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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復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天下文化於 2020年9

月29日（二）共同舉辦「錢復院長與青年學子分享

人生經驗」活動，活動當天約有150位師生參與，天

下文化也在活動現場免費贈送《錢復回憶錄・1988-

2005臺灣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乙冊給與會者。

活動開始先由本系張佑宗主任代表致詞，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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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班)與青年學子分享人生經驗

■ 李鳳玉老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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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系，第二個是政大外交系。因我前後在外交部

工作了三十幾年，我的同仁來自外交系的有一半以

上，所以有今天的公益贈書論壇。我也感謝天下文

化請到我尊敬的好朋友朱雲漢院士來跟我對談，現

在我是學生，請朱教授出考題。

錢院長： 我跟臺大政治學系有很深的淵源。68
年前，我考進臺大政治學系，畢業後到美國讀書，

回國後很想回臺大政治學系教書，但是當時先父錢

思亮在臺大當校長，所以我只有在政大兼課，沒有

到臺大教書。五十年前（民國59年），先父離開臺

大後，臺大政治學系立刻就聘我擔任兼任教授。兩

年後，我就到行政院新聞局做局長，因工作的壓力

太重，沒有辦法分身到臺大上課，因此辭掉兼任教

授。直到我擔任國民大會議長時，臺大又聘我當兼

任教授，教了兩年之後，我又被提名監察院院長，

監察院負責全國軍公教機構的政風，特別是對於

有違法失職的要彈劾、糾正、糾舉。所以任監察院

院長期間，我不能在臺大教書，不然別人會指控這

中間有不妥當的情形。今天有機會回來，我也很開

心，我也很感謝這幾年臺大政治學系的同學都有辦

「政治人之夜」，每一年都請我擔任貴賓，要我主

持政治人之夜的討論會，除非遇到出國，或是健康

不允許，每一次我都一定準時到，所以我對於臺大

政治學系有一份特別的感情。這一次出書，天下文

化要做公益贈書，感謝劉吉人總裁和錢國維總裁兩

位一口氣就捐一萬本給所有國家相關的圖書館。我

有提醒兩個單位要多贈送一點，第一個是臺大政

便由天下文化代表吳佩穎總編輯致詞。致詞結束

後，接著進行贈書儀式。本系由張佑宗系主任擔任

受贈代表，感謝財團法人富蘭克林文化公益基金會

劉吉人總裁及錢國維先生贈書近1,000給予本系。讓

本系青年學子有機會透過閱讀《錢復回憶錄》，厚

實自身的歷史觀，並進而開展國際視野。

贈書儀式結束後，由中央研究院朱雲漢院士擔

任主持人，朱院士與錢院長透過對談的方式進行。

錢院長將自身的過往經歷娓娓道來，談到在外交事

務交涉上的趣聞，並分享四十餘年的公職生涯經歷

的信念。座談結束後的提問時間，在場青年學子的

提問相當踴躍，問題從國際局勢涵蓋到自身能力的

養成教育問題。並請錢院長跟學弟妹分享自身的經

驗，若未來有意要從事公職，需要培養什麼樣的能

力、技能以及用何種心態還面對公職人生。座談與

提問時間結束後，便進行簽書時間，大家瞬間變成

小粉絲，興奮的拿著書跟錢院長合照，活動即在排

著長長的簽書人潮中結束。本次活動也請到臺大演

講網協助攝影，歡迎有興趣的系友日後到臺大演講

網觀看，以下先簡述當天活動內容。

■ 社科院王泓仁院長與母系張佑宗主任歡迎錢復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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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院士： 謝謝院長，他是我最尊敬的前輩、大
學長，而且我也很幸運能在院長身邊工作，得到身

教言教，受益良多，以前他是我高山景仰的偶像，

有二十年的機會可以在他身邊學習是非常特殊的際

遇。對錢先生各方面的推崇、各方面的肯定，我就

也不在這邊多加贅述，那我有一句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學校、一個學系的高度並不是由這個學系的

