鞏固以及高層政治的運作。半總統制是結合部分總統制特徵和

部分議會制特徵的一種新的憲政體制，其運作的方式與總統制和議會制是截然不

同的。同時因為半總統制還可以細分成總統國會制和總理總統制，因此其運作的

態樣相當的多元及複雜，值得深入的分析和探究。我國自 1997 年第七次修憲之

後，確立成為總統國會制，至目前為止也歷經了三次的政黨輪替。日前立法院及

國內各界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修憲議題的討論，其中涉及投票年齡的下降、廢除考

詴院和監察院、人權條款、恢復閣揆同意權、立法院人事同意權門檻改為超級多

數、青年政策、看首內閣的減少等議題。這些議題涉及到憲政體制的政府組成、

機關調整和賦權方案，對於憲政運作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也是本研討會以修憲議

題和權力分立作為副標題的主要原因，希冀透過這次的研討會可以針對修憲相關

議題和權力分立之間的連結來進行理論和經驗的對話，提供修憲工程的說帖和建

議。 

 

 



5 

 

（二） 會議紀實 

  本研討會主要參與人員為半總統制研究學群：中央研究院吳玉山院士、東吳

大學政治系黃秀端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廖達琪教授、中正大學政治系蔡

榮祥教授、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陳宏銘教授、東海大學政治系沈有忠教授、東海大

學政治系張峻豪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系呂炳寬副教授、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

系蘇子喬教授、台灣大學政治系王業立教授、台灣大學政治系李鳳玉副教授、中

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鍾國允教授等。其他的會議參與人員主要是主持人、發

表人和評論人。工作人員部分主要是中正大學政治研究所研究生謝侑庭、江澤賢

以及碩士在職專班二十名同學和大學部十名同學。本次研討會參與人數共 113

人。 

 

1. 場次一 

主持人：蔡榮祥教授 

主題演講：我國半總統制爲何不利於民主？ 

演講人：江宜樺教授 

 

  第十二屆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議程主要內容是以前行政院長江宜樺的專題

演講當作開端，透過前行政院長的親身經驗和現身說法，讓國內學界更清楚總統

和行政院長的分工情形和職權區分。並解釋我國半總統制的實行與民主體制衝突

之處，接著探討對我國有利之憲政體制，以提供日後修憲之藍圖。 

 

2. 場次二Ａ：半總統制的制度配套 

主持人：廖達琪特聘教授 

 

(1) 發表人：李鳳玉副教授 

主題：政府體制、選舉制度和選舉時程：政治制度如何影響策略投票 

評論人：蘇子喬教授 

 

  關於策略投票，有愈來愈多研究發現，比例性選制未必會導致真誠投票，相

對的，其發生策略投票的機率，甚至並不比單選區制下策略投票的發生機率低。

本文旨在以數個民主國家的民調資料，進一步探討比例代表制下策略投票發生機

率的歧異性，並以其與政府體制和選舉時程的交互作用，來解釋這些歧異性的因

果機制。 

 

(2) 發表人：蔡榮祥教授 

主題：半總統制總統化、議會化的制度配套、路徑依賴與憲政運作 

評論人：沈有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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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是為何有些半總統制國家出現總統和總理較為平衡的

權力關係，而有些半總統制國家卻是朝向總統化或是議會化的方向發展以及不同

半總統制的憲政結構和運作經驗如何對其路徑依賴的過程產生影響？本文主要

的研究發現是相對總統權力較大的總統國會制運作貣來也可能朝向議會制，相對

總理權力較大的總理總統制運作貣來也可能會朝向總統為中心的現象。半總統制

憲政規範的結構和憲政發展的關鍵經驗之間的相互影響或單方優勢會影響後續

憲政運作的路徑依賴。本文以法國、波蘭和喬治亞三個國家的例子來說明半總統

制運作軌跡中不同的路徑依賴模式。 

 

(3) 發表人：顏煌庭博士 

主題：Demystifying Successful No-confidence Motions in Semi-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評論人：李鳳玉副教授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governments cannot survive 

no-confidence motions (NCMs) in semi-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While recent 

literature verifies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uccess rate of 

NCMs in advanced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the interplay of constitutional and 

non-constitution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otion’s likelihood of passage is not clearly 

identified. This paper, thus, proposes that a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ign, 

government and parliament characteristics, intra-executive competition, and critical 

events can determine whether a motion of no-confidence is successful. The author 

finds three types of causal combinations that account for the timing of successful 

NCMs using an original data set on 21 semi-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and employing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Further, critical events for the three causal 

paths to the successful NCM outcome are different. This finding offers a number of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government—opposition relationship,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duration and termination. 

