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 7 學 年 度 「 政 府 與 公 共 事 務 」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授	  	  課  	 	 大  	 	 綱 

一、課程名稱：  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專題      

二、時    間：  8：50～10：30 

三、學	 	 分：  2 

四、授課教授：  明居正教授     

五、課程基本構想： 

兩岸關係攸關台灣與大陸的生存、安全與發展。但是影響兩岸關係的因素繁

多，非僅只侷限於台北與北京雙方的互動，本課程將自多個層面進行剖析。唯因

國際政治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因此在本課程的討論中我們將會著重探討國際政

治的因素。 

最後，由於考慮到學生背景的多元性，因此本課程將會以國際關係理論中習

見的「現實主義」作為分析的基本架構。 

 

六、課程安排： 

週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授課老師或演講者 

一 9/15 

中國分裂的根源:	 大歷史與現代化道路	

（1） 徐中約書，第 20	-	25 章	

（2） 陸委會，民 83,	 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第

15─18 頁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57868

&ctNode=5645&mp=1&xq_xCat=1994	

（3） 中共中央黨校、臺辦合編，2001,	 台灣問題

讀本（試用本）,	 第一章，第 1─38 頁	

明居正教授 

二 9/22 中秋連續假期，放假一天  



三 9/29 

中國回應、國共關係與中國分裂	

（1） 張玉法，民 90，中國現代史略，（台北：東

華）第 6 章，早期國共關係；第 145─192

頁	

（2） 張玉法，第 9 章，戰後國共鬥爭；第 249

─282 頁	

明居正教授 

四 10/06 

二元對抗與韓戰的影響	

（1） 維基百科，冷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B7

%E6%88%98	

（2） 維基百科，韓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

%E9%AE%AE%E6%88%B0%E7%88%A

D	

明居正教授 

五 10/13 

軍事對抗：1949─1958	

（1） 胡為真書，第一章	

（2） 國軍歷史文物館，台海戰役，

http://museum.mnd.gov.tw/Publish.aspx?cni

d=1444&p=12176	

（3） 宮力，兩次台灣海峽危機的成因與中美之

間的較量，見姜長斌與羅伯特。羅斯編輯；

從對峙走向緩和；頁 36	 –	 75	

明居正教授 

六 10/20 
分裂後大陸現代化的努力	 :	1949	 –	 1980 年代	

（1） 徐中約書，第 26、27、28、29、32 章；第

31 與第 39 章 

明居正教授 

七 10/27 

分裂後台灣現代化的努力	 :	1949	–	1980 年代	

（1） Ralph	Clough,	1992,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Fairbank,	 劍橋中華

人民共和國史，第 12 章，國民黨統治下的

台灣，第 933–1002 頁（只至 1982,	 未及民

主化） 

明居正教授 

八 11/03 
三角政治的衝擊：台灣退出聯合國以至中美斷交	

（1） 胡為真書，第 2,	3,	4,	5 章	

（2） 季辛吉，《季辛吉回憶錄－中國問題全

明居正教授 



文》，（台北：時報文化，1979，指定保留）	

（3） Jonathan	Pollack，對美國的開放，劍橋中

華人民共和國史,	1966-1982,	ch.	5,	pp.	

464	 –	 542	

九 11/10 

美蘇冷戰與八一七公報	

（1） 維基百科，冷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B7%
E6%88%98	

（2） 百度百科，八一七公報	

http://baike.baidu.com/view/592884.htm	

明居正教授 

十 11/17 

鄧小平改革對兩岸關係的衝擊	

（1）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鄧選

（1975-1982），頁 144-170	

（2）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鄧選（1975-1982），頁 203-237	

（3）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鄧

小平文選（1975-1982），頁 280-302	

（4） 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鄧小平文

選第三卷，頁 58-61	

（5） 鄭竹園，《大陸經濟改革的進程和效果，》

（台北：致良出版社，	 1997）第 90-137 頁	

明居正教授 

十一 11/24 
107 年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

議員選舉，放假一天 
 

十二 12/01 

台灣民主化與兩岸關係	

（1） 鄒景雯，2001,	 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台

北：印刻），第 4,	5,	6,	 章	

（2） 徐中約書，第 39 章；	

明居正教授 

十三 12/08 

六四、蘇東波與冷戰結束：1989	 ─	 2000	

（1） 陸委會，民 80,	 國家統一綱領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9757

&ctNode=5842&mp=4	

（2） 陸委會，民 83,	 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第

19─40 頁	

（3） 中共國台辦，白皮書，「台灣問題與中國統

一」，（1993,	09）

明居正教授 



http://www.gwytb.gov.cn:82/bps/bps_zgty.ht

m	

（4） 中共國台辦，白皮書，「一個中國的原則與

台灣問題」，（	 2000,	02	 ）

http://big5.china.com.cn/ch-book/taiwan/itai

wan.htm	

十四 12/15 

江八點與台海風波	

（1） 江澤民，「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

續奮鬥」（江八點）

http://www.gwytb.gov.cn/jiang8d/jiang8d0.a

sp?jbd_m_id=17	

（2） 胡為真書，第 6,	7,	8 章	

（3） 徐中約書，第 40、41、42 章；	

（4） 蘇起，危險邊緣，第	 1,	2,	3	 章	

（5） 鄒景雯，2001,	 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台

北：印刻），第 4,	5,	6,	 章	

（6） 聯合報編譯組譯，Patrick	Tyler《中美交鋒》	

（台北：聯經,	2000，指定保留）頁	 420	-	522 

明居正教授 

十五 12/23 

12/22 補班，改至 12/23 上課 

大美霸權與國際新秩序	

（1） 明居正：大美霸權的浮現（台北：五南） 

明居正教授 

十六 12/29 

中共崛起、台灣變天與國際恐怖攻擊	

（1） Johnston,	Alastair	Iai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	4	

(Spring	2003):	5	-	56.	

（2） 楊憲村與徐博東著，2002,	 世紀交鋒，（台

北：時報）頁	 23	-	86	

（3） 陳水扁，2002,	 大膽講話	

（4） 蘇起，危險邊緣，第	 3	-	8	 章	

（5） Susan	L.	Shirk，脆弱的強權	 ,	 第	 5,	7,	8	 	

（6） 中共中央，2005,	 反分裂國家法,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

nhuanet.com/tai_gang_ao/2005-03/14/conten

t_2694168.htm	

明居正教授 

十七 1/05 
習近平的對台新思維	

（1） 習馬會及未來	

明居正教授 



（2） 台灣三度輪替與兩岸關係	

十八 1/12 

民主化浪潮與兩岸的未來	

（1） 胡為真，2001,	 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

之演變，	

（2） 明居正，民 86 年 06 月,	"美國.中共與日本

的戰略關係與台海風雲"	 許光泰編.《香港

回歸與大陸變局》,	(台北:政大國關中心)	 	

pp.169～195	

（3） 杭丁頓，第三波民主化	

（4） 陸委會，民 80,	 國家統一綱領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9757

&ctNode=5842&mp=4	

（5） 徐中約書，相關章節	

（6） 胡為真，全書	

（7） 蘇起，全書	

（8） Susan	L.	Shirk 書	

明居正教授 

 

七、要求與評分標準： 

1. 閱讀指定教材             
2. 主動參與討論 
3. 期中報告                
4. 期末報告 

 

八、教材與參考書目： 

1、徐中約，2002, 中國近代史，下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2、胡為真，2001, 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 

（台北：商務） 
3、蘇起，2003 年 12 月，危險邊緣：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 

（台北：天下文化） 
4、Susan L. Shirk 著，溫洽溢譯， 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

（台北：遠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