老師所定義的，而是他們培養的學生、還有這些學

生的成就所定義的」。事實上，錢院長把臺大政治

學系帶到高峰。在這邊我也想跟大學長報告，臺大

政治學系有很多第一志願來報考的新生，錢院長傑

出系友、崇高的成就，讓臺大政治學系有很大的吸

引力。在我們學校裡面，臺大政治學系是很熱門的

學系，包括主修、雙主修和輔系的人數都很多，這

也是近幾年很大的成就。我想先拋磚引玉提出幾

個問題，向大學長請益。因為您先前有提及您跟臺

大政治學系的淵源，現場有很多年輕朋友，有關於

「生涯規劃」的疑問。如果您可以回到當初選擇學

系的時候，是考上臺大政治學系就要當外交官，還

是人生有很多際遇，不見得是可以規劃的。 

錢院長： 首先，我選臺大政治學系為我的第一
志願是有原因的，我五歲的時候，我的先祖當時是

上海特區地方法院的代理院長，受到日本政府和

漢奸共同策劃的行刺，身中四個子彈，夏天穿著白

色的袍子回家，身上的袍子被染成紅色的，我就這

樣親眼目睹我的祖父離世，他當年只有五十歲。我

很小，但是我就想為什麼我的祖父就這樣離世，

這個理由很簡單，他擔任上海特區地方法院的代

理院長，什麼是特區？就是租界。什麼是租界？就

是滿清政府非常無知，沒有國際關係、國際法、外

交的概念，閉門造車，以天國自居，認為其他國家

都是來求我的，而且武力又很脆弱。所以很多列強

來打仗，每打一次仗，就輸一次，輸一次就簽訂一

個不平等條約，一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讓列

強劃定租界範圍，給列強在租界裡面有治外法權

（extraterritoriality）。這許多讓我國蒙羞恥的作法

都是因為滿清的官吏不懂外交、不懂國際法所導致

的，所以我就立定志向，未來一定要讀外交，一定

要從事外交工作，一定要用國際法來維護我國的權

益。國際法是很重要，但是你們閉起眼睛想一想，

在現在的國際社會，國際法行得通嗎？美國的領導

者上任之後就把好不容易簽訂的氣候協定（巴黎協

定）撕毀，條約都可以撕毀，那還有什麼國際法可

談呢？很可惜國際法不被重視，但國際政治和國際

關係還是很重要，這個不能夠忽略。每個國家處理

外交事務，一定要本著國家的基本利益來訓練一批

優秀的人才來辦理外交，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現

在是新生，我還是會有同樣的選擇。 

Ｑ：錢院長很有語言的天賦，英文的造詣很

高，我想說您創下的紀錄是沒有辦法被打破

的，您曾經為蔣總統、蔣夫人做英文翻譯。當

時您做翻譯的時候，蔣夫人就坐在旁邊，您是

如何去克服這個壓力的？ 

很榮幸這些長官對我有厚愛，覺得我可以信

賴。蔣夫人坐在蔣公旁邊對我的壓力很大，因為我

的英文比不過蔣夫人，不只比不過，而且還差很

多。但是我有一個長處，也就是在我之前，蔣夫人

測驗了好幾個可以替蔣公作翻譯的人，但沒有一

個人通過，而我通過。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從

小到大都是被我媽規範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能

走錯一步路、不能說錯一句話，用字遣詞要小心，

我學的是很規矩的英文，不敢說Classical，但是是

Classroom英文。蔣夫人聽我翻譯後，就告訴蔣公

說他的英文就那麼一回事，馬馬虎虎，但是他的用

詞非常好，符合你的身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講

■ 錢復學長與朱雲漢學長對談

■ 胡定吾會長與母系教師聆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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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他翻多少，不會多一個字，沒有少一個字。

