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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實
「第十屆半總統制研討會：理論與實踐的檢視」
紀實稿
紀錄整理 / 江軍（政研四）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半總統制是憲政體制相關研究中備受關注的議

共同舉辦的「第十屆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

題，主要的原因大致可以從憲政發展的實務與理論

理論與實踐的檢視」，於2019年5月4日（星期六）

兩方面談起。就實務面而言，有越來越多的新興民

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會議廳舉行。以過

主國家在民主化後選擇了混合議會制和總統制精神

往的研究經驗為基礎，本屆會議著眼於檢視半總統

的半總統制憲法；就理論面而言，半總統制因為兼

制實踐的成果，進而提出適切的理論模型與政策建

具總統制與議會制的特徵，因此在運作上充滿多種

言，期望能讓各界對憲政體制的理論與實踐有更多

可能性，亦即組成了不同的次類型。而各種次類型

了解。

的內涵與運作後果，也豐富了憲政體制研究在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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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鳳玉老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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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則剛所長致詞

與政策上的意涵。此外，也因為我國在1997年完成
修憲之後，中央政府在架構上大致符合半總統制的
定義，半總統制研究亦循此而受到國內學者的高度
重視。
近年來，有關修憲與各種相關制度改革的討論
非常熱烈，相關的研究論文也是汗牛充棟。然而，
許多論文仍僅聚焦於半總統制憲政系統的定義、抑
或持續針對眾家之言進行梳理和再辯證。但半總統

■ 馬前總統演講

制研究真僅止於抽象的制度詮釋嗎？若半總統制真

帶著對上述問題的好奇，半總統制研究學群

是一個能與傳統理論區隔的新興制度議題，那這樣

秉持過去九年的傳統與精神，以「理論與實踐的檢

的憲政制度是如何導致其獨特的政治實踐結果？而

視」為題，舉辦年度研討會，並將議程分做五大主

政治上的實踐結果，會如何牽引出其他類型的制度

題：「半總統制次類型的研究」、「半總統制的行政

實踐，又可能對經濟造成什麼影響？最後，這些實

立法互動及其影響」、「半總統制的政黨與選舉」、

踐的狀況會因為各國獨有的社會與文化特性而有所

「他國經驗的分析和比較」與「臺灣的個案研究」。

差異嗎？

另外，適逢「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十周年

的狀況，讓地方首長直接面對地方議會，並對其負

度與選舉時程的配套組合和1923-1930年間的奧地

責。另一方面，馬前總統表示，總統若不是黨主席，

利極右翼政黨的發展與民意流動；在「他國經驗的

將讓行政院在黨內政策溝通上出現困難。但總統兼

分析和比較」和「臺灣的個案研究」兩場次中，發

任執政黨黨主席的做法，並不等同於黨政一體，而

表人一方面針對法國、俄羅斯和緬甸的半總統制實

仍須秉持「以黨輔政」的分際。

踐狀況進行分析，另一方面也針對臺灣半總統制中

繼主題演講之後，則有學者專家分場就政府體

半總統制回顧：我的體驗與建議」為題，進行主題

制運作和實務經驗提出論衡之作。在「半總統制次

演講。

類型的研究」場次中，各發表人依序提出對半總統

表示未來若有機會調整中央政府體制，可嘗試把行
政院合併到總統府，成為在五權體制下的「一府四
院」，讓總統接過行政院長的職責，直接對立法院
負責。馬前總統強調，如此作法可讓總統直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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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理選任機制，也從政黨與選舉的角度，探討制

紀念，我們特別敦請馬英九前總統蒞臨，以「我國

在主題演講中，馬英九前總統拋出憲改議題，

■ 吳玉山老師致詞

將中央的行政與立法關係變成如同今日在地方政府

國情資訊，以「直球對決」回應民意。基本上就是

的國家能力展現提出見解。最後，本研討會就在以
「半總統制的研究議程與我國憲政體制的發展」為
題的綜合座談結束之際，圓滿落幕。

制次類型的再思考、說明在不同半總統制次類型框

綜言之，不管是從理論或實務上來看，本次研

架下拉丁美洲及歐洲國家的政黨實力如何影響政黨

討會的舉辦對於國內外學者皆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投入總統大選的決定、以及探討半總統制次類型和

和許多民主國家一樣，臺灣的憲政體制也是屬於半

中央銀行獨立性間的制度配套關係；在「半總統制

總統制，因此研究半總統制不只有助於我們了解其

的行政立法互動及其影響」和「半總統制的政黨與

他民主國家的憲政運作，也有其本土與現實關懷。

選舉」兩場次中，發表人不僅從行政立法互動的角

更重要的是，半總統制研究對於本國政治學界的發

度辨析東歐國家的國會/政治衝突與在半總統制下

展具有重大價值，它是目前國內政治學界少數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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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接軌，而又具有現實關懷的研究領域。基於對

第二，除了學術上的對話與合作，本研討會還

半總統制研究的期許，本研討會希望提高國內學術

對時局提出政策上的建言。研究發現具有政策上的

界對於半總統制理論與實踐的了解與重視，並透過

意涵，一直是半總統制研究的優勢，舉凡關於內閣

激盪學術對話以深化學術研究成果，讓其他半總統

穩定、民主穩定、責任政治、政黨總統化以及民粹

制民主國家的運作經驗為臺灣所參考之餘，也替臺

政治等重要的政治現象，如何受到半總統制等制度

灣學術及民主發展做出貢獻。具體而言，本研討會

因素的影響，相關學者都有重要的研究產出，並在

的意義有如下數點：

研討會上共匯一堂。

「資訊時代下的世界新秩序、新典範與新治理」
學術研討會紀實
紀錄整理 / 丁昱雯（政研三）

首先，雖然相關研究文獻已在理論建構、研究

研討會的最後、也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目的，是

本系與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政治學系

有一場專題演講及三個場次的論文發表，深入

發現和政策建言上有所累積，但仍有許多重要議

進行教育傳承。每年的研討會皆有許多師生參與

於108年5月17日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

探討資訊時代的來臨如何在國際、區域及國家

題，需要學者持續進行研究與分析。基於半總統制

其中，這對於政治學教育的推動與研究人才的培養

議廳共同舉辦「資訊時代下的世界新秩序、新

的層次上影響當前世界秩序、典範與治理的發

研究具有如此高的學術和實務上的重要性，兼以半

上，皆極具價值與意義。職是之故，本研討會特意

典範與新治理」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由本

展。

總統制的運作深受許多其他政治制度（如選舉制度

鼓勵多位大學及碩士班學生參與研討會，除了讓學

系趙永茂名譽教授擔任召集人，廣邀各大學者

與政黨體系等）所影響，也影響其他制度的作用，

生透過發表與討論汲取經驗外，也透過與專家的直

專家共襄盛舉。研討會的成果也將集結成書，

本研討會促進半總統制研究學群內部，以及學群與

接互動引發研究興趣，進而吸收新人加入憲政研究

作為國際關係學界重要的學術里程碑。

其他學者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在提升學術研究的品

領域，讓半總統制研究能在臺灣繼續發展下去。■

質之餘，也將臺灣的憲政與民主經驗帶向國際。

■ 王業立教授與部分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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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的開幕式由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趙永茂名
譽教授致詞，對不辭辛勞與會的各位學者專家
表示歡迎之意。趙永茂老師表示資訊科技革新

這次研討會的舉辦也有為本系蔡政文名譽教授

不僅會牽動國家經濟發展，亦會影響國際政治

屆八十大壽慶生之意。蔡老師數十年來作育英

版圖的變動；為各國政府不容忽視的課題。舉

才無數，影響臺灣國際關係學界深遠。各大學

辦此次研討會能廣邀不同領域的學者菁英針對

者專家藉本次研討會聚集，除了一同為蔡老師

此議題進行深入探討，無論是在實務面抑或政

慶生外，更促進學術間的交流互動。研討會共

策面皆能提供具學術意義的見解。

■ 趙永茂教授致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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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領域，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自成立以來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削弱甚至抹

便力促各國簽署相關條約，促使全球人民對文化更

除傳統外交官扮演的角色，媒體第一時間的報導亦

具多元包容能力，以減少各國因文化差異而產生衝

促使政府須立即做出外交決策。談及媒體是否能影

突的可能性。第二個改變是儘管科技促成文化全球

響外交政策議題設定的辯論，主要分為菁英說及議

化，但區域化、在地化變得更加明顯。很多全球化

題說兩派，蔡老師較傾向認同菁英說，認為菁英早

的變化是在區域化、在地化下產生，故稱為全球在

已決定媒體的議題設定，媒體僅是反映政府決策的

地化（Glocalization）。

旗子。
戰爭是受科技影響最為顯著的領域，武器的種

素，蔡老師則簡短帶過，主要談及科技改變了經濟

類與革新會影響戰爭的類型與戰略的施行。在有別

領域中的生產、貿易、投資、金融等多個層面，並認

於網路的實體世界中，通常可將戰爭區分為核子、

為在當前若有國家未搭上全球化及數位發展的列車

傳統、游擊、自動化等類別，科技將促使運用無人

就會被遠遠拋下，難以望他人項背。

機、機器人作為武器的自動化戰爭成為未來的趨
勢。如今網路科技的引入後，戰爭已不能再被分類
為單一的類型，而是結合政治、軍事、文化、外交
等的混種戰爭。網路戰爭也將是未來重要的戰爭型
態，針對網路犯罪的問題，蔡老師認為目前各國傾
向自行立法解決，將來則可考慮運用國際規範促使
各國合作。

■ 蔡政文教授作專題演講

蔡政文老師於演講開頭首先感謝各個主辦單

際關係也因此需要作出調整。蔡政文老師認為在資

位極力促成這場研討會的產生，也感謝趙永茂老師

訊時代下國際關係因科技有了兩點的改變，一為權

及學生們盡心籌備會議。談及八十大壽有何感言，

力定義的改變，二為權力本質的變化。前者可見諸

蔡老師表示與七十歲時相比，拍照看起來比較老，

近幾十年來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約

身體毛病也一一浮現。不過現在蔡老師感覺已好

瑟夫·奈伊（Joseph Nye）等學者紛紛重新詮釋權力

很多，也即將出版專書，探討科技對國際關係的影

的舉措，後者則為Joseph Nye所提的軟實力（Soft

響，今天的演講即是基於此書內容展開。

Power）、硬實力（Hard Power）及巧實力（Smart

力革命及現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都對世界造成很大
的影響。舊制度與舊規範因而受到很大的衝擊，國

面對未來的展望，蔡老師認為就國際體系而言
可分為四點。一為全球體系必然持續存在，且體性
內行為者因數量增加及相互依存的關係越發密切，
衝突的發生也會越發頻繁。二為就權力結構而言，
國際體系可能會從目前的單極轉為兩極或三極體
系。蔡老師認同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Waltz）的
說法，認為世界體系不會在明天變成兩極體系，但

科技造成文化領域有兩大改變，第一個為內涵

在未來會變成兩極體系。三為僵持的和平會從雙邊

的改變，過去文化屬於靜態且固定存於特定疆域範

改為多邊，四為探討經濟秩序的改變是否會造成國

圍內，現在文化「發展的過程」即為其內涵。聯合國

際體系的改變，蔡老師認為就目前而言不太可能。

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專題演講

資訊時代讓全球出現很大的轉變，第一次的電

至於科技為經濟領域帶來的改變，由於時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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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這兩點改變顯現出國際關係已產生變化，
蔡教授舉外交、戰爭、文化及經濟這四大領域為例
分析之。
■ 蔡政文教授和與會者合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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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第一場次由全球層次的角度探討資訊時代對世

朱雲漢教授以「改良主義而非修正主義：中國

就必須與中國及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進行建設性的

等方面的變化，如帶來3D列印的新生產型態、線上

界新秩序與治理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由淡江大學國

全球角色的浮現」為題，探討正在崛起並追求全球

交往，方能維持並改革現行多邊國際制度、落實多

到線下（Online to Offline, O2O）的消費模式、共

際事務副校長暨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長王高

議程的中國，是否會取代，並且能夠取代美國逐漸

邊合作倡議，以持續維護全球共同體的發展。

享經濟的經濟型態等改變。文章於最後總結先前的

成教授主持。第一場的討論有五位發表人，分別為

衰退的全球領導角色。朱教授首先運用奧蘭·揚格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國立臺灣大

（Oran Young）引介的概念性框架，解釋為何中國

學政治學系朱雲漢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

有潛力成為可靠的全球領導者，並有能力成功地局

區域研究所林文程特聘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

部取代美國的領導角色。文章提供中國正在醞釀的

系林建甫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唐豪駿博士

全球議程之基本輪廓，並探析中國此舉對全球化及

候選人以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蔡季廷副教授。

全球治理的意涵。針對西方國家認為中國興起將可

四位評論人分別是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鄧中堅教

能會破壞西方所主導之世界秩序價值觀和規範的

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朱新民教授、中信金融

疑慮，朱教授認為中國是否屬於修正主義國家的爭

管理學院校長施光訓教授及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

論，須端看行為者是從西方中心或全球共同體的視

鄭子真主任。原定評論蔡季廷副教授論文的國立金

角看待之。於結論朱雲漢教授認為後霸權的世界秩

門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侯廣豪副教授因金門大霧無

序將會是複雜且多形態的，無論是美國或中國都難

法出席，故請鄭子真主任代為評論。

以獨力撐起維護世界秩序的大任。故朱教授建議西
方政治菁英若欲延續二戰後自由世界秩序的遺產，

■ 王高成教授主持第一場次會議

林文程特聘教授發表的題目為「美中競爭與印
太區域秩序重整」，認為當前國際體系面臨唐納·川
普（Donald Trump）美國優先的經貿政策及中國崛
起等兩大衝擊互相衝突的情況。因此以權力轉移理
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為基礎，探討美中在
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競爭，分析美中在印太地區

論點，認為AI的出現將改寫經濟理論。並且建議臺
灣於面臨工業4.0的關鍵轉型時刻中，應善用強大的
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優勢，除積極進行軟硬體整合
外，亦須結合製造業與服務業，才能取得更大的附
加價值，進而在全球競爭中取得相對優勢。