 

3. 場次二 B：半總統制的權力分立和修憲運作 

主持人：王業立教授 

 

(1) 發表人：詹皓妤碩士生、沈有忠教授 

主題：臺灣半總統制下的無黨籍閣員與立法效能 

評論人：陳宏銘教授 

 

  2020 年舉行了我國第 15 屆的總統與第 10 屆立法院的「同時選舉」，選後民



7 

 

進黨的蔡英文總統以 817 萬票順利連任，民進黨也在立法院 113 席中拿下 61 

席，维持單一政黨過半的優勢。府會關係維持了「一致政府」的型態。隨後，在

5 月 20 號蔡總統第二任的就職後，內閣旋即進行改組。觀察這一波內閣改組，

民進黨一致政府的優勢下，新內閣包括正副院長、政務委員、正副秘書長、發言

人以及中央所屬二級機關十四部八會，共 35 位內閣一級首長中，具有黨籍的閣

員只有 14 位，無黨籍閣員卻高達 21 位。不禁令人好奇，在當前半總統制的憲政

體制下，民進黨握有執政與國會過半的優勢，無黨籍閣員是否具有特別的憲政意

涵？此外，在過往的經驗下，無黨籍閣員的任命，是否會受到府會關係的一致性

所影響？ 

      而後進一步延伸至提案通過率的問題，閣員政治立場是否會影響行政不能

之立法效能?以及，立法效能是否會因為無黨籍閣員而有一定的差異性? 基於

此，本文鎖定無黨籍閣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半總統制下，無黨籍閣員出現，背後

與憲政特性相關的理論意涵與立法效能。 

 

(2) 發表人：趙紫晴學士生 

主題：論我國監察權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可能性分析 

評論人：呂炳寬副教授 

 

  我國憲法中明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之監察機關，基於民主之權力分立與 

制衡原則，賦予「監察權」和其他行政、立法、司法、考詴四權間存有分立性又

制衡性的設計，此為我國所獨有監察權之設計。主要在防止權力的腐化與濫權， 

其次是對違法失職官員予以彈劾。然而，目前監察權的運作不彰之情形，引貣各

界熱烈討論監察權的功能與存廢。 

  本文企圖以「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的角度，探討我國監察權的運作與析論

其未來發展方向，嘗詴論證我國監察制度存續的理由。首先，以歷史的研究途徑， 

究明我國五權分立的憲政體制中，監察權的淵源與地位。其次，檢視我國監察院

職權在歷次修憲過程中變革的情形，例如監委由總統提名、取消同意權、提案彈

劾門檻提高以及不再單獨享有調查權等，分析其對監察權運作的影響與問題。接

著，藉由半總統制下不同的政府型態分析監察權併入立法權後，總統與國會、內

閣與國會之間的權力關係，並分析利弊。最後，提出各項監察院改革的合宜方案

與建議，希望能夠為我國目前憲政改革有所貢獻。 

 

(3) 發表人：張台麟教授 

主題：法國第五共和修憲的法理基礎與實踐：兼論對台灣的比較與借鏡 

評論人：鍾國允教授 

 

  法國第五共和自 1958 年成立以來迄今已經邁入第 63 個年頭，幾乎與法國

大革命以後的第三共和同樣壽命且應可超越。大體而言，第五共和的憲政體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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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制）已多為法國人民所接受與肯定，特別是直選總統的民主正當性與政府的

穩定與效率。不過，就憲政發展的角度觀察，第五共和的憲法實施至今並非一成

不變，而是自 1960 年貣到 2008 年為止共經歷過了 24 次的修憲。依據第五共

和的憲法，第 11 條與第 89 條是針對修憲的程序與議題加以規範。在這 24 次

的修憲過程中，從總統的直選、任期的縮短、立法權的擴張、歐盟條約、環保專

章等議題到地方獨立公投可說是相當多元。此外，每次的修憲不但所採用的程序

可能不同，同時也反應出修憲的時空背景與政治生態。 

  本文詴圖研究法國半總統制下的修憲背景與實際運作經驗並觀察可供台灣

憲政改革的參考與借鏡。本文首先擬就法國第五共和憲法中有關修憲的規範加以

分析，其次則依第五共和歷任總統任內所進行的修憲議題及程序加以分析，第三

部份則將此 24 次的修憲予以分類並做一特色與其對憲政體制影響之分析，第四

部份將針對目前馬克宏總統的修憲計畫加以觀察並作評析，最後則綜合法國的經

驗與台灣的憲政發展做一比較並提出值得參考之借鏡。 

 