那個時候的我年輕，我的記憶力強。我也幫陳誠副

總統做兩次的翻譯，一次是石門水庫開始使用；一

次是故宮博物院啟用的。陳誠副總統沒有講稿，隨

隨便便講了二十分鐘，我也隨隨便便翻譯了二十分

鐘，但是下面聽得懂的人都說，他都背起來了！事

實上不是，我就是強記，馬上把陳副總統說過的話

翻成英文。我下面坐的美國大使不會中文，他們先

聽中文，再聽英文，他們開始對我有百分之百的信

心，因為做翻譯最怕替元首做翻譯，我一定要忠實

於他們的講話，不能把我想要的話講出來，兩邊都

是一樣，我要忠實地。有時候忠實翻譯是很難的，

比如說蔣公有時候會突然想出一些事，對美國很

不開心，就說幾句重話，我到底要翻到什麼程度，

這就是我必須要思考的，為國家的利益，我是要照

翻？還是要委婉一點地翻？那我多數的時候會把它

變得委婉一點。所以做翻譯是溝通兩方面，溝通就

要希望兩方關係可以增進，不希望破壞。這就是為

什麼有時候講的重話，我不會照原文字翻譯出來的

原因。

Ｑ：您是在1982年赴美擔任代表，在美國六年
多來，受到美國政壇各方高度的肯定，回想起

來，那段赴美的任務是一個很沈重的壓力，因

為當時中華民國和美國是已經沒有外交關係，

但是也是在美國和對岸關係正常化的蜜月期，

大戰略裡面還是要拉緊北京以對抗、平衡蘇

聯。當初還沒有進入後冷戰時期，當時很多國

際的輿論對中華民國不見得非常友好，當時國

內也面對政治轉型的各種尖銳挑戰。請您分享

一下，您在美國這六年，怎麼從谷底，一步一

步地把臺灣和美國的關係擺在比較穩健的基礎

上，並進入互信、厚實的階段。這個過程一定

非常辛苦、辛酸，因為當時臺灣畢竟沒有正常

的邦交關係，您在回想這段，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下。

 首先，我想說的是為什麼會派我去美國，1982

年7月1號，我從歐洲訪問回來。我在歐洲訪問的

途中，遇到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局的局長Steven 

Hepler，他就跟我說「你們要小心，我們要跟對岸

簽聯合公報（817公報），對你們很不利，以後軍售

可能就沒有辦法賣給你們了。」所以我返國後第二

天一早，我馬上就去見蔣經國總統。這時候總統就

跟我說：「你不用講了，你要去美國。」我說：「報

告總統，我半年前十一月剛剛去美國。」總統接著

說：「你去接蔡維屏。」我問：「為什麼呢？」總統

回答：「蔡維屏連美國跟中共談八一七公報什麼都

不知道，你一個人在外面就可以知道這個消息，所

以我要你去美國，一定要把八一七公報推翻。」八

一七公報簡單來說就是對臺軍售的質和量都要逐年

地遞減，你要去幫我把公報給推翻，這簡直是不可

能的任務。我就跟經國先生說：「我不能出去，不是

別的，是因為我父親身體不好，需要內人照顧。」經

國先生說：「你不用講了，我已經跟你父親談過了，

你父親要你去美國。」那我就沒話說。

這裡頭還有一個插曲，那個時候我的名字在美

國國務院已經被畫成一個小花臉了。因為1978年12

月27號，克里斯多福（Warren Minor Christopher）

來臺灣，我去接機，講了一段很重的話，這段話絕

對不是我寫的，我要講不會用這樣的語句，這是別

人寫好放到我的嘴裡，我也沒有辦法。那個時候，

沒有手機，也沒有大哥大，我進去就已經發現飛機

場外面不大對，就是群眾很多。我曾經在中央的一

個會中講過，談判完全是靠自己怎麼樣說服對方，

取得對我們有利的結果，不是靠力量。搞一大堆人

去示威遊行，只會壞事。根據警務處的調查，這些

人是從中壢坐計程車帶竹竿、雞蛋、番茄到松山機

場。克里斯多福和安克志（Leonard S. Unger）大使

兩個人都受到很大很大的驚慌，克里斯多福預備當

晚就回去。後來經國先生保證他，說你的安全我負

責，所以他才留下來。談判談了兩次，毫無結果，

因為美國根本就沒有要跟你談判的意思，美國只留

了一條路，你照我的要求辦。如果我們當初照美國

的要求辦，臺灣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我到美國

後，朋友越來越多，他們就告訴我說，美國認為你

們（中華民國）混不到三到五年（1978.12），就會

被大陸吃掉，這是美國對於臺灣的計畫，一九七八

年十二月。

所以我去美國，先去把臉洗乾淨。首先要得

到信任，怎麼樣取得信任？他們告訴我，你到美國

來要低姿態，你不要天天見記者、不要上電視演

講、不要談政治外交，最好談些別的東西。那我很

簡單，人家要訪問我，我就打電話去問可不可以

接受訪問，如果不行，我就不接受採訪，我就畫一

個記號；明天，酒會有我的請帖，我就問能不能參

加，如果不行我就再畫一個記號；後天，有人要請

客，我就再打電話，他們回答不行。於是我畫了二

十個正字記號，也就是我有一百次，美國人不讓我

做這個，不讓我做那個，我都照辦。第二點是很有

趣的事情，美國有一個機構叫做美國國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在德州休士頓

設立了一個監聽站，把所有美國進來和出去的國外

長途電話都錄音。美國朋友告訴我：「Fred，你家

裡和辦公室的玻璃窗一定要用最厚最厚的窗簾」，

我就問為什麼，他說：「你家旁邊一定有車子，車

子裡面一定有特定的儀器會射向你家的玻璃，你在

裡面講什麼話都會被錄下來。」我就說：「好啊，

我就希望他們錄。」知道我在這邊是努力改善雙

■ 左起張佑宗主任、劉吉人總裁、錢復院長、錢國維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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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關係，不是破壞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你不