秩序的主張，並評估印太區域秩序未來可能重整的

蔡季廷副教授以「人工智慧下的國際海洋法秩

方向。首先林老師運用肯尼斯·歐甘斯基（Kenneth

序法初探：以無人船舶為中心」為題，探究人工智

Organski）的權力轉移理論分析美中爭霸，並運

慧無人船舶對國際海洋法及國際法秩序的影響。蔡

用國防預算、國內生產總額（Gr oss Domestic

老師首先釐清人工智慧的定義、分類及於海上的應

Product, GDP）等多項指標探討美中的權力轉移是

用，接著討論人工智慧無人船舶在海洋法公約上的

否正在發生；引用問券調查各國人民及菁英的認知

適用爭論。因國際法對船舶有不同的定義，沒有船

來分析美國是否認知到中國想取代美國的企圖心，

長的無人船舶是否能被認定為船舶？若人工智慧

及中國是否有爭霸的企圖心。接著詳盡探討美國與

無人船舶被運用在軍事方面，是否能被稱為軍艦？

中國個別對印太秩序的主張，並分析中美彼此對另

另外，若具有完全自主性的超級人工智慧無人船舶

一方企圖及舉措的認知、對應策略選項與實際作

違反國際法時，法律責任該如何歸屬，其是否具有

為。林文程老師接續分析美中競爭對印太國家的衝

獨立法人格？這些都是人工智慧科技不斷演進後，

擊，國家於其中面臨選邊站的困境，業已衝擊印太

國家與實體必須針對海洋法、國際法進行處理的議

的區域體系。面對未來發展，林老師認為中國面臨

題。於結論中，蔡老師認為軟法與部分國內法將是

的內部問題（貧富差距擴大、分離主義問題、越發

此議題上比較重要的規範工具。未來超級人工智慧

威權等）及外部問題（美日澳制約）將會決定中國

在完全無人自主船舶或載具的運用，將衝擊諸多海

即便未來入主印太地區，也難以真正領導之。

洋法上既有的法律概念與解釋，也勢必會影響權力

第三篇論文由林建甫教授與唐豪駿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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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分配。

共同發表，探討資訊時代下的世界經濟秩序。人工
智慧科技（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快速革新，
促使工業4.0（Industry 4.0）時代的誕生，文章首先
說明工業4.0與過去的差異，接著說明AI的發展、大
數據（big data）在資訊時代下的意義。兩位作者
接著分析AI結合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等應用方式帶來在經濟模式、生產模式、消費模式

10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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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第二場次由區域層次的角度探討資訊時代下區

吳玉山教授發表的題目為「不均衡戰略三角與

的優劣。文末討論「不均衡戰略三角」可以拓展的

體制將造成糾錯機制缺位、習近平個人的健康安全

域的秩序與治理模式，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包

兩岸關係的比較性研究」，試圖搭配國際局勢的發

四個研究向度（同時同域、同時跨域、同域跨時、跨

將成體制成功運作的前提、1980年代老人政治可能

宗和名譽教授主持。第二場的討論有五位發表人，

展對兩岸關係進行理論化的比較性研究，發展大

時跨域），期望藉此深化兩岸關係的理論性研究。

再現的問題。

分別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國立

小國互動（interactions between big powers and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吳玉山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國家

medium-and-small countries, IBM）理論。吳老師認

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沈玄池教授、國立政治大學

為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主要研究大國外交，小國因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寇健文特聘教授、國立高雄

此被忽視，然而單研究小國也會忽略大國在其中扮

大學政治法律學系陳文生教授及中國文化大學行政

演的角色，因此最適宜的國關理論即須結合兩方視

管理學系王順文助理教授。四位評論人分別是國立

角。文章首先討論中國再起將會讓世界形成兩強體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宋學文教授、國立

系，因此其餘國家將成為兩強間的中小國家，如此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蘇宏達教授、淡江大學中國大陸

形成普遍存於全球的不均衡戰略三角結構。然而因

研究所張五岳副教授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左正

現有國關理論文獻中的戰略三角模型未有考慮到權

東教授。原定評論吳玉山教授論文的國立中正大學

力不對等的問題，因此於文中架構IBM的分析框架，

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宋學文教授不克出席，故將

以東南亞國家與臺灣作為案例，探討中小國家在擔

評論稿予陳文生教授代為評論。

任「伙伴」、「避險性伙伴」、「樞紐」這三種角色

沈玄池教授以「歐盟氣候治理：以因應全球暖

陳文生教授與王順文助理教授認為在2011年

化與減碳為例」為題，探究歐洲聯盟此一在氣候治

茉莉花革命後已證明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無法全面分

理議題上具重要地位的超國家組織如何因應全球

析中東情況，特別是在全球化現象與地緣政治發展

暖化及減碳。沈老師於文中以豐富數據與資料作為

的方面。故論文首先分析有關全球化與地緣政治發

背景資料佐證，以期讓歐盟作為國際間推動治理的

展關係的學說之理論假設，以探析當前中東發展趨

典範。論文首先討論歐盟氣候治理的背景因素，是

勢的要素。接著以經濟性資料與例證，分為地權政

為了因應聯合國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會員國的空

治衝突、地緣經濟及民主發展等三大面向檢視中東

氣污染問題、環保意識抬頭等，故將環保政策視為

秩序在全球化影響下的變化。文章接著探討各種相

其共同政策中最重要的意涵。文中接著逐項討論歐

關研究途徑的解釋力，試圖找出研究中東的合適途

盟所揭示的節能減碳政策目標、氣候治理的法律依

徑。作者認為全球化與地緣政治並非互斥的概念，

據、決策機制、運作工具、減碳政策之實踐、歐盟

而是兩者並存且相互影響；因此中東的態勢形成全

在面對氣候變遷議題時的國際角色。並評估迄今所

球層次的政治、經濟、文化層面與區域層次的地緣

達成的成效與未來展望。沈老師認為僅管歐盟內部

政治持續互動的動態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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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治理成果甚豐，然而國際社會在各國利益考量
的情況下成效仍不彰，特別是在2017年6月美國宣
布退出巴黎協議之後，短期之內恐不會看見全球暖
化有任何減緩的情形。

界的國家治理與安全規範，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
系趙永茂名譽教授主持。第三場的討論有四位發表

澤民、胡錦濤時代的中共黨國體制有何異同。文章

人，分別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蕭全政教授、銘

首先回顧比較威權主義對威權維持政治穩定或促進

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系主任黃富源講座教授、國立

經濟的文獻，寇老師認為因習近平上台後打擊政敵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楊鈞池教授及北京大學國際

與腐敗幹部、重用親信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等作

關係學院國際政治專業陳奕璇博士候選人。四位評

法，背離既有國關文獻認為威權統治者會使用「權

論人分別是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周育

力分享」與「社會籠絡」方法的邏輯，故覺得有必

仁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楊永明教授、輔仁

要探討習上台後的新黨國體制。文章接著描述習近

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何思慎特聘教授及中國文化大學

平即位前中共高層政治的權力格局，並分析習近平

行政管理學系系主任余小云副教授。

黨內高層生態改變、個人政治性格與使命。寇老師
稱該體制為「黨內總統制」，並歸納出個人集權、黨

12

第三場次由國家層次的角度探討虛擬與真實世

寇健文特聘教授在論文中檢視習近平時代與江

重塑中共黨國體制的原因為國內外環境氛圍趨緊、

■ 包宗和教授主持第二場次會議

第三場

委擴權及大部制改革2.0三特點，並於結論中指出該

蕭全政教授以「全球化下臺灣中央與地方政府
的組織改造與治理」為題，試圖從全球化的潮流中
分析臺灣的政府組織改造。全球化會影響與衝擊組
成國家的四大要素—人民、土地、政府與對外交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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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象，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閉幕式由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系余小
云主任致詞，首先向各位專家學者們的參與表達感

陳奕璇博士候選人以「美國網路安全戰略與治

謝。余主任表示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必須對科技

理之研究」為題，試圖解析美國在網路無政府狀態

革新將對國際社會、國家甚至個人有何影響產生一

下如何進行網路治理，並探討科技發展如何影響單

清楚且整體的認識，尤其是關注國際現勢發展的各

邊、雙邊與多邊行為者權力關係的變化。陳博士候

位與會來賓與學生們。除了總結此次研討會為與會

選人自1990年起分析美國網路安全戰略的緣起、發

來賓帶來的收獲外，亦表達此次研討會對國際關係

展、取向與規範，並列出美國網路安全戰略以國家

未來學術討論方向的重要性。於最後期勉各位與會

利益為根本、官民合作、促進科技進步以領先他國

來賓與學生們，在現今的資訊時代下必須持續溫故

等7項特色。文章於最後展望網路安全秩序的未來

知新，方能跟上時代的變遷。為期一天的「資訊時

發展方向，認為之後各國網路戰略內容將會趨同，

代下的新世界秩序、新典範與新治理」學術研討會

終將出現稍具秩序的網路世界；並建議需在維護和

就在現場來賓熱烈的掌聲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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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問題解決為原則下建立各國多邊合作機制方能
打破網路無政府的迷思。

■ 趙永茂教授主持第三場次會議

能力，政府或公部門皆需因應之。因此文章首先討

犯罪防治的利弊得失。接著以法律、制度、人員、

論全球化潮流的起落，分析隨之而來的全球性政府

專業的角度提出建議，提供實務界網路犯罪防治之

改造運動及該運動如何影響臺灣。蕭教授將臺灣的

參考。除了呼籲加強國內執法外，黃老師亦考量到

政府組織變革分為前後期，首先分析行政院組織法

網路犯罪常存有跨國趨勢，建議需促進跨國執法合

的暫時體制發展、解嚴後的承平體制化改革，接著

作，並培育相關人員積極主動反應能力，方能遏阻

分析全球化後的行政院組織改革原則、行政院與地

犯罪。

方政府的組織改革。於結論中，蕭教授指出無論是
中央層級的行政院組織改造，抑或地方層級的縣市
合併升格皆尚未完成其週期性任務，值得公部門的
檢討與反省。

14

楊鈞池教授的論文則集中探討近年全球極右派
與民粹主義勢力崛起的影響。文章首先引入民粹主
義興起的理論分析，接著以日本為例，介紹其極右
派政黨或政治勢力的興起與演變。楊教授指出日本

黃富源講座教授發表的題目為「虛實世界的治

右傾化具有三項特徵，分別為極右派政黨的出現、

安議題與難題-當前網路犯罪防治的理論與實際」，

推動保守主義色彩的公共政策以及跨黨派的極右派

檢視臺灣近年來網路犯罪的情況、發展、趨勢。由

政治團體滲入各社會層面。在結論中，則提及臺灣

於網路犯罪的門檻低、不易追蹤、犯罪人無罪惡感

2014年白色力量的崛起至今韓國瑜現象的出現，是

等因素，讓網路犯罪隨著資通訊技術創新而更加猖

否顯示我國政黨政治發展逐漸跟上全球趨勢，認為

獗。黃老師檢視現有犯罪學理論在防治網路犯罪上

可作為相當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後續應觀察臺灣是

的適用與限制，以治安治理的角度，檢討當前網路

否出現中產階級對政治的疏離及政治主流的流失現

■ 學者專家出席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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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本系系友

請問老師當時為什麼會選擇就讀政治學系呢？

蔡政文名譽教授(51年班)

考大學時，父母其實希望我就讀醫科，因此，當我

的魯汶大學讀博士班，想請問老師當時的抉擇

將第三志願填臺大政治系時，母親小有反對。我當

歷程，並分享求學經歷？

擇美國，但老師卻是去歐洲，而且是在比利時

採訪整理 / 林宜汶（政研三）

時告訴她，如果我沒有考上醫科，讀文科的政治系
會讓我有比較多時間準備重考或轉系考，母親才答

蔡政文老師畢業於成功中學國中部與省立板中，於1958年考取本系。家人原希望蔡老師習醫或其他
自然科學，但蔡老師早歲即對政治事務深感熱情，本系成為優先志願之一；當年正好學校打破學系
分組，蔡老師考取不分組的政治學系。在學期間，受到比國旅臺天主教神父鼓勵，於1963年赴比利
時魯汶大學攻讀博士，見證了戴高樂時期與1960年代動盪的歐洲。蔡老師在連戰教授擔任母系主任
時返校任教，多年來執教母系「國際政治理論」等相關課程，許多現在我們所熟知的政治系三組優
秀師長，都曾受教於蔡老師門下，後來也在他主持系務時返校任教。而蔡老師不只擔任過本系系主
任，更曾為當時政府的核心幕僚，應用所學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無論在學界或是政界，都有極為
精彩的人生閱歷。今年是蔡老師八十歲大壽，本系辦理了研討會共同歡慶；本刊特地邀請蔡老師與
讀者分享學思歷程，並勉勵後進系友與師生。

一直以來，本系大多數老師海外留學時都會選

應。但事實上政治系才是我自己的心之所向。我對
政治感興趣，其實也是源自於父親的啟蒙。從小我
就經常聽父親談論政治，因此對於投身政治工作有
憧憬。選擇政治系，也是因為我希望未來有機會加
入外交工作。最後更是因為父親的支持。我還記得
當年大專聯考採不分組考試，作文規定毛筆作答，
這在前後屆都沒有。考上後，儘管班上有一半的同
學大一結束都轉系，父親說服我的母親讓我繼續留
在政治學系追求我的理想。我在政治學系確實念出
興趣，大學四年也幾乎年年都拿書卷獎，最後更名
列前茅畢業。

早年我想過三條人生規劃：外交官、國際組織任
職，學者。選擇歐洲，是因為我原先希望如果留學
後歸國，有助從事外交工作。我認為英語組的競爭
太激烈了，若能到法國留學，學法語，考取歐洲語
言組也許更有所為。然而，當年在畢業之後，我還
要再當一年兵，因此無法直接考法國政府的留學獎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系友會訊 ︱ 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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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因緣際會下我認識的一位比利時神父知道我
有意赴歐洲留學，便推薦我比利時的魯汶大學，我
順利申請到學校後，魯汶大學也願意等我當完兵再
過去就讀，因此最後便選擇到比利時留學，並一直
得到該校獎學金至畢業那年。
這段留學的日子，對我有不少深遠的影響，首先就
是影響我的職涯選擇。我原先想當外交官，但在歐
洲留學的日子，剛好有機會到當地的中華民國大使
館打工，記得當時館長是陳雄飛大使。後來我發現
在外館工作，有很多需要送往迎來、交際還有安排
庶務的任務。我自認不是這麼善於應對，也不是很
喜歡反覆熟練的庶務行政，因此就打消了這個念
頭。另一個加深我這個想法的原因，則是十年的留
學生涯，在海外孤身一人的經驗，讓我決定以後不
要再長時間駐留在海外工作。
我在歐洲讀書的期間，剛好是1960年代，世界局勢
與歐洲政治風起雲湧的時刻。有趣的是，我還在歐
洲時，當時中華民國與比利時和法國都尚未斷交，
因此我見證了中華民國的外交挫折進程。時任法國
總統的戴高樂，也在政治界掀起一波風潮。我非常
欣賞戴高樂，認為他是法國最後一位帶有浪漫與人
道主義情懷的政治家。他敢作敢為，企圖在美蘇兩
極體系的格局下，讓法國走出不受制於結構的第三