4. 場次三 A：半總統制的國家經驗 

主持人：李佩珊教授 

 

(1) 發表人：沈有忠教授 

主題：半總統制下的無黨籍閣員與政府存續 

評論人：蔡榮祥教授 

 

  就憲政體制類型而言，議會內閣制的運作是以政黨政治為基礎，國會運作與

組閣都是以政黨為平台，因此對於無黨籍閣員的研究，在內閣制國家必然有其意

義， 許多歐陸採用內閣制的國家，學術研究上對於無黨籍閣員的關懷也是一個

重要的議題。半總統制既然具有一部分議會內閣制的元素，因此無黨籍閣員在半

總統制的研究中，也應該值得探究。在既有的若干研究中指出，憲政類型是決定

民主政府中無黨籍閣員變化的關鍵因素。就憲政類型而言，總統權力的強弱，理

論上最弱的是議會內閣制；其次是半總統制下的總理總統制、總統議會制；總統

制則是總統權力最強的憲政類型。依據過往的經驗研究發現，總統直選的憲政體

制較容易出現無黨籍内閣。而半總統制與純議會制相比，理論上也有比較多的無

黨籍閣員。本文以半總統制中的無黨籍閣員為核心，討論無黨籍閣員的任命與總

統權力的關係，並探討無黨籍閣員是否對政府存續產生系統性的影響。 

 

(2) 發表人：陳宏銘教授 

主題：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半總統制—突尼西亞憲政體制的選擇與運作 

評論人：李佩珊教授 

 

  在「後阿拉伯之春」時期，突尼西亞是北非和中東阿拉伯地區僅有的民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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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關於其憲政體制的選擇和運作，無論從理論或現實上來看，應都有探討的價

值。且鑑於學術文獻對其憲政制度的選擇和運作較缺乏系統的分析，尤其中文學

術文獻幾乎難見到相關作品，因此作者擬藉此次研討會拋磚引玉，就該國在茉莉

花革命後半總統制的採行和運作情形，做初步的探討，供與會先進參考和指正。 

突尼西亞半總統制的形成，是伴隨著革命後民主化下 2014 年新憲法的制定而

來，詴圖削弱 1959 年舊憲法體制下總統的權力，增進總理角色和內閣向國會負

責的精神。此項憲政制度的選擇，是黨派間有意識的憲政選擇與彼此間對於制度

偏好妥協的結果。突尼西亞的半總統制在總統和總理在行政權上的分享和分工方

面有其細膩性，在實際運作上，則因總統和總理間權力的角力和職權爭議，較處

於吳玉山院士建構的「分權妥協」和「總統優越間」兩種類型間之拉鋸。至於在

憲法類型上，接近「總統和總理權力平衡的半總統制」（Elgie）與非典型「總理

總統制」（Shugart and Carey）。 

  本文進一步藉由分析新憲法實施後歷次政府的組成和運作，以及在 2018 年

和 2021 年近期兩次內閣改組下，雙首長關於部長人事權的憲政爭議事件之探

討，嘗詴呈現突尼西亞半總統制的運作內涵和挑戰。最後，突尼西亞作為新興民

主政體，是否有能力讓近期憲政爭議在制度的遊戲規則內順利解決和收場，似仍

有變數。雖然導致爭議的根源不完全是制度因素，總統與總理個人以及政黨政治

等非制度的面向，也扮演重要的、或是更直接的影響因素，惟憲政制度的設計，

應該是難逃被檢討的命運。突尼西亞民主之路上的半總統制前景，是憲政研究相

當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 

 

(3) 發表人：潘雅琪碩士生 

主題：公民投票作為公民參與階梯最高階層的實際運作與矛盾:以 2018 台灣

全國性公民投票為例 

評論人：劉嘉薇教授 

 