錄，我也沒有辦法跟你證明。如此這般，大概半年

下來，美國人開始改變了，剛才說不許用雙橡園。

我把雙橡園修好，美國一個駐馬來西亞的大使來問

我說，他的兒子要結婚，想要跟我借雙橡園，希望

能在教堂舉行完婚禮儀式後，到雙橡園辦酒會。後

來，我免費供應場地，也免費供應吃的喝的。但我

說：「我要警告你一點，美國政府不許我用雙橡園

做外交活動，那你的客人都是國務院的人。」他就

說：「Fred，你真是一個老實人，國務院的人都說，

錢不點不會亮，他們之所以派我來找你，就是聽說

雙橡園已經修好了，修得漂亮得不得了，很有好奇

心，想要來看看，你又不請他們，所以才推我出來

辦這場婚禮啊。」婚禮那天，美國當時只有兩個國

務次卿，一個是管政治，另外一個是管經貿的，管

政治、管經貿的都來了，所有助理國務卿通通都到

了，大家都很高興。我就說：「你們現在都來了，以

後我再請你們來，不要再說我做的是外交。」他們

就說：「沒有啦，你做的都是增進關係，不是做外

交。」他們把增進關係和外交分開。

後來就是最重要的八一七公報，怎麼照經國

先生的意思廢掉。一個是質量，你現在有的飛機是

F104，你新的飛機等級不能超過現在的等級，也就

是拿不到F16，什麼是量，你每一年從美國得到的軍

售，是斷交的那一年是六億美金，以後只有減沒有

加。等到他們對我有信任的時候，我就說Quantity

不能減，你美國對於很多東西都有一個指數，隨

著物價的上升，指數也有上升，Cost of  Living 

Index，那我們的軍售也要有Cost of Living Index 

Adjustment。第二個是Quality，別人每一天都在發

展，我們只有四十幾年前的驅逐艦，還能跟他們鬥

嗎？沒有辦法鬥，一定要有新的。所以我在美國那

幾年的參謀總長，是郝伯村先生，他看陸軍看得很

重，他一定要M60戰車，但是拿來臺灣，我們不一

定可以用，因為道路橋樑不一定能夠承擔戰車的重

量，但是我替他們搞來了。817公報簽了飛機，美國

不好意思賣F16給我們，就叫生產F16的公司跟我們

簽合約，在臺灣做IDF，其實跟F16是一模一樣的，

所有的Avionics（航電系統）都跟F16一樣；海軍都

是Perry，派里級在臺灣叫成功級巡防艦（PFG）。

我一樣一樣得來，我也把Quality給打破了。我在

美國辦事情，倒霉的事情也是，眼淚也只能往肚子

裡面吞，我很感謝我的家庭，我的內人和我兩個小

孩，他們看到我臉色不好時，就知道我在外面又受

了氣，就對我非常好，讓我的日子過得不錯。

Ｑ：以老師您長年的外交經歷，只有個性外向

的人適合做外交，那內向的人適合從事外交工

作嗎？有發揮的空間嗎？

做外交工作最好是十全十美，又有外才，又有

內才。對外站起來隨時演講，對內低下頭來就要寫

稿子，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從事外交工作需

要外才，也需要內才，主要就是看長官如何加以使

用。例如我在美國，我的同事中有內才好的不得了，

後來我們替蔣經國總統寫簽都要寫很大的字他才能

看得見，這位先生就幫我寫很大的字，方方正正，

厚厚的一落，我再帶回來給經國先生看。有的外才

好，我在美國，我靠一位臺大政治學系民國42年

畢業的香港僑生馮景江，他個子很矮，他到華盛頓

任何地方都可以吃得開。我要坐飛機，他只許我在

起飛前十分鐘到，他就帶我直接到飛機上去；搭火

車，他可以讓我的司機把車直接開到月台，直接上

火車。外交團團長都沒有這個特權，可惜他已經去

世三十年了。他在華盛頓，只要你有事情有求於他

幫忙，沒有辦不成的，他在代表處始終是主事，他

在外交部名冊裡面都不能列名。但是我把它改成專

員，變成外交官，他一直很感謝我。如果你的內向

文筆好，知識淵博，你也可以幫助你的長官很多很

多事情。

Ｑ：在美中兩強的競逐之中，臺灣除了當美國

的扈從，是否能在兩強之間取得平衡？如果錢

院長還是外交部部長，會如何制定現今臺灣的

外交政策？

基本上，外交就是交朋友，我小時候是在上海

長大。上海人有一句名言：「朋友多一個好一個，

冤家少一個好一個。」千萬不要製造敵人，製造敵

人就是自己害自己，要交朋友，每一個國家我們都

要跟他們做朋友。我在外交部長的時候常常去歐

洲和東南亞，這些國家跟我們都沒有邦交，我常常

可以見到他們的總統、總理、部長。但是有一個前

提，我絕對不把大陸的臉皮撕破，以小事大，要有

智慧，以大字小，要有仁。因為我們比他們小，所

以不能做讓他丟面子的事情，我所有做的事情，都

不會傷害到他們。我做部長的時候，聯合國的秘書

長Boutros Boutros-Ghali，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但是如果你們看我的回憶錄第二本，埃及有一個新

大使到華府，下了飛機就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來，

就說要來看我。我就跟他說，你應該打錯了吧，你

應該要找的是PRC的大使館。他說：「沒有，我就

是要找中華民國的大使館的錢大使。」我說：「你

一定不要來我這裡來，對岸一定有人在我們的館外

照相，你一個使字牌照的車來，你就會出問題。我

願意去華盛頓最貴的餐廳吃飯，那裡老共一定不會

去，因為價錢太貴了。」他就告訴我為什麼要見我，

他說：「我離開開羅之前，去見外交部長Boutros 

Boutros-Ghali。他說你到華盛頓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 錢復學長為母系學弟妹們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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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去見錢復，因為在華盛頓做Lobby做最好的

就是這個人。」他問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說：「因為

我只有朋友，沒有一個敵人，所以我到任何一個場

合去，沒有人會看我不開心。所以你要想辦法交朋

友，朋友越多越好。」這是今天我們最好自處的方

法，盡量地交朋友。在Boutros Boutros-Ghali做聯合

國秘書長時，為了讓我們重返聯合國，我不得不去

看他。他告訴我很簡單的一句話：「你從臺北到UN

最短的路是經由北京，只要你把北京的毛摸順了，

我馬上就可以讓你們當觀察員（除了No-voting right

之外，剩下的權利都跟會員國一樣）。」

Ｑ