■ 蔡政文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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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師作主題演講

勢力路線。儘管最後並非成功，但他的理念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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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以及追求理想與價值的色彩。當然，美

我對此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在我看來，人類社

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所說的條件，資訊時代仍然

國流行建構主義後，歐洲也很受建構派影響。我認

會總有兩大週期在循環：「累積週期」與「摧毀週

存在，民粹危機還是不容易走向戰爭。

為比如阿宏（Raymond Aron）的國際政治研究視角

期」。在累積週期，人類致力於生產、增加人口與財

就強調要有對社會總體的認識，要有跨學科（inter-

富，一直到飽和狀態，人口過多、資源消耗過多時，

disciplinary）的知識基礎。美國主流途徑是一開始

就走入摧毀週期。摧毀週期來臨時，戰爭、天災、

就強調「專化」。「行為科學」派認為歐洲途徑似乎

瘟疫帶來危機，摧毀了許多前面累積的資產。民粹

不夠「科學」，現在更走上「數字化」，但欠缺總體

主義正是這個摧毀週期的一種表現。所以民粹主義

認識下的數字，是不能解釋事實的。

並非空穴來風，它是因為我們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已

無論如何，我認為美歐兩途徑並非互斥，甚至應該
要能兼容。所以我返回臺大政治系任教後，要求國
關組的學生必修政治思想史與比政，就是希望學生

■ 蔡老師近照

依然深植人心。而戴高樂當時的一些見解，從事後
諸葛的角度來看，也確有其道理。例如他反對英國

經遇到某些無法解決的問題，出現危機，這時人類
就自然而然會傾向期待「超人」橫空出世，才興起
不少能夠鼓動民心的魅力型領袖。
然而，我認為這樣的風潮並不會持久，因為民粹超

想與比較的角度，更加了解這些議題對社會變遷的

人只有在選舉時有煽動力，選舉結束後，依然要回

影響。除了前述的歷史、社會學與哲學途徑，文學

歸正常的政策與治理。如果真的端不出政策牛肉、

與文學批評也是歐洲社科常整合的對象。我在歐洲

無法解決問題，每次都靠民粹動員，民心也會疲

讀書時就曾和就讀文學的同學一起研究過，發現戲

乏，不可持久。因此，有穩健的制度、有持續推動政

劇批判中，也隱含政治學關心的議題，像是階級，

策的人，對於抵禦民粹帶來的摧毀效果有很大的幫

甚至是自由市場批判等。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學

助，我們也不必太過於悲觀。我認為像是歐洲興起

習如何將理論與思想應用在現實中來進行分析。

的極右派，社會支持最多就是百分之廿多，《核子

加入歐洲共同體，從今日的脫歐風波，可見其高瞻

儘管老師最後沒有投身外交工作，但在研究

的角色，不強調「歐化」，戴高樂就說它實在是一個

講學之餘，也曾有機會在政府單位擔任重要職

「大西洋國家」，著實跟歐洲政局格格不入 。

務，想請問老師認為學術工作與政治工作有何

首先，要有健康的身體跟穩定的精神，這是我們去
追尋一切目標的根基。我的職涯道路上，有不少大
有可為的同事，就是因為身體健康的因素，而影響
了他們的發展，非常可惜。第二、語言能力很重要，
能有第二外語更好。因為語言就開啟了我們接觸更
多不同視角資訊的能力，可以拓展我們的視野。第
三，誠如前述討論歐洲問學的途徑，講求跨領域整

除了傳統政治學的途徑外，也可以從歷史、哲學思

遠矚。畢竟英國長期以來作為歐陸國家離岸平衡手

老師對於系友、年輕後進的期許？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系友會訊 ︱ 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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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也鼓勵大家除了政治學本科，多涉獵各種不
同領域的知識，幫助我們以不同的理論視角和研究
素材，開拓政治學的疆界。第四，多結交朋友。人生
需要不講求利益的朋友，彼此勉勵、進步。特別是
到了年長時，要有一兩位知心朋友，穩定心情、相
互支持。第五，善待家人，家人真的是一生中陪伴
我們最長時間的一群人，因此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
與家人之間的緣分。■

異同，如何相輔相成？
請問老師認為歐洲與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科訓練
與研究視野有哪些差異？

我認為從政經常需要做決策，而且主政者做決策，
往往也會受制於人的因素，像是選舉等。但學者的

我認為美國講求「專才教育」，而歐洲講求「通才

工作，則是要細細研究問題，提出全盤、周延的考

教育」。在歐洲求學時，我們有大量的課程要求學

量，未必急著提出單一的解答。因此，到了政界，

生在道德哲學、形而上、社會學、國際關係史等方

我也是選擇做決策諮詢（brain trust）的工作，讓我

面扎根，希望學生掌握深層的知識脈絡後，再來分

能專心做自己擅長的研究分析，再提案給主政者參

析問題。我記得當年在比利時僅僅政治思想必修，

考，讓他們自己來做決策。這種角色與我的性格較

就佔了兩年共20學分，我自己的指導教授也是教國

為相符，也是我認為較能貢獻所長的方式。

際關係史的。這點也反映在國際政治場域上，美國

18

講求大戰略(grand strategy)，國家利益至上的現實

現今全球有一股民粹主義的潮流，老師如何看

主義途徑，但歐洲卻經常更強調宏觀、深層的歷史

待這股風潮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 蔡老師出席2010年本系外交部系友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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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政文老師於2010年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

■ 蔡老師80大壽餐會合影

■ 蔡老師（中）與何鴻榮學長（右）、王順文學長（左）研討會合影

■ 2019年攝於日本別府
■ 蔡政文老師（中）出席2010年本系主辦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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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學長姐返校參加職涯週活動特別報導

打開職涯大門的鑰匙 ─ 何啟聖
本院舉辦的學生實習週活動，第一場便邀請到
本系EMPA碩專班第2屆的何啟聖學長進行分享。何
學長現任1111人力銀行副總經理，何學長以「如何
打開職涯大門的鑰匙」為題進行分享，希冀能提供
母校學弟妹更多的啟發，藉此建立生涯策略規劃的
概念，進而掌握未來人生的發展方向。

■ 社科院王泓仁院長與職涯週工作人員合影
■ 張佑宗主任頒感謝狀給何啟聖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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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學長姐返校參加職涯週活動特別報導

政治系有哪些公務人員的選擇呢?
在考試部分，國家考試的考試資格在行政類別

公務人員這條路 ─ 李花書
文字紀錄 / 張念維（政研二）
演講者：李花書（80年班）
現任行政院人事總處考用處副處長
高等考試：84年高考二級（一般行政類科）

是相對寬鬆的，原則上鼓勵各領域人才，並無科系
要求。對於政治系而言，當然都是選擇，包含高普
考及各類特考，另外，如律師、地政士、導遊等，學
姊也鼓勵有興趣的同學，也都可以報考獲取相關證

果不盡理想，後來決定當全職考生一年準備。準備
考試的生活，學姊會保持出門透透氣，早上讀較需
邏輯的科目，下午則是以背科為主，晚上會適當休
息，如此維持續航力。

公務人員都在做些甚麼呢?

照。而高普考與地方特考的差別部分，高普考相對

在業務部份，原則上以每日8小時，每周40小

較有機會直接進入中央機關服務，在升遷方面也相

時為主，當然必要時需要加班。而就一般行政類別

對較快；而地特共分15區，前六年是不得轉調原分

之公務人員，業務主要為秘書單位的事務科、文書

發區之外的機關。

科、檔案科等，更甚者須負責採購業務，因此若有

工作經驗：

餘力，學姊建議去考採購法證照，「有病治病，沒

公務人員的待遇和相關經驗分享

1. 經濟部能源會管理師（84-89）
2. 人事行政局科員、專員、科長、簡任視察（89-103）

在待遇部分，以高考三級為例，起薪約43,000

3. 客委會人事室主任（103-105）

元，根 據 2 018 年 勞 動 部 統 計，大 學 畢 業 起 薪 約

4. 農委會人事室主任（105-106）

28K、碩士約32K，公務員人薪資確實相對較高。

5. 人事行政總處培訓考用處副處長(106-)

而在考上之後，學姊尤其建議已通過考試的同學，
應先選擇分發，除非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否則若原

病強身」，強調採購法的重要，以備不時之需。而
若為人事行政部分，一般被稱為公僕2.0，因為主要
業務就是伺候公務員們。因此，雖公務員工作相對
例行性，但學姊認為，若適時給予自己規劃和設定
期許和挑戰，或許職涯發展會大有不同。

公務人員的晉等升遷是甚麼樣子?

李花書副處長是本系系友，在臺大政治系讀了

我保證，考上公務員後，只要你沒有違法亂紀，你

本考試分數不錯，但選擇先保留名額，之後將併同

七年的書，包含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後，於民國

一定可以工作至65歲；第二，稍嫌乏味無聊，但這

增額錄取以選填志願，如此分數優勢就沒有了，變

在晉等升遷部分，學姊鼓勵同學們，作為公職新

84年通過高考，進入公職體系。最初分別在經濟部

也對也不對，當你覺得工作內容一成不變時，其實

數也可能較多。此外，考上後將接受基礎訓練（1個

血，面對長官特別或急切的交辦事務，應勇於認

能源會（現為能源局）的秘書室及人事室工作，但

可以透過自己心境上轉個彎，也可以有不少差別；

月）+實務訓練（4個月），得正式成為公務人員。學

識，也能藉此嘗試不同的業務，獲取經驗，更相對

覺得有些無聊，遂跳槽至人事行政局，這一待將近

第三，法規限制多，這部分或許一般人就較不清楚

姊此時回憶，當時政研所一畢業報考公務人員，結

能夠獲得長官注意。其中，面對升職（官）等，主

15年，從科員一直爬升到簡任視察。103年，因緣

了，事實上，公務員的限制相當多，除了處理行政事

際會轉調到客委會及之後的農委會工作，有別於以

務時，須面對審計部、監察院等機關的監督外，對

往業務，這兩個單位是其感到最具挑戰性的公務工

於個人的束縛也是一部分：如言論，當你官職越高

作。106年，又再次回到人事行政總處，工作至今。

時，個人的言論確實必須相對謹慎；如兼職兼業，

演講一開始，學姊先詢問在場同學，對於考公
職有興趣嗎? 若沒有，那這次演講，對她真是任重
道遠，學姊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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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花書學姐主講現場

若想要晚上額外兼職計程車司機，這是不行的；如
行動的不自由，由於近期兩岸關係較為敏感，我若
要去大陸，必須提報申請的，包含去大陸的原因，
回國後還要寫報告。

至今，我已在公職體系工作二十幾年了，那
公務人員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行業呢？就我歸納
而言，我認為公務人員有三大特色：第一，穩定平
順，也就是我們的雇主-政府，是不會倒的，而且

24

之後，學姊主要針對公務人員的制度細節及
其人生經驗做了豐富的分享，包含公務員考試、待
遇、業務、升遷、進修等。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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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據考績，若兩年甲等則可跳一個職等，積極進

最後，學姐仍表示，此次演講的分享主要是一般行

行政指示（避免長官要求違法事務），如此我們陳

取相當重要；進一步則有機會升任較高職務或主管

政及人事行政類別，而公務人員工作的好與壞應

述之意見才能保護自己。

職，那就是某種自我實現。此外，若有碩士學位、

是見仁見智。就學姊經驗，由於待在人事總處，常

Office操作能力、語文能力優或其他專業證照等，都

到立法院及考試院接受質詢指責是常有的事，所以

是相對加分的，尤其是法律知識，對於公務工作會

壓力仍是有的。基本上，職業選擇仍以自己評估為

相當有幫助。另外，學姊特別叮嚀近年的新趨勢，

主，當然還是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加入其中。

公務員要如何面對行政中立問題？
藍綠差異確實有，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做好，將自己
保持中立，若交辦不符合自己立場之要求，仍必須

統計分析能力、影片剪輯能力、懶人包製作能力或
新聞稿撰寫能力等，皆是近年公務機關相當倚重的

除了以選擇中央機關為主外，挑選機關還有其

事務能力。

他建議嗎？

擔任公務人員的相關訓練和進修
在訓練進修部分，學姊鼓勵已通過公務員考試的同

依長官交辦完成事項。（總之要保護好自己）

明年是不是公務員職系將會有所調整?

仍是見仁見智，可以先打電話去各機關詢問業務內
自109年開始，96職系將整併成57個職系。明年之

容（多問多聽）。若純粹就升遷考量，不考慮其他

高普考之考試類科會更動，考試科目會整併，請同

變數（工作內容、性質），則選中央機關。

學相當密切注意這部分訊息。

學，應善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每周得請假至多
八小時；“公餘時間進修”，每學期補助兩萬元。而
針對九職等以上的公務人員，政府有特別規畫預算
給予他們額外進修訓練，如組團在國內或國外進行
專題研究，更讓相對高階之公務員形成網絡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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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挑選好長官？

公務員職等越高時，是否會工時越高，變成責
任制？

基本上，長官難以挑選，僅能努力適應與調整。組
織皆有其文化和環境，不與長官起衝突。積極回復
長官交辦事項，保持良好互動，長官看得到。

是有可能的，由於職權大，責任大。簡任官的話，確
■ 本系張登及教授致贈紀念品

考績與升遷的訣竅？

實壓力相當大。目前制度，是可以報加班費，但人
事費總額上限是固定的，若經費不足，只能透過補
休取代之。

考績部分，就是好好做！學姊仍是鼓勵大家積極努
力把自己工作做好，並且積極完成長官交辦事項，

如何選擇適當時間加入分發？

一個人的工作態度和能力，平常皆能看得清清楚楚
的。另外，學姊表示，現在許多部會需要懂得使用
３Ｃ能力的人員，如直播、製圖以傳播訊息、甚至是
手機軟體影片。

甚麼時間點最好，其實很難說，非常難預料。就遇
缺分配的話，有開缺，申請了，基本上就過去了；而
一般高普、地特考試，就是待增額錄取，並依照你
向保訓會的登記時間，先登記先選。

而在人事相關問題，學姊尤其提醒大家，「害人之
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首長有時確實會透

公務人員投資限制是甚麼？

過人事單位，針對不滿意的人進行調動（如降調），
這也確實存在。

依據法規，所有職等公務員不得持有一家公司之
10％股票，也不得為董事。■

公務人員在職務上是否能向長官提出相關建議
和意見？
陳述意見是有法依據的。而學姊提醒大家，若是面
■ 李花書學姐向同學分享公職生涯

26

對長官的意見請求，應先請長官以書面告知其各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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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分享
2019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 TASPAA) 最佳學位論文獎獲獎名單

2019年第45屆大政盃冠軍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榮獲第四十五屆大政盃辯論比賽冠軍

碩士論文獎 博士生組 佳作
獲獎者：江俊宜（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論文題目：生態主義如何介入農業生產政策？
論述制度
制 主義
主義的觀點
論述制度主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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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
指
導老師
老師：
老師：林
：林
林子倫
子倫教授
授■
指導老師：林子倫教授

■ 吳玉山教授頒獎

■本屆最佳辯士：臺大政治國關組三年級秦偉翔同學

■ 2019年臺大制服日政治系同學合影(系學會提供)

28

■臺大政治隊隊員：公行組三年級賴仁祥同學

秦同學表示很開心能有本次參與比賽的機會，

賴同學表示他對於公共議題有濃厚的興趣，很

同時透過大政盃的訓練，對於選舉制度與選舉時程

喜歡此次的比賽，也非常感謝政治學系辦公室和學

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與了解。■

生事務委員會給予大家這麼好的機會，能夠和各校
的辯士廣泛地交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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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分享
2019年第14屆北部大專院校政治相關科系
運動盃賽

榮獲2019第十四屆北部大專院校政治相關科系運動盃賽男籃項目季軍

榮獲2019第十四屆北部大專院校政治相關科系運動盃賽女排項目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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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國大專院校政治相關科系體育盃賽
本系參加2019年全國大專院校政治相關科系體育盃賽，比賽成績優異，榮獲女排冠軍、羽球季軍
及、女籃殿軍等多項殊榮。

榮獲2019第十四屆北部大專院校政治相關科系運動盃賽男排項目冠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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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胡定吾海外新銳學者方法論講座」

─ Julia C. Strauss教授
圖、文 / 柯緯倫（政治所博二）

了資料來符合理論和方法，加深了社會對於某些政
治現象的迷思和偏見。
Strauss進一步指出，在研究真實世界中複雜
的政治現象，所能適用KKV的範圍是有限的，只有

2
Ian Shapiro. 2002. Problem, Methods, and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or What’s Wrong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olitical Theory. Vol.
30, No. 4, pp.596-619.

為什麼窮人會投票給提出讓他們更窮
困政策的政黨?

本系於2019年續辦「胡定吾海外新銳學者講座」，邀請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

在特定情況下才能夠產出有效的解釋，這些情況包

的Julia Strauss教授開授「政治學研究中的詮釋方法：敘事與表演」(Interpre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括合適的實證或統計資料、自變相和因變相可以清

Strauss教授以經典的政治學問題「為什麼窮

Politics: Narrative and Performance)」課程，並於6/18、6/20、6/22、6/25和6/27進行為期五天的演講。

楚的獨立出來、清楚界定的問題或假設、事實和價

人投票給提出讓他們更加窮困的政策的政黨」來說

講者簡介：Julia C. Strauss

值可以二分，惟在真實世界裡，研究者往往不容易

明詮釋方法可以如何彌補實證主義方法的不足之

取得現成完整的大量資料，且造成某些政治現象的

處。早在當川普於2016年贏得美國總統大選時，政

自變相和因變相並不是這麼顯而易見，而價值和事

治學界就在探討一個問題—為什麼比較貧困的郊區

實也往往是交織纏繞在一起的，而這使社會科學

群眾會投給削減福利支出、減稅、倡議小政府的共

所處理的假設和研究問題較自然科學領域內更難

和黨候選人? 有學者選擇威斯康辛州在2016年總統

切割或界定，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好的量化研究雖

大選結果來分析此問題3 ，威州在歷史上具有傾向

然往往能夠找出某種現象的模式或規律，也就是可

左派的工會傳統，且自1984年以來歷屆總統大選投

以回答如何(what)的問題，但是卻不一定可以回答

票皆偏好民主黨候選人，惟2016年總統大選的結果

為何(why)的問題，而這正是詮釋方法(Interpretive

卻倒向共和黨候選人川普，根據投票的統計數據顯

Method)所能貢獻之處。

示，威州內比較貧困的郡與川普得票率有強烈的相

Julia Strauss教授擅長結合歷史、政治與社會的大敘事，她的研究興趣包括兩岸土地改革和打造現代國家的過
程、拉丁美洲、非洲國家內權力與政治表演的現象，以及中共「走出去」政策("going out" policy)在亞洲和非洲
的影響等。她曾於2002至2011年間擔任 重要國際期刊China Quarterly 的主編，極有學術影響力。
她所出版的專書包括Staging Politics: Power and Performance in Asia and Africa、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0，以及即將於今年出版的State Form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Bureaucracy, Campaign, and Performance。

導論：KKV之後政治學方法論之辯
政治學方法主要可區分為量化和質化研究，但

32

真實世界中政治領域眾人關心的問題，反而是曲解

高，其所產出的知識的可信度和學術價值也越高。

Strauss指出實際上兩者都屬於實證主義的範疇之

惟採詮釋學取徑的學者與實證主義最大分歧即在

下，實證主義假設人類社會也隱含著許多法則，而

於，詮釋方法質疑量化和非採取實證主義假設的質

研究者可以透過將主體（研究者）和客體（被研究

化研究的邏輯是否應該一致化? 是否應該採取量化

者）、價值和事實二分，透過經驗觀察蒐集事實來

的邏輯來設計質化研究? 量化和質化研究的目的和

驗證假說，而產生出因果機制的解釋，藉此累積關

研究發現是否相似? 兩種基於不同假設的方法是否

於社會和政治領域的知識，換言之，社會或政治科

可以互補所短? 政治學內是否有容納多元方法論的

學的方法論實際上就是期待能複製自然科學的成

可能呢? Strauss教授並不否認量化研究的價值，但

功模式，知識的產出係由科學方法定義，這樣的趨

她認為在實證主義方法之外，詮釋方法也可以對研

勢在1994年當Gary King、Robert O. Keohane和

究政治學現象做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釋，研究者應該

Sidney Verba的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依據研究問題而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為了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1 出版後更加具

符合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篩選研究的問題。

有影響力，KKV的著作造成巨大影響主要係因他們

Strauss的見解和Ian Shapiro2對於當前政治學方法

大膽宣稱質化和量化研究的區分並無必要的，因為

論所做的反省相契合，Shapiro將當前政治學研究區

好的質化和量化研究本質上共享同一個科學推論邏

分為方法/理論驅動(method-driven or theory-driven)

輯—自然科學的因果推論邏輯，換言之，當研究設

和問題驅動(problem-driven)，而目前美國政治學經

計越往統計迴歸分析的模式靠攏，則「科學性」越

驗研究大多為理論和方法前導，其結果是並未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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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性，換言之，住在郊區、較為貧窮的民眾傾向於
KKV的方法論經典之作已於2012年由群學出版中文翻譯
版本，中文版書名為《好研究如何設計：用量化邏輯做質
化研究》。
1

投票給支持小政府、替富人減稅政策的共和黨，惟

■ Strauss教授以威斯康辛州的例子說明實證方法的侷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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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取向的研究只能發現民眾投票行為的模式，並

事，不只可以用來研究「為什麼」的問題，也可將量

度化的組織，軍隊的功能不太可能被政治表演的影

推論其行為背後的原因，且這種推論的背後往往是

化研究以外的資料和素材(包括競選廣告)也納入政

響或轉變，但在透過葬禮、軍隊遊行、慶典上，則

奠基於人是自利(self-interest)的假設，故在解釋威

治學研究的範疇，使研究者深化和拓展對政治現象

仍可以發現國家藉著這些政治表演來公開合法化軍

州投票行為的研究中，實證主義的的研究問題是—

的解釋。

隊的功能和存在。

詮釋方法研究政治表演的系譜學

結論與討論

「比較貧窮、住在郊區的白人選民投票是否會投票
給損害自身利益的政黨?」，但Strauss認為，倘若
採取詮釋學視角的研究會發現真正要問的問題是：
研究政治表演的知識系譜學可以上溯到詮釋人

在短短五次詮釋方法課程中，Strauss不僅使

類學家Clifford Geertz研究十九世紀前殖民時代的巴

用目前政治學界內採用詮釋學取徑的作品帶領同

為什麼比較窮困的民眾要投票給共和黨? 他們是如
何看待這個世界和自身利益? 他們如何解釋他們自
己的投票行為呢? 換言之，實證主義或許可以很精
準的找出人們行為的模式，能回答如何的問題(what
and how)，但詮釋學可以更完整的解釋政治學現象
背後為何(why)的問題。

3

關於2016年總統大選威斯康辛投票行為分析的文獻為
How and Where Trump Won Wisconsin in 2016，資料來
源為https://www.wiscontext.org/how-and-where-trumpwon-wisconsin-2016。

詮釋方法在研究國家的運用
Strauss指出政治學界裡不分質化和量化研究往

■ Strauss示範如何用詮釋方法分析甘地如何利用在1922
年審判法庭上用政治表演和論辯的方式凝聚反殖的共識

學進入政治敘事和政治表演的領域，更讓同學透

文化儀式本身就是國家，他稱之為「劇場國家」。

在政治場域中，政治表演/敘事出現的程度和比

Men》，了解在舉凡法庭辯論、街頭抗爭、競選等

換言之，巴里島的國家統治並不仰賴有效率的官僚

例會依據政治的型態而有別，當制度化程度越高，

場域，政治敘述和政治表演其實隨處可見，不論是

體系、極權統治等政治學所熟悉的型態，劇場國家

政治相關的表演的重要性和出現的機率越低；當主

政治人物或是一般大眾都經常使用表演或敘述來進

強調的是透過精心安排的政治奇觀(spectacles)來維

體可以被分割和交易時，政治表演可以發揮影響的

行溝通與說服，而詮釋方法是能讓研究者掌握並分

持統治秩序。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中，Charles Tilly

空間就越小，例如在缺乏面對面接觸且被許多非個

析這些素材的最佳工具。最後，Struass回應同學的

亦都曾運用詮釋學來解釋政治現象，目前大多採用

人化的規則所界定的市場交易中，政治表演出現的

提問表示，採用詮釋學的方法並非否定實證主義取

詮釋學方法的研究大多聚焦於社會運動和政治抗

機率也較低。但即使在政治表演看似不太重要的場

徑對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貢獻，而是希望同學可以思

爭，但老師認為由上而下政治菁英如何透過表演來

域，仍然可以觀察到政治表演的現象，例如稅收制

考，基於實證主義的方法和詮釋方法在基本假設上

向做出政治訴求也是同等重要的研究課題。

度中的權力的運作可能不會表現在政治表演上，但

有根本的不同，是否有結合兩種不同的方法的可能

當政治人物就稅制政策進行辯論和攻防時，仍然有

呢? 是否可能達到在方法論上多元主義呢? ■

里島的統治形態，他發現透過政治儀式和政治表演
不是要合理化政治權力的手段，而這些政治展演和

往受到理性主義和韋伯作為典範的影響，而將研究
重點放在「不存在的事物」(what is not there)，將

政治場域中的政治表演/敘事

國家直接等同於一個地方的政治制度、官僚體系、
法律制度，只要不存在就認為是失敗國家或還沒發
展成國家的形式，並發明指標衡量民主制度和政治
體系，然而，當這樣的研究典範被套用在西方以外
的國家時，往往忽略了實際存在於該地區內維繫著
權力運作的機制(what is there)，特別是政治菁英的
政治表演(political performance)和政治敘事(political
narratives)，當國家制度化程度較低時，統治菁英往
往必須透過表演和說出群眾認同的敘事/故事，來提
出政治訴求(political claims)凝聚國家和社會之間的
共識，而這種情形特別在國家歷經轉變或危機的時
刻更為明顯，例如臺灣民族國家認同形成的過程、
甘地在對抗英國帝國主義時在所採取體制內外的
政治行動，採用詮釋方法研究政治場域的表演和敘

34

過觀看美國影史上最重要的法庭辯論片《12 A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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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政治表演或敘事的可能；軍隊作為一個高度制

有三種型態的政治表演常出現在政治領域當
中，第一類是國家的儀式慶典，第二類則是屬於結
果半開放性的政治表演，特別常出現於選舉、街頭
抗爭或法庭論辯。第三類則是微觀層次個人的政
治展演。在政治事件中，這三個元素往往會同時出
現，例如天安門事件中，學生跪在天安門前面，象
徵的是向皇帝表示屈服，這在中共領導人和中國
人的眼中的解讀是學生並非如西方媒體所報導的
想要對抗政府，而是表示懇求；而之後在街頭抗爭
中，可以見到各式各樣的街頭政治表演；在個人層
次上，學運領袖吾爾開希身穿醫院睡衣與當時中共
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談，揭露了中共不願民主化的真
相。
■ 聽眾一同觀看12 Angry Men 觀察法庭內政治表演敘事的過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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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的母系─外籍生專訪

賴劍文博士

(博士班108年班)
訪問整理/ 吳瑋庭（國關四）

業上，沒有太多時間觀光。不過他還是說出心目中

同時申請到臺大以及紐澳其他學校的博士班，因為

的兩個景點：臺北的貓空以及花蓮太魯閣。前者雖

石之瑜教授的鼓勵，他向老闆告假，決定來完成博

然在臺北市，但是又能遠離塵世喧囂，鬧中取靜，

士學位。老闆也答應，給賴劍文學長四年時間，不

是一個人沉思時的好去處；後者雖然距離臺北較

論有沒有完成學業，都要回到工作崗位。

遠，但是壯麗的峽谷令人流連忘返。

四年過去了，賴劍文學長順利完成論文，從臺

碩士畢業後，賴劍文學長回到印尼工作，投入

大畢業。畢業後回到印尼，繼續為教育付出。從他

賴劍文學長今年將從臺大政治系博士班畢業。

中文教育相關的工作。工作中認為自己有必要再來

在臺灣求學的經驗，他推薦想要學習中文的外國人

身為印尼人，來臺灣念書已經二十年，說起中文來

進修，於是申請了博士。「由於石之瑜教授的話，我

來臺大念書。因為臺灣人很熱心，會竭盡所能地幫

儼然台灣人般流利。然而回想起當年來臺的原因，

才決定回到臺灣繼續唸博士班。」當初賴劍文學長

忙。更因為臺灣學術環境蓬勃自由，相較於中國大

百般曲折。1990年代後期，印尼排華運到達到高
峰。身為印尼華人的賴劍文學長，深受影響。所幸
後來認識已經離開印尼到臺灣來學中文的朋友，才
離開了故鄉，高中畢業沒幾年，便隻身一人在臺灣
生活。學了兩年的中文，賴劍文學長決定再次回到

陸沒有太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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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劍文學長從來沒有後悔踏上臺灣這塊寶島，
這塊寶島教會他太多東西。學業、語言、工作、乃
至人生，缺一不可。雖然他會回到印尼，但不會忘
記他在臺灣生活，在臺大求學的那段時光。■

學校，他要在臺灣念大學。中文只學了兩年，雖然
生活上不會碰到太多問題，但應付學業仍是個挑
戰。
「我當初是拿著學校的DM，直接去問校門口的
警衛我要怎樣才能進臺大呢！」賴劍文學長表示，
當初警衛在他詢問完以後，把他引導到國際事務
處，完成申請的程序，最後順利進入臺大政治系就
讀。在尚未入學以前，就已經困難重重了，可見當
時的決心多麼強，非進大學念書不可。
■ 本系博士賴劍文學長

入學後，更艱鉅的挑戰才正要開始。原先就繁
週五午後，是多數人期待的時刻。辛苦工作了五
天，即將到來的是難得的休假日，多令人興奮啊！
而對於臺大政治的博士生而言，星期五下午是個得
來不易的上課時間。身為一個博士生，多數時間都
待在自己的研究室裡，與自己的畢業論文奮鬥。難
得有個時間能夠和同學們相聚，切磋論文進度，何
嘗不開心呢？與賴劍文學長的專訪就約在星期五午

重的課業，加上語言的劣勢，使得賴劍文學長在大
學一開始比大多數人更辛苦。不只要鑽研學業，更
要勤於練習中文。「我很感謝我的大學同學，他們
幫我太多了，我才能順利度過大一、大二。」正所
謂：倒吃甘蔗，愈吃愈甜。賴劍文學長在大學愈來
愈順利，學業上也沒有太大問題，最後順利拿到學
士學位，接著碩士學位也到手了。

後，博士生上課之前。從言談之中可以看出劍文學
長的豪邁、爽朗，而等等要和同學見面討論雀躍的
心情，更讓訪問的氣氛更熱絡。

36

提及求學時最愛的觀光景點時，賴劍文學長謙
虛地說自己沒有那麼聰明，大多數時間仍就花在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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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的母系─聽聽陸生怎麼說？

侯長坤 (碩士生)

如果硬要比較的話，臺大政治所對國際化的要求更

天下為公。」政治人物對普羅大眾的食衣住行、國

高一些，但同時他有提到這或許是大學部與研究所

計民生的重視，能讓人民朝向好的方向發展。

的標準不同所致。
另外，令他印象深刻的包括臺灣高學習普及

訪問整理/ 姚昱均（政治學系）

政治科學：深藏不露

率，像是他有認識一些在職專班的學長姐，即便於

提到對政治科學的理解，長坤用一句話：「深

自身職業領域聲名顯赫，但仍不忘再返校進修、提

藏不露。」來形容。政治科學表面上日常生活疏

然而，選擇來臺攻讀碩士的理由並非只是臺灣

升自我。而他從這些學長姐身上學到許多事，除了

離，但對國家而言非常重要，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愜意的生活態度與乾淨的自然環境，有更多的原因

人生歷練之外，亦有道地的臺語歌曲如愛情的恰

分。另外，在學術研究中最後須朝一門特定領域方

來自優秀紮實的政治學方法論課程。他在擔任助理

恰、舊情也綿綿……等。

向去深入探究，才有機會做出一番好研究與好視

研究員期間，感受到政治科學的博大精深，於是產
生再進修的想法，故當初選擇學校的時候便以能夠

野。無論何時，秉持「以天下為己任，修齊治平。」

從群眾中到群眾去

是長坤認為的政治學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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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深刻學習方法論的學校為主。
其中，長坤認為臺大政治所的課程設計非常紮
就讀臺大政治所國關組的侯長坤，專攻國際衝突領
域，大學期間即以助理研究員的身份於南京航空航
天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參與研究。

實，每門課不僅能讓學生學到知識，也在學術研究
上提供學生很好的方案，幫助學生得以培養研究能
力。舉例來說，外交決策與國際法獨立為兩門課，

在臺攻讀碩士期間，長坤有機會於2018年九合

對於往後的職涯發展，長坤目前並不特別限

一大選期間經歷臺灣的競選文化。對此，除了體驗

縮在公務領域抑或商業領域，而是抱持著「哪裡需

熱鬧之外，他感受到選舉應該是以群眾為核心，各

要我就去哪」的隨遇而安態度，亦有繼續深造的打

候選人需要從群眾中到群眾去，試圖藉由自己的政

算。但當我們討論到留在臺灣或者回到大陸的抉擇

治抱負造福社會大眾。

時，他表示因目前臺灣「三限六不」政策因素，無法

約定時間的前五分鐘，幹練斯文的侯長坤從容

得以從不同的專業角度補充國際關係理論，讓他有

不迫地踏入會客室，坐定後優雅地拿出訪問題綱與

更廣闊的角度審視自己目前的研究。另外，政治系

相較於政黨之爭，他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為民

筆者逐一確認題目，嚴謹的學術精神表露無遺。相

的多元課程如「R語言與文字探勘：公共議題之應

服務的精神，如同國父孫中山所言：「大道之行也，

較於旁人認定的高冷嚴肅，亨利領襯衫與撞色毛衣

用」透過結合當前科技減少傳統公共政策領域的侷

的搭配顯示了長坤內在的活潑與幽默，一轉大眾對

限，使得我們對政治科學的理解變得更為豐富。對

研究人員的刻板印象。

此，長坤使用一句接地氣的形容詞來形容這一年他

續留臺灣，而須考慮其他選項，因此他未來將會扎
根中國，繼續在政治科學中深化，藉著他在臺灣的
學習經驗，增進華人群體之間的交流。■

在臺大政治所的學習：「在這裡，人人都能在知識

輕鬆但不失嚴謹的臺灣生活
長坤來自湖南懷化市，畢業於南京航空航天大

的學習上吃到飽。」

陸、臺兩地的學習風氣大致相似

學政治系，大學期間即於該校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
中心擔任助理研究員，並曾在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

從過去在淡江大學交換到現在於現在臺大政治

交換一學期。目前的研究方向試圖使用演進博奕論

所就讀的經驗中，長坤觀察到陸、臺兩地雖然同為

解釋中國戰爭與中國問題。

華人文化，但在學習風氣上還是有些許差異。相較

來臺之前他對臺灣的想像是充滿民國風情的時
代感，不過來交換之後發現臺灣的娛樂精神令人印
象深刻，日常用詞生動傳神。例如，使用「吃到飽」
此一直白卻精準的詞彙形容無限自助餐廳，是臺灣
文化特色之一。

38

而言，臺灣的同學大部分都很堅持自己的信念，價
值判斷較為清晰。所以長坤在臺灣找到許多志同道
合的同學，有許多開心的交流時光，他認為多與同
學、老師交流是最好融入臺灣生活的方式之一。
關於教師授課方面，對他而言並無特別差異，

■ 侯長坤同學參觀聯大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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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cross Boarders
邱鈺涵海外交流經驗談 ─ 北京大學
圖、文 / 邱鈺涵（公行五）

校園生活

發展過程，甚至請我列出書單表示他們想要更進一
步了解臺灣的狀況。

在修課部分，由於已經大四了基本上不缺學
分，所以在北大只修了四門課程，分別是「中國畫
理論與技法」、「敦煌的藝術」、「中國民族器樂
經典」及「印度哲學與宗教文化」，都是集中在北
大藝術學院及哲學系的課程，是在臺大比較沒有機

從大一入學就萌生了想要出國交換的目標，所

會接觸到的領域。其中最感到特別的是敦煌的藝術

以從一年級就開始打工存錢希望能出國交換，

這門課程，由於北京大學在敦煌學的研究上在國際

原本因為第二外語是修讀西班牙文所以將交換

上的地位舉足輕重，在課堂上能聽到許多敦煌學研

的目標定在西班牙，但最後在金錢花費及整體

究領域的大師來做分享，對莫高窟的整體歷史背景

CP值的考量下決定轉而申請中國的學校。過

跟彩繪雕塑藝術都有很詳盡的介紹，可以看到很多

去曾在許多報導上看到中國的學生非常具有狼

精美的壁畫，對於中國對歷史文化的傳承與保護也

性、競爭十分激烈等等評論，因而也希望能夠

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時也因為這堂課的關係而決定

親身體會看看舒適圈及同溫層外的環境，最後

趁著五一連假與其他交換生同學去中國西北遊玩，

幸運的申請到了至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交換

親眼看看莫高窟的藝術成就。在課程上，雖然上課

一學期的機會。在北京生活的這半年，經歷了

過程中確實看到過十分認真並積極與老師互動的學

許多好的壞的或不知道該如何評論的事件，但

生，但其實大部分的人跟臺灣學生一樣還是會有點

都是十分寶貴的經歷，讓我對世界的認知又更

害羞不會主動發表意見。在參與團體報告討論時，

遼闊了點。這半年的交換體驗想分為兩大部分

中國同學在知道我是臺灣人後都會很熱情的想跟我

來分享，分別是校園生活及旅遊體驗。

討論兩岸議題，但其實大家也都明白我們各自都有

在飲食方面，學校裡面有非常多的食堂可以選
擇，但開放的時間對大學生而言都太「正常」了，早
餐從六點開始到八點半就結束了，我在北大吃早餐
的次數真的一隻手指數的出來，晚餐時間也是很早
結束，所以在北大真的會養成規律吃飯的好習慣。
很多同學都喜歡去農園吃飯，因為那邊食物的選擇
性比較多有中國各地的特色菜，離教學樓又很近，
雖然價格是食堂裡面偏貴的但一餐下來也就十幾塊
人民幣而已，因為中國政府對高校食堂有補助，所

臺灣
臺臺
灣灣大大
大學學學
學政治治
治學系 系系
系友友友友
友會訊訊
訊 ︱ 第十八期

18

以在學校裡面吃飯會比外面便宜非常多。另外中國
的外賣非常發達，在校園中常可以看到奔跑著的外

各自的價值觀與背景，所以並沒有遇到太被為難的
情況，反而北大的同學很多都會很好奇臺灣的民主

■ 作者2月與其他臺灣大學交換學生。攝於北京大學
西門。

■ 作者5月攝於敦煌莫高窟

40
40

■ 5月與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清華大學及台灣大學
至北京大學交換的同學。攝於青海湖。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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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小哥，就算是錯過吃飯時間或是想換換口味，也
都可以用APP來訂餐或訂飲料，外賣小哥會送著你
的餐點到宿舍樓下等你拿。中國的外賣模式、支付
寶還有物流速度，是我回臺灣後最想念的三大事物
了。

旅遊體驗
還記得在中國那半年朋友傳訊息問我說北京
■ 6月攝於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

的天氣如何時，我愣了一下才回說：「不知道耶我
好像一個禮拜只有兩天在北京……」。將交換目標
訂在旅遊的我，真的是只有兩種狀態──在其他省

■ 4月攝於西北大環線。

■ 3月攝於無錫黿頭渚

■ 4月攝於安徽宏村

42

■ 5月與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清華大學及臺灣大學
至北京大學交換的同學。攝於西北大環線。

■ 6月與其他徒步旅客。攝於湖北恩施清江古河床

■ 7月與北京大學室友。攝於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度的敦煌沙漠，在短短七日之內便像是歷經了春夏

問題永遠都是中國政府官方式的說法：阿那邊人民

秋冬四季一般，參觀了藏傳佛教塔爾寺、青海湖、

比較低等需要管教很危險會拿刀刺你（即便是接觸

茶卡鹽湖、玉門關、陽關、莫高窟、七彩丹霞…等景

外界資訊較多的北大同學，也仍有不少是持這種觀

點，既有人文歷史的薰陶也有自然景色的壯闊，這

點）。真的實際聽到了這樣的言論才會深刻的體會

是我最為推薦的行程之一。

到臺灣民主自由與對人權保障的價值與重要性。

每次出行我都選擇搭最便宜的硬臥或硬座火

結語

車，最長曾經坐了18個小時的火車，包包被煙味熏

份遊玩跟在去其他省份的火車上。我的小白鞋跟著

到放了三天都還是煙味（中國只有高鐵禁菸，火車

透過這次交換的機會遊歷了中國許多地方，

我踩過了安徽水墨畫般的村莊、蘇州的古鎮小橋流

上是可以抽菸的！算是我在交換過程中最難以接受

很喜歡中國豐富壯闊的自然景觀與文化底蘊，如果

水、敦煌的沙粒、青海的雪山、湖北恩施的溪水、內

的文化差異了）。但也因為如此才有機會直接接觸

只是單純學習或遊玩，中國真的是個擁有許多資源

蒙古的草地……還有好多地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中國人民，了解中國人最直接的想法，不然交換會

的地方，值得交流體驗。但作為社會科學背景的學

旅遊，是趁著五一長假時與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

接觸到的人也只是跟妳一樣的大學生而已。這樣重

生，很難不認為中國真的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地

學、清華大學和臺大來北京大學交換的同學一起出

重突破了同溫層的做法，確實換到了讓我震驚不已

方，六四的那天，北京地鐵天安門站過站不停，而

遊，當時選擇了中國西北青海及甘肅的七天環線旅

的交流，不同於北大的學生，許多中國一般民眾的

在學校，一名便衣警察就這麼進入校園站在北大百

程，從甘肅西寧出發，一行 11 個人浩浩蕩蕩包了三

看法真的令我嘆為觀止。就算他們可以翻牆也只

周年紀念講堂前的廣場像是在盯哨般，喬治歐威爾

台車出遊，途經氣溫不到10度的 4000 多公尺的雪

是會覺得幸好政府管制了這麼「紛亂」的消息讓中

《1984》所描繪的世界活生生上演，然而北大同學

山、一望無際的翠綠草原上的公路、溫度高達30多

國人民可以得到「正確」的資訊；面對新疆及西藏

也只敢私底下悄聲議論而無力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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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政治學前瞻研究工作坊」
為推動本系同仁了解政治學前瞻性學術研究議題(例如：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新興趨勢相關之研究主題、理
論層面議題、方法論層面議題等)，並促進本系同仁對年輕學者的認識與交流，自2016年起，本系與本校社科
院公共事務研究所，每年共同舉辦「政治學前瞻研究工作坊」，以論文發表與討論為主。
本系與公事所於2019 年6月18日(星期二)在社科710討論室合辦2019年「政治學前瞻研究工作坊」，由
本系教師與來自美國東北大學公共政策與都市事務學院、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加州大學
聖塔芭芭拉分校政治學系、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所及克萊蒙研究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的年輕學者進行學術交
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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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美國地區學者專家訪問團交流報導
圖、文/ 官凌蕙 (89年班)
外交部定期全美各地專研國際關係、外交事
務、公共政策、戰略安全及東亞政經研究等領域之
學者專家組團訪臺，以增進渠等對我兩岸、外交、
經貿及國防等政策之廣泛瞭解與支持，藉此深化美
學界友我力量，並爭取其等就強化臺美關係為我執
言。
6月5日下午由駐美代表處秘書同時也是本系
系友蔡育真陪同，「2019年美國地區學者專家訪問
團」乙行11人與政治系師生進行座談交流。訪賓包
括：國際關係重量級學者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佩
普（Robert Pape）、重要國安智庫「蘭德公司」的
資深國防事務分析師辜雄偉（Derek Grossman）
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譚安（Glenn
Tiffert）等，亦有多位知名國關政治領域之教授。政
治系則由黃旻華老師主持，石之瑜、徐斯勤、黃凱
苹、郭銘傑和學生參與座談。

■ 黃旻華教授致贈訪賓紀念品

本次座談會最主要的討論標的即是近日最受關
注的「美中貿易戰（U.S.-China Trade War）」。美
國學者多半好奇臺灣在美中貿易戰中的損益、選擇
以及對策，本系教授從臺商的回流、小國面對大國
行為可能採取的觀望以及臺灣特殊處境出發，認為
臺灣的選擇與對策除了受到現實層面的損益影響，

更受到美國與中國的行為與承諾強度影響，臺灣

中國大陸學生時的應對；另一方面，臺灣將在2020

在「選邊站」的過程中必然出現許多難以預料的情

初所舉行的總統大選亦是討論標的，美方學者關注

況。美方學者也就中國與臺灣的互動、外交關係提

總統候選人對兩岸關係的看法與政見感興趣外，也

出疑問，從「九二共識」到「教育交流」，美方學

想理解臺灣內部民眾對兩岸關係的想法，我方學者

者除了理解兩岸對於九二共識的歧異，亦希望我方

透過世代差異、階級矛盾等作為回答，討論相當熱

教授分享與中國學生、學校交流的過程，以及面對

絡。■

■ 徐斯勤教授在交流中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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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
主題演講與相關活動紀要

的議程都依附在對方身上，所以缺乏足夠的號召力，這樣
的反抗不太有效果。
為了突破困境，因此就逐漸醞釀了後西方（post-

圖、文/ 林廣挺 (碩士班106年班)
劉燕婷 (政研二)

western）的概念。他們重新集結起來在Routledge出版社
進行了三個系列的研究。前兩個系列的主題分別是：(1)我
們如何走到今天？以及(2)我們走到今天跟主流有什麼共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

通性與差異性。在這個過程中也碰到不少難題，例如他們

心於2019年1月26-27日，在臺大社科院舉辦「後西方國關

要講跟主流的差異，結果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烘托出了一

理論」學術研討會，邀稿參與者包括來自本系與國內外各

個主流。因此第三個系列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才能超脫

大學的袁易、林炫向、張登及、郭銘傑、比屋根亮太、谷

依附主流來理解自己的這種束縛。

巖杉等。會議並請臺大政治系特聘教授、中心主任石之瑜
第三個系列出版時，已經距規劃10年了，在這期間，

專題分析其近年來對後西方（post western）國際關係理

後西方的議程已經逐漸成形。其核心論述是，所謂的非西

論的研究成果和心得。本刊特邀出席該會議之該中心執行

方國家，無論再怎麼認真臨摹西方國家，個人如何在殖民

秘書林廣挺與臺大政治系碩士生劉燕婷對石教授的主講

母國的體制中力爭上游，即使後來又轉為不參與霸權和

進行文字紀錄並整理節略。以下分別簡述，分享各界讀者

反抗，非西方國家都只能學，但學了之後發展出來的東西

■ 主持人政治大學袁易教授開幕

哻。

■ 主題演講：石之瑜教授

一、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及方法的形
成與反思

行動，最早開始的是女性主義的反思，接下來是後現代思

年代初，後殖民理論便很受歡迎，諸多人等例如薩伊德、

拼命地學英文、法文，要模仿殖民母國模仿得唯妙唯肖，

Spivak等也在那時聲名鵲起。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殖民母國，這種心態殖民母國

石之瑜教授首先簡介了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議程興

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反思和抵抗，但像這樣的抵抗，
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了，起於文學界的反思，尤其是對

可能跟當初教的人想教的不一樣。簡言之，殖民母國無法
完全了解殖民地，例如殖民地的人可能會有買辦心態，要

於主流的文學理論感到不滿，因此有了反思和找尋主體的

潮，一時之間解構（decon¬struction）蔚為流行。
起的過程。他提到所謂的後西方國際關係，當然是對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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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無法了解。殖民母國到殖民地生活，如果不想要可以自
隨著80年代女性主義在國關領域討論的盛況，不但
女性主義受到歡迎，當時其他的反思也在醞釀，後西方
國際關係的思潮大概在1999年到2001年間興起。早在90

但在盛況空前的同時，也是女性主義走下坡和抵抗
己退出，但是殖民地的人無法退出；既然有些學到的東西
逐漸失效的開始。一方面隨著加入的人數和成員越來越多
永遠內化不了，所以要調整，而在調整過程中因為內部的
和紛雜，爭論和衝突也就不可避免，裂痕也就越來越大。
利益不一致，所以要爭鬥，這樣的爭鬥也不是殖民母國所
當時女性主義者開始了新一波討論與反思，例如誰有資格
能理解的。後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就是要整理這種心態、
做女性主義者？不同族裔和立場的人看法自然不同，甚至
這種困窘（nuiansse），強調每個地方有它的特殊性、生
後殖民女性主義者對白人女性主義者的仇視，還大過對於
態，這些地方到最後西方無法完全認識它，它也沒辦法透
主流霸權理論的仇視。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人數已經擴
過西方來了解自己。
張到一個飽和點（equilibrium），由於女性主義學派繼承
了所有主流的規則，因此逐漸被收編和邊緣化，其作為抵
抗的基地，自然不如以往。

對此，後西方國關學者特別強調幾個論點，第一個就
是差異。面對差異，後殖民學者想講清楚「我是什麼」，
但後西方學者的論點卻是「我講不清楚我是什麼」。

面對這樣的窘境，想要抵抗的學者便開始思考如何

48
48

重新集結，但集結所需的共同旗幟其實很難找到，最大的

因此，後西方的學者另一個研究的聚焦點就是，「你

挑戰是2001年的911事件。這些抵抗的學者大多都不會同

怎麼變成今天的你的」，這個過程中你可能沒有多想，但

意恐怖主義，但他們質疑的是，用反恐的方式來因應合理

沒有多想，本身也是一種決定。所以每件事都是你決定

嗎？他們雖然有反抗，但語言卻非常蒼白。況且因為自己

好的。後西方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就是被殖民主義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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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影響的社群，如何變成今天的樣子，如何到今天的位

不鼓勵這種curiosity，中國在意的是自己要如何跟各國交

階，而它既不是西方，也無法變成西方，更無法透過西方

往，而後西方的研究則是想要找出世界各地有哪一些地方

的理論及論述來理解自己，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你不能

跟西方不一樣，然後把他們全部找出來後要去保護它。以

完全依賴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你要怎麼走，必須問你自

上述的內容為背景，石老師也提出兩點對後西方國際關係

己，你要自己負責。這就是所謂的sitedness，有site就有

理論的反省和修正：

sitedness，其實這就牽引出倫理的元素了，也就是你必須
自己為自己負責。

二、對文明衝突的後西方回應
（The Clash of Relations and Its
Mechanisms）

（non-western IR），這個學派到每一

石教授以前述內容為基礎進行延伸，針對所謂文

（hybridity）的「尷尬」狀態。相較於去殖民和全盤西化

要反霸權，要承認和重視本身的hybridity特色，而不是去
消滅它。

首先，石教授對於後殖民國際關係中常講的hybridity提
出了一些解釋和反省。因為，雖然曾經被殖民或是刻意

全球化時代幾乎每個國家或個人都是hybridity，這似

個社會去找被西方影響之前的傳統，看

乎是很正常而且具有正面意義的事。直到911事件，讓人

看這些傳統能不能變成我們能理解的資

體悟到hybridity潛在的

源，然後才會有所謂的Global IR。而以

破壞力後，hybridity的

系譜學為內涵、強調sitedness的後西方

特殊意義和研究的價值

學派則認為既然已經被改變了，就不可

才又顯現出來。那是因

能回頭。後西方的主張具有很強的線性

為，911事件本身就是一

史觀，既然往前走了，就不要再往後看

種全球化下hybrid的現

了。但石老師認為，其實那些被消滅的

象，但美國卻抨擊他們

機制，還是有可能會在未來又冒出來，

是fundamentalist，所以

所以未必是線性的，也可以是循環的。

美國霸權搖身一變成了

2.後西方拼命去找各地跟西方的不同，

hybrid的代表，明明是

他們的用意在於強調：「沒有西方了，

hybrid的恐攻團體反而

因為 大 家 都 是 後 西 方！」，但 在 實 踐

變成了fundamentalist。

上，反而鞏固了一種本體論上的西方。

石 教 授 因 而 提

石老師於是提倡把所有西方國家當成

出 所 謂 後 混 血（p o s t -

後西方來研究，雖然現在還看不到。例
■ 與會學者踴躍發言

一樣，但卻也無法完全拋棄過去，因而呈現出一種混血

這兩種極端的反應，後殖民學派則強調既要反純淨、但又

明衝突的議題，提供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視角的回應。

1.中國比較感興趣的是所謂的非西方的國際關係

的學習，非西方國家既無法將自己的文化改造的和西方

hybrid）的概念，強調

如紐約、加州，如果把他們當成後西方來研究，

對此，石教授也舉自己的研究心得為例，解釋為什

這完全是可以的；但現行的做法卻都把它們當成

麼在中國的語境裡很難培養對後西方議程的敏感度。他

cosmopolitan來研究，然後把其他的理論都邊緣

認為畢竟在site的觀念裡，強調的是差異性，但在儒家的

化。所以石老師認為，如果要做後西方研究，就

交往中，你怎麼作為你，我是不關心的，我關心的是自己

必須要平等，把所有國家都當成後西方。就像東

怎麼跟你相處，而不是你是怎麼樣的人。儒家文化中認為

方主義，也不是鐵板一塊，應該也要把整個東方

過度好奇是很怪的，甚至認為朋友是很糟糕的關係，君子

主義當成後西方來研究，找出各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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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在實踐上並不是
那麼浪漫的事。Hybrid
也重視site，但它的site
是實體（physical）的。
在全球化時代，每個地
方和人都需要被代表，
大家都要自己找到某個

之交應該淡如水，不應該太好；朋友關係是圍繞其他四倫
元素來代表。那麼如果
發展的，而不能過於親密，影響其他四倫的發展。所以諸
在同一個site上，我們都
如curious、sitedness等特質和概念，在儒家文化中不容
是hybridity，那麼誰可以
易培養，但後西方研究的關鍵就是要很curious的去整理
出來代表我們，這又是
這些東西，以了解彼此的差異是什麼。中國的儒家文化就
■ 與會學者踴躍發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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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好處：我們因此能分析行為者的心態；我們容許行為者

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

做改變。
對 於 在 這 種 情 形 下，後 西 方 學 者 該 怎 麼 研 究
hybridity，延續前一天上午石教授對後西方理論的反思，

回到目前國際關係的實踐，石教授觀察到近來中美

他認為這就要用到循環（cycle）的觀念，也就是本來被消

關係，出現了許多話語。美國有些人把中國想像成明朝，

音了50年、甚至是100年的聲音，為何又被叫了出來，例

把中國當成一種無法向美國學習的政治體。在戰前日本

如日本首相安倍就帶有某種祖父輩的懷舊情懷。如果被打

的世界觀中，只有它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因為西方人不懂

散的力量又能再集結，這就可以提醒我們：如果抓到了正

東洋，東洋人不懂西方，所以他想像中的二戰是個文明戰

確的催化機制（trigger），就能把一些看似分散的力量集

爭，就是要集結東方的力量打那些西方人，然後用自己學

結起來，成為一股壓制性的力量。

到的西方現代性教訓這些不知長進的東洋人；結果日本人
想錯了，二戰其實是西方跟東方一起打另一陣營的東方西

因而石教授認為，即便在post-hybridity的時代，文明
方，所以訴諸文明衝突沒有動員成功；展現現代化力量的
衝突的問題仍然有可能。在國際關係學界反駁文明衝突論
最不遺餘力的學者Peter Katzenstein認為文明交流一定是

策略也沒有成功。

雙向的，不是單向的，例如sinicization一定是雙向，因為

日本誤判了文明的力量，以為共同文明會集結在一

其中包含中國去學別人，還有別人來學中國。但他要抵抗

起打文明戰爭，所以失敗了。當然也是有成功的案例，

文明衝突論最大的挑戰，就是他如何定義「文明」。直到

例如英阿福克蘭戰爭，美國就站在英國這邊。石教授認

今日，他還沒找到一個篤定的定義。

為，雷根所做的選擇並非是國家理性必然，而是透過

石教授比較偏向把文明定義為：Anything the one
believe we can learn，這樣就把civilization當成一種
judgement，就是如果我覺得這是我可以學的，這就是

judgement，社會科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去證明行為者做
決策的原因可能是結構性的，也可能不是結構性的，也
就是judgemental的。古巴飛彈危機時，甘迺迪也未必一
定會封鎖古巴，決定都是剎那間的事。所以國家戰爭時

要站在哪一邊，就跟人一樣，都具有多重關係（multiple

義的衝突。而如果有一方要你學他的東西，但你又不想

relations），要看誰如何召喚和動員。

學時，才比較容易出現文明衝突，而一國國內政治上的選
邊，會影響到另一國的選擇。我們要研究的是，文明衝突

石教授認為，文明會被視為衝突因素，是被trigger
的話語會如何對我們產生影響，那麼我們就能知道，政治
出來的，所謂trigger就是政治正確，也就是要動員。動員
正確動員我們的機制是什麼。
有分層次和程度，送禮是小動員，講國家民族的大道理
就是大動員。所以，其實所謂的文明衝突，並不太容易被
trigger，但也不能說就不存在，它其實是程度問題，而不

三、總結

文明，如果是我學不起來的，就是文化，civilizational-

是絕對問題。你永遠能透過對於文明的trigger，讓大家產

石教授主題演講之內容是以其過去多年從事國際關

orientation心態就是：我

生evaluation，也就是先在情感上讓你極端恐懼、厭惡，

係和中國大陸研究的累積作為基礎，並聚焦在近五年裡他

覺得洋人的東西是我可

這樣就能影響大家的行為。文明衝突可以發生在兩個人

對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初步研究成果。其研究成果和目

以學的，我的也是洋人可

之間，而且更容易，造成的結果比較不嚴重。但是如果是

的主要包括梳理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議程之所以能夠形

以學的；cultural的心態

團體間，結果就會比較嚴重。例如如果在印尼社會宣傳儒

成的脈絡，反思其盲點，並指出未來可行的修正方向；再

就是：我覺得洋人的東西

教，就會有比較大的危險。

就是針對當前國際關係似乎重現的文明衝突議題和爭論，

是我學不起來的，我的洋

以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提出深刻的見解和可操作
因此，如果要認識hybrid的危險性，就要把post-

人也學不起來。當然實際

性的研究方向。石教授講述完成後，與會師生也積極提供
hybrid的概念拉進來，讓hybrid的危險性被看到，也就是

上學不學得起來又是另

反饋意見，並在後續議程中分別討論研究成果，會議在27
不同的元素雖然暫時混在一起，但其實一旦受到政治正

一回事，而且這種心態會

日下午圓滿完成。■
確的動員召喚，就有可能會輪流出現，歷史其實是循環

隨practice而改變，所以

的。一旦被叫出來，人就要被迫選邊，因此讓衝突的機率

可能今天覺得可以學，明

上升。文明衝突並不是兩個固定存在的文明在對抗，但是

天覺得不行，如果我們把

透過practice，可以把一種文明關係變成一種具有政治正

civilization與culture當成
judgement了，那麼有兩

■ 與會師長積極交流

確性質的論述，就能夠找尋對象進行動員，接著對方就

注釋
本次會議部分議程和內容是奠基在2018年「國際關係研
究的關係轉向」工作坊的基礎之上，有興趣的讀者請參
閱本通訊127期的內容（http:// www.china-studies.taipei/
comm/127.pdf）。

被civilizational relations給constitute了，進行以文明為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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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共事務」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 2019EMPA論文發表會大合影

■ 張佑宗主任主持論文發表會第一場次

54

■ 2019EMPA論文發表會第四場次李苡瑄發表

■ 2019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議程表

■ 徐斯勤教授主持論文發表會第三場次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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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專班校外參訪
桃機、桃捷半日行
文 / 洪怡君（EMPA 18）

2019年4月27日午後，在張佑宗系主任以及彭錦鵬教授率隊下，EMPA第17屆及第18屆一行人驅車
前往參訪桃園機場以及桃園捷運。在桃園機場下車時，艷陽高照的好天氣，完全擺脫一小時前臺北
細雨綿綿的陰霾，讓人心情好似機場升空的飛機，輕快飛揚。

■ 王明德董事長向師生介紹桃機公司

向天際延伸的路，帶動臺灣向前行
桃機公司
桃園機場2018年客運量達4653萬人次，貨運量

第3名。為進一步提升服務品質，桃園國際機場近年

達232萬公噸，是2018年全球第11大國際客運量機

來也積極推行機場Ｅ化，從自助報到、預辦登機、自

場，也是全球第5大國際貨運量機場。今日承蒙桃園

動通關到近期開放的自助行李託運，提供旅客更為

機場公司董事長王明德專程接待臺大政治系專班的

便捷的服務。

校外教學。
今天也由工作人員帶領大家體驗自助行李託

56

王董事長特別指出，新加坡樟宜機場是供給導

運。整個流程分成兩階段，旅客先用護照報到劃

向的設計，屬於前瞻型的設計，桃園機場屬於因應

位，取得登機證後，再辦理自助行李託運，當天航

旅客需求，不斷追加建設的需求型導向設計，正力

班皆可使用，旅客辦完自助行李託運，一身輕便，

拼在2023年完成第三航廈的4500萬人次容量。

大大節省排隊辦理出入境的時間。

桃 機 的 努 力 也 獲 得 國際 肯 定，榮 獲 2 0 17 年

接下來參觀第二航廈出境區，由采盟免稅店工

SKYSTRAX全球機場員工服務獎、2017年國際機場

作人員提供導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該區域大量融

協會（ACI）機場服務品質獎4000萬分組機場全球

合臺灣特色的設計巧思。例如免稅區廊道結合中央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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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太空遙測中心設計了臺灣百岳山形和標高的牆

以前到機場總是行色匆匆，經過導覽介紹之

中直達車掛有行李車廂，可直接搭載自助託運的行

乘車，全線21個車站都可使用行動支付輕鬆通過閘

面裝飾，很突出別緻；以臺北101為設計主題的藝術

後，深入了解各種軟硬體設施，才發現桃園機場已

李；此外因應機捷國際化的特色，機捷在通車時即

門。

牆面，搭配彩虹光譜為視覺主軸，非常吸睛；臺灣

經蛻變成E時代旅人的好幫手，令人驚豔。

建置直擊反恐系統，如果遇到緊急狀況，司機可以

好茶體驗區及臺產專賣店區則以牌樓來凸顯廟會風
格，還有專業認證的陸羽茶師服務。

看到車廂畫面，就連行控中心也能同步監控，創下

國家門戶的延伸 桃園捷運公司

全臺軌道業第一例。

候機室等公共空間也打造讓人身歷其境的臺灣

參訪的第二站來到桃園捷運公司，由劉坤億董

桃園捷運有一千兩百多位員工，而行控中心是

人文及自然氛圍。太魯閣主題式登機門，運用燈光

事長親自接待。桃園機場捷運自106年3月開通以來

捷運的心臟，也是大腦，同仁採輪班制，隨時監控

營造的線條把九曲洞步道岩壁景觀呈現在牆面上，

順利營運、上線不久就獲利、機務順暢、天災應變

列車的安全。4月18日發生地震，桃園捷運立刻進行

搭配石頭座椅以及椅蟲鳴鳥叫的聲音，重現出東部

迅速，董事長劉坤億領導團隊有方是關鍵。

停機巡線，於43分鐘內復駛，比老大哥北捷還快，

自然生態。電競體驗專區提供玩家等級配備，讓旅
客體驗賽車極速快感；樂活離島區以澎湖玄武岩
柱、特有生物綠蠵龜以及燈塔，展現臺灣離島之美
……。喜歡閱讀的旅客，這裡也有一處桃花源圖書

今日透過劉董事長及解說人員詳細說明，讓同
學透過原型車了解桃園捷運列車的各種先進貼心的
設計，例如逃生門的開啟方向、行李架的設計都大
有玄機；列車分藍色普通車及紫色直達車兩種，其

展現出桃園捷運團隊卓越的應變能力。而由於機場
捷運是國家門戶及進步城市的象徵，桃捷規劃極具

劉董事長也分享桃園捷運未來的願景、路網規
劃及系統整合相關問題，期許未來結合前瞻創新思
維，持續改善與精進相關設施設備，健全公司經營
體質及獲利能力，為經營奠下穩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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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例如導入行動支付滿足旅客需求，自5月
1日起，只要使用「桃捷TICKETS」行動購票APP

館，提供一處充滿書香的雅致空間。

■ 專班同學參觀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58

■ 劉坤億董事長解說桃捷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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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專班校外參訪
北京學術訪問心得
文 / 蔣豐懋（EMPA 17）
今年盛夏，臺大政治學系EMPA由系上蘇彩足教授及郭銘峰老師領團，前往中國大陸北京進行為期
五天四夜的訪問，本次訪問團包含兩位老師共20位成員，訪問團係由歷屆EMPA學長姐組成，訪問
層面橫跨學術、經濟、產業、歷史文化等四大區塊；其中，包含與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兩
校師生學術研討會、參訪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的經濟交流、參訪北京愛奇藝新創媒體影視與于小菓
文創食品的產業交流、並走訪北京故宮、天壇、居庸關長城、北京大學、老胡同舊街道等地方，歷
史建築與文化巡禮。

■ 會中由蘇彩足教授代表臺大EMPA致詞。

【兩岸兩校學術交流】
臺灣大學政治系EMPA碩專班前往北京清華大
學公共管理學院訪問，雙方師生均列席參加，並舉
行了一場內容精彩的公共事務研討會。研討會開

■ 徐承立學長代表臺大EMPA主講：全球營銷策略，如
何透過互聯網推動品牌躍上國際？

始前，由臺大政治系蘇彩足教授致詞，並針對本校
EMPA歷史沿革、研究項目、學生組成、師資陣容進
行介紹，緊接著，我方代表分別由王巧虹(17屆，服
務單位：慈濟慈善基金會)，主講題目：全球NGO的
永續承擔；徐承立(18屆，服務單位：潮網科技) 主
■ 會中由彭宗超教授代表北京清大公共管理學院致詞。

講題目：全球營銷策略，如何透過互聯網推動品牌
躍上國際？
■ 臺大EMPA訪問團抵達北京於首都機場內合影。

北京清華大學係由其公管學院黨委書記彭宗超
教授先行致詞，並介紹清大公管學院歷史沿革，緊
接著，由李應博副教授(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針對
該院對於台灣研究進行導覽與分享、潘潔教授(清大
EMPA香港政務人才項目主任)介紹清大EMPA香港

■ 會後蘇彩足教授與彭宗超教授合影。

分所，以及曹峰副主任(清華大學應急管理研究基地
)主講應急管理實務。
研討會進行中雙方互相提問熱烈、互動良多、
不時充滿學術火花，並且針對公共事務範疇與臺灣

■ 臺大EMPA訪問團於北京清大公共管理學院合影。

■ 王巧虹學姊代表臺大EMPA主講：全球
NGO的永續承擔

民主政治經驗進行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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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訪交流】

中轉、國際採購、國際配送、國際轉口貿易和保稅
加工、保稅物流」等功能政策優勢，重點發展現代

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參訪
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於2008年7月23日由中國

物流、國際貿易、保稅加工、服務貿易等四大產業，
探索發展所謂的「離岸金融」。

國務院批准設立，是全中國大陸已批准的7家保稅
港區、3家綜合保稅區中唯一一家「空港型綜合保
稅區」。天竺綜合保稅區地處首都經濟核心區範圍
內，該保稅區所負責的項目有口岸通關、出口加工、

【科技與文化產業參訪交流】
愛奇藝公司參訪

于小菓也秉持者使用天然食材的精神，參訪團

于小菓公司參訪
于小菓是集中國傳統點心文化收藏、整理、研
發、創新為一體的新中式點心品牌，其創辦人為于
進江先生，于先生歷時5年，行走大江南北10萬里
所收藏的「7000多塊傳統點心模具」，這些模具
都非常有歷史，都是中國歷代的點心師傅或是家庭

也體驗到許多不一樣口感、味道的新式點心，而這
些點心的共通點就是「用老模具製成」，吃下的每
一口都充滿著文化創意的氣息。同時于小菓也獲得
中國當地相當多的食品獎、包裝設計金獎、創意設
計大獎的肯定。

裡主婦使用的模具，並編著完成將「點心模具」與
「24節氣」相對應的生活美學史料圖書《小點心大

保稅物流等功能於一體，「保稅區」在台灣的說

愛奇藝公司成立於2010年4月22日，秉承「悅

法其實就是所謂的「免稅區」，該區商品輸入享有

享品質」的品牌口號(英文：Always Fun, Always

「免證、免稅、保稅」政策，並優化整合了國內不同

Fine)，積極推動產品、技術、內容、營銷等全方位

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政策優勢，是北京唯一的海關

創新，以「用戶體驗」為品牌生命，為用戶提供豐

特殊監管區域。

富、高清、流暢的專業視頻體驗，致力於讓人們平

文化》。于創辦人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與解
讀，復活傳統點心的民俗節慶禮儀以及節氣飲食養
生文化，創新打造新中國的伴手禮，圍繞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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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結合市場和消費者需求的日常中式點心產品。

等、便捷地獲得更多、更好的視頻。愛奇藝已成功
導覽主任帶大家參觀其行政辦公室及保稅區
立體模型介紹，綜保區立足打造「東方經貿航空樞
紐」的戰略發展定位，充分發揮綜合保稅區「國際

構建了包含電商、遊戲、電影票等業務在內，連接
■ 參訪結束後于創辦人致贈他所編撰的《小點
心大文化》給蘇彩足教授。

人與服務的視頻商業生態，引領視頻網站商業模式
的多元化發展。
導覽員也讓我們臺灣的訪客了解到，愛奇藝
一直以來都致力於自製純網節目，包含綜藝節目、
偶像劇、古裝劇、實境秀、競賽節目等，因為節目
活潑，客群以40歲以下年輕人為主，其主要收益來
源為品牌廠商冠名贊助及節目中露出廣告為主；當
然，我們也意外發現到愛奇藝的辦公室成員放眼望
去都是「年輕人」，員工平均都在30歲以下。愛奇
藝給我們的感覺是一個富有朝氣且充滿無限創意的

■ 臺大EMPA訪問團於北京天竺保稅區辦公大樓前合
影。

年輕企業。

■ 導覽人員介紹具有中國傳統特色之創意點心。

■ 保稅區負責主任針對區內進行導覽。

■ 臺大EMPA訪問團於北京愛奇藝公司合影。
■ 臺大EMPA訪問團與于小菓創辦人于進江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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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與文化巡禮】
同時本行也參觀了頤和園、北京故宮、天壇、
居庸關長城、北京大學校園、老胡同、798文創特區

的獎勵政策、成立免稅區等；也與新興媒體產業進
行交流，這些都是在臺灣較不易看到的項目，實為
值得，大家也都有滿滿的收穫。

等具有歷史古蹟與人文發展特色的地方。內容以照
片呈現。

然而，臺灣近幾年較重視文化保存與新興文創
產業，這是屬於我們臺灣的優勢，臺灣很多具有特
色的文創公司也前往中國大陸開疆闢土，這次走訪

【後記】
兩岸政府分治70年，雖政治形態與民主化進程
不同，但在中華文化及歷史上具有相同的淵源。因

798文創特區就可以看到很多家來自臺灣的公司，倍
感幾分親切。這樣的文創氣氛也漸漸進入了大陸上
人民的生活當中。

此，今年臺大EMPA希望能夠與久未互相交流的北

然而，中華文化的延續與歷史遺跡的保存，兩

京清大公共管理學院，促成這樣一個機會，能夠讓

岸人民都必須要有維護與傳承的使命感，我們都不

雙方的師生交換不同的意見與想法。

希望建設發展的背後是歷史古蹟的摧殘。這點上，

■ 臺大EMPA訪問團於北京頤和園合影。

由於臺大EMPA學長姊多為在政府部門服務之
公務人員，因政治因素平時較少前往中國大陸，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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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次參訪的交流得知大陸上官方也有規劃在進
行。

也剛好讓彼此藉由這樣的機會參加學術訪問團前往

這次為期五天四夜的北京參訪團圓滿成功，也

考察；我們在訪問的過程中也看到了對岸在許多硬

期盼兩岸未來能夠有更多的學術交流，透過交流更

體設備及科技上的建設，政府為了振興經濟所頒布

了解彼此，也能透過交流求同尊異、相互提升。■

■ 臺大EMPA訪問團於北京故宮合影。

■ 臺大EMPA訪問團於北京天壇合影。

64

■ 臺大EMPA訪問團於居庸關長城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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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系友聯誼會選舉結果

2018年系友餐會花絮
文 / 徐家祥（政研三）

2018年12月16日晚上6點，由民國77年度畢業
系友主辦的系友大會在徐州路2號庭園會館展開序
幕。

■ 張佑宗主任投票

䡲ġġġġġ‚

㢒ġġġġġ朆

大會的開始，77年班的主持人詹怡宜學姊，就

開場就聲量驚人，氣魄十足，他則是再次感謝每一

熱情洋溢的串熱全場。更由陳毓潔學姊以優美的歌

位對政治系貢獻良多的傑出校友，沒有這些校友無

聲唱著校歌，配合校園的導覽影片，將全場眾人的

私奉獻，就不能有順利運轉的政治系與系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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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杯盤交錯，美味的餐點之餘，主辦方也準備

正式開始致詞由胡定吾會長開始，點出了對政

了極為精彩的節目。由臺大小海豚MV舞蹈社，五位

治系未來的期許。言詞之中，會長仍然關切政治系

女同學帶來精彩的熱舞表演。她們充分展現出臺大

如何在社會上更發揮作用，更有其能見度與價值。

學生的才學兼優，表演的舞蹈極具水準。五個人在

同時，會長也肯定了政治系這幾年在張佑宗系主任

台上配合演出，宛如專業級的表演舞者。更在燈光

領導下，許多傑出的表現。包含一系列陣容強大的

一暗之後，快速換裝，轉換風格演出，引起全場叫

學術演講，邀請到了哈佛大學頂尖學者前來學術交

好連連。

流等等。

! ⭢▜!

明快的帶了過去，讓人不會感覺到有一絲枯燥。
其後，77年主辦班代表的何鴻榮學長致詞，一

心帶回當年那青春洋溢，滿了熱血的學子情懷。

■ 張佑宗主任宣佈投票結果

內容扎實豐富，但張佑宗主任控制時間合宜，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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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為這次熱舞表演是全場高潮，那麼就錯

接下來，張佑宗主任致詞時，他極為用心的準

了。隨後而來的摸彩活動，才讓眾人心情緊張與振

備了圖文並茂的投影片，除了緬懷已經逝世的兩位

奮。這次的摸彩獎品除了兩台iPhone手機壓軸，還

傑出教授：胡佛老師與吳庚老師。也宣告了明居正

有總價值接近十萬元的百貨公司禮卷。這些全由政

教授的榮退與許多新進教師的新血補充。同時將整

治系的學長姐們無私奉獻而出。其中最特別的，是

個臺大政治系目前的全景有一個完整的瀏覽。雖然

來自史瓦濟蘭的巨型犀牛蠟燭，堪稱奇特獎品。

■ 胡定吾會長頒發摸彩品

■ 韓定國副會長頒發摸彩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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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的抽獎活動告一段落，一段77年班的懷

閉幕之時，由77年班一同上台合唱一曲﹝守著

舊影片在螢幕打出。現在各行各業成功發光的學長

陽光守著你﹞。台上眾人唱著，眼神中柔情無限，洋

姐，當年也是青澀無比的學生們，讓人感懷無比。

溢他們中間深厚的同學情誼。歲月會往前，感情卻

從聯誼、班遊，一直到畢業後的聚會，開始有人帶

越來越濃厚。這正是這一場系友大會最感人之處，

著小小孩來班聚。說出歲月的大輪滾動著，不斷進

就是那不會被歲月擊倒的情誼，也是學長姐們，傳

入人生下一個階段。漸漸有人的孩子也成為政治系

承給學弟妹們最好的精神。■

的系友，一代一代，不忘初衷的傳承著。

政治學系學術活動大事記
日期

活動名稱
【政治學系博生論壇】

2018年
12/6

■講者：周延（臺大政治學系博士班學生）
■講題：再思考中國因素─從1991年後臺韓對中直接投資來觀察

緊接著，在江軍同學的薩克斯風與陳冠如老師
的電鋼琴配合演奏中，大會漸漸走向尾聲。他們的

【專題演講】

合奏，既有抒情歌曲，又有輕快無比的田園樂曲，

12/10

再次讓人眼睛一亮。

■講者：王丹所長(對話中國)
■講題：關於中國-我們要問的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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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12/11

■講者：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
■講題：Destined for War

【專題演講】
12/12

■講者：黃盈達專員(國立臺灣文學館)
■講題：社會科學中認識論理性基礎

【政治學系博生論壇】
■ 李文雄副會長進行摸彩活動

■ 熱舞表演

12/13

■講者：廖小娟助理教授/吳舜文助理教授（臺大政治學系）
■講題：投稿海外研討會與國外期刊的經驗分享

【專題演講】
12/13

■講者：司徒文客座教授(國立臺灣大學通識教育組)
■講題：國際經濟與貿易

【專題演講】
12/13

■講者：王俊元副教授(中央警察大學)
■講題：公共危機管理領導─決策與談判
【政治學系演講】

12/14

■講者：Prof. J. Lawrence Broz (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C San Diego)
■講題：Explaining Foreign Interest in China’
s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Bilateral Currency Swap Agreement

■ 77年班系友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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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日期

【專題演講】
■講者：Brett V. Benson
12/18

活動名稱
【專題演講】

3/28

■講者：李栢浡副秘書長（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講題：認識臺灣的援外經驗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Vanderbilt University)
■講題：The Effect of Media Manipulation on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專題演講】

Evidence from China
4/1
12/28

2019年
1/2

1/17

1/26-27

舉辦「LaTeX工作坊」

■講題：香港與臺灣公務員制度比較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講者：張力亞助理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4/1

3/13

3/19

3/20

3/27

■講題：Comparative Politics from a Citizen’
s View

本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國立政治大學東
亞研究所及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共同舉辦「Unlearning Boundaries
of Discipline and Methodology: Dialogue among the Scholars of China Studies」工
作坊。

【專題演講】
4/15

■講者：林國明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講題：臺灣的比較歷史研究發展樣貌

「後西方國際關係暨理論」冬令營

【專題演講】
■講者：袁易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

舉辦「轉變中的琉球認同-沖繩新世代的觀點」座談會

■講題：新港學派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講者：李天申助理教授(臺北市立大學)

4/24

■講者：李靜宜主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講題：深度訪談之經驗分享：以臺灣本土公共行政領域研究為主

■講題：政策制度環境與政策合法化部署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講者：林哲瑋研究員(PDIS)

4/25

■講者：王維德科長（人事行政總處）

■講題：從體制外到體制內：開放政府的實踐與挑戰

■講題：公務人員考績獎懲與保障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講者：陳惠萍創辦人(陽光伏特家)

4/29

■講者：卓忠宏教授（淡江大學歐研所）

■講題：公共組織與非營利組織/陽光伏特家

■講題：西班牙對外關係Three Axes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講者：李之安專案經理（綠色和平）
■講題：綠色和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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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呂盈良全球客戶拓展資深總監（聯合利華公司）

■講題：地方政府與管理：地方創主與大學社會責任

4/22
3/2

■講者：蘇偉業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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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講者：彭錦鵬總召集人（臺灣競爭力論壇）
■講題：
【專題演講】文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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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名稱

【政治學系同仁討論會】
4/30

■講者：郭銘傑助理教授(臺大政治學系)

5/17

舉辦「資訊時代下的世界新秩序、新典範與新治理」學術研討會

■講題：誰來保障進口安全？來自中美兩國全球食品供應鏈的實驗證據

【專題演講】
5/1

■講者：黃尚卿負責人（點亮咖啡）

5/18

■講題：Fair Trade in Taiwan

5/7

5/8

5/9

5/9

5/15

5/15

■講者：湯智貿助理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5/20

■講者：Michael Tomz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講題：雙邊投資條約

■講題：Military Alliances and Public Support for War (英文演講)

【政治學系博生論壇】

【專題演講】

■講者：林峻煒（臺大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5/20

■講者：陳方隅博士候選人（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所）

■講題：天人關係視野下明清之際經世思想研究

■講題：獨裁者怕人民嗎﹖分析威權政黨「制度化」成因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講者：楊懿珊執行長（財團法人臺中市光合教育基金會）

5/21

■講者：Chiu Yvonne（Professor,Department of PA, Stanford University）

■講題：媒體與政策行銷溝通

■講題：Conspiring with the Enemy: The Ethic of Cooperation in Warfare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講者：Kristinsson, Thorsteinn（柯廷森）博士候選人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Lund University瑞典隆德大學政治學系)

5/23

■講者：Kristinsson, Thorsteinn（柯廷森）博士候選人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Lund University瑞典隆德大學政治學系)

■講題：Networks of Trade in East Asia 1981-2018

■講題：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專題演講】

【政治學系博生論壇】

■講者：何思慎特聘教授（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5/24

■講者：唐欣偉副教授/黃凱苹助理教授(臺大政治學系)

■講題：令和時代的日本外交新局

■講題：投稿國內外期刊與研討會的經驗分享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講者：黃婉玲副教授（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5/24

■講者：劉奇峯副教授(印度弗萊明大學社會科學系)

■講題：公共行政教育是否提升學生的公共服務動機﹖

■講題：印度政治發展和選舉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講者：孫煒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講題：臺灣非營利組織的混合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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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 India-Japan Ties Beyond Security

【政治學系演講】

【專題演講】
5/6

中國大陸事務學會「印日關係」座談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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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Florian Schneider (荷蘭萊頓大學訪問學者)
■講題：Digital nationalism and its role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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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日期

香港恆生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與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共同籌劃
5/30-31

Religious Legacies in China Studies: Politics, Nation Stat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A Preliminary Workshop)

【專題演講】
9/23

■講者：林婉萍（臺大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講者：ZHANG JIEPING創辦人（Matters Lab）
■講題：目睹一國兩制的崩解﹖二零一九‧香港之夏

【政治學系博生論壇】
5/30

活動名稱

【政治學系演講】
9/26

■講題：從非西方IRT到全球IR－後西方IR的批判性回顧

■講者：Staffan I Lindberg 教授(瑞典Gothenburg大學政治學系)
■講題：V-Dem and State of the World in 2019: Democracy Facing Global Challenges

【專題演講】
5/30

【政治學系演講】

■講者：譚偉恩副教授(中興大學國政所)
■講題：國內政治與跨國貿易交織下的食品安全

10/5

■講者：潘成鑫教授教授(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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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感情、知識與國際關係：對中國學派的評述
5/31

本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與香港恒生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共同舉辦
「Religious Legacies in China Studies: Polities, Nation Stat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工
作坊。

【高研院尖端講座系列（第三場）
】

【專題演講】
6/13

■講者：胡全威副教授（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
■講題：修辭與民主：論修昔底德觀點

11/5

【政治學系博生論壇】
6/13

■講者：劉昶佑(臺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講題：
「匯率操縱國」概念下的政經角力

6/15

■講題：The Demise of(State)Multilateralism in the Multipolar World;Why?

舉辦台灣地方創生焦點座談
【政治學系演講】

【政治學系演講】
6/20

■講者：許菁芳博士候選人(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
■講題：進擊法治與防衛法治： 台港星律師公會的政治動員

12/3

【暑期專業發展工作坊】
7/8

■講者：方松英教授 (美國萊斯大學政治學系)
【政治學系演講】
■講者：Prof. Christina L. Davis

【政治學系演講】
■講者：KELLEE S. TSAI (Dea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講題：Charitable Crowdfunding in China: An Emergent Channel for Setting Policy
Age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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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Alison Brysk is the Mellichamp Professor of Global Governance at UCSB
and a Taiwan Fellow. She is the author of seven books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ost recently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From Fear: Contes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t the Frontiers of Globalization.
■講題：Constructing Rights: Soft Power State-Building

■講題：美國的研究生訓練與美國的期刊發表

7/17

■講者：Goran Fejic was trained as an economist and has a degree from the Zagreb
faculty of Economic sciences. He was a diplomat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 (posted
in Rome, Geneva and New York for UNGA meetings) until 1991 when he resigned
in opposition to the war-mongering politics of the new nationalistic leaders. He
joined the United Nations in his personal capacity and worked as coordinator in
several peace-keeping, peace-building, electoral and human rights missions across
the world: Haiti, South Africa, Guatemala and Afghanistan. From 2005 to 2011,
when he retired, he worked as senior advisor in the Policy and Strategy Unit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IDEA),
based in Stockholm, Sweden. He currently lives in Paris, France.

12/9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Susan S. and Kenneth L. Wallach Professor at the Radcliffe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講題：Who’
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Discriminatory Cl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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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本會副會長李文雄學長
[本會訊] 本會會訊截稿後驚聞副會長李文雄學長不
幸於11月22日病逝於家中，享年61歲。李文雄學長係母系
71年班畢業，77年在美國拿到MBA學位，回國後曾任中華
投信業務協理，並於82年成立聯安診所。其成就於業界廣
受肯定，是本系師生的楷模。李學長自2004年起膺選系友
會副會長，不僅積極指導會務，在社科院新館新建及母系
學術活動上，也屢次大力回饋，深受師長、系友、同學們
的愛戴。學長辭世，師生深感悲痛，謹以此訊奉知系友，
表達大家誠摯的追思和懷念。

■ 李文雄學長2005年6月10日返系演講

■ 李文雄學長2005年12月20日出席臺大政治文化基金會董事會(後排左二)

■ 2009年系友大會李文雄學長向大學部同學頒系友
獎學金

■ 李文雄學長於2015年系友大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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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15日李文雄學長在
母系捐贈典禮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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