  全球在近代的政治發展上，民主已近成了普世價值，人民重新奪回決策權，

不再讓自己的權益被政治人物綁架，而施行直接民主的公民投票逐漸嶄露頭角，

獲得信賴與採用。經由公民參與並決定憲政機制和國家重大議題的直接民主制

度，主要是作為彌補代議政治不足之用。台灣於 2018 年地方性選舉時合併舉行

公民投票，並成為首次成案的全國性公投，但是隨著公投的落幕，一件件的調查

與學者評論認為此次公民投票過程與結果充滿疑義。這樣的直接民主過程是否真

正表達民意，成為解決爭議議案的決策指引、現在的公民投票方式是否適用於現

在的台灣，還是過於理想化的直接民主，值得討論。本文討論方向為，公民投票

在參與的階梯中作為公民參與的最高層級，然此次公投結果似乎指向人民對於公

投議題的了解和決策參與甚為有限，顯然對於台灣現今情況是種矛盾的表現；

但，反觀瑞士經驗卻有不同見解。因此透過研究釐清其中發生的問題，並提出解

決方案與建議，期待台灣的公民投票成成效更向前邁進。 



10 

 

5. 場次三 B：半總統制的國家經驗 

主持人：張峻豪教授 

 

(1) 發表人：呂嘉穎助理教授、徐正戎教授 

主題：我國總統與行政院院長權責分際之研究-以新冠疫情為例 

評論人：張峻豪教授 

 

  論者常謂我國半總統制下的行政首長為權責不符的情形，然從法律規範與政

治層面觀之，卻能發現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之間，是動態議題下的權力使用與責任

承擔態樣。也就是說，依我國憲法規定，總統與行政院院長皆有法律上賦予特定

範圍的責任與權力，如行政院長依憲法本文第 53 條，為全國最高行政機關之行

政首長，對於所有行政事務享有一般且廣泛的行政權力，而總統則依憲法增修條

文第 2 條，對於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享有指導機關暨施政方向之權。是故，

本文從 COVID-19 疫情期間，蔡蘇兩位行政首長的言行做分析，詴圖驗證我國

行政首長就此事務之權力行使是否流為「權責不符」之譏諷。 

 

(2) 發表人：李宜展碩士生 

主題：半總統制與社會運動：台灣與烏克蘭的比較分析 

評論人：呂嘉穎助理教授 

 

  半總統制作為最多新興民主國家所採用的政體，當面臨社會運動時制度如何

應對與該如何解釋社會運動對憲政體制造成的衝擊及其後續效應是本文欲探討

之重點。在比較憲政工程的傳統研究智慧當中，總統國會制被認為比貣總理總統

制更具有發生民主崩潰或是政治不穩定的機會。但是同屬總統國會制的台灣與烏

克蘭卻發展出截然不同的例子：前者在 2014 年 3 月經歷「太陽花運動」之後， 

政府仍能夠維持穩定運作，執政者不致被迫下台與引發民主危機；而後者在 2014 

年「親歐盟示威運動」之後，則發生總統與國會全面改選甚至訴求修憲，將總統

國會制改成總理總統制。循上述研究關懷，本文基本命題在於為何相同憲政體制

的國家在面對外生性社會衝擊時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除此之外，就社會運

動來說，其作為一種對於政府重大的社會衝擊，除了是一種抗爭的圖像之外，更

是推進一國民主化的力量。而過往半總統制多半將焦點置於總統、總理與國會三

者的權力互動，缺乏以宏觀的制度觀點討論制度如何吸納與應對社會衝擊。職此

之故，本文認為分析在總統國會制國家當中發生的社會運動，不僅能彌補過往理

論缺口，更能夠透過制度韌性觀點，進一步釐清是什麼原因導致制度對社會運動

衝擊的吸納產生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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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照片（頇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江宜樺教授主題演講 

 

憲法法庭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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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Ａ 

 

第二場次Ａ：李鳳玉副教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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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Ａ：蔡榮祥教授發表 

 

第二場次Ａ：顏煌庭博士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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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Ｂ：詹皓妤碩士生、沈有忠教授發表 

 

第二場次Ｂ：趙紫晴學士生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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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Ｂ：張台麟教授發表 

 

第三場次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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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Ａ：沈有忠教授發表 

 

第三場次Ａ：陳宏銘教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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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Ａ：潘雅琪碩士生發表 

 

第三場次Ｂ：呂嘉穎助理教授、徐正戎教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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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Ｂ：李宜展碩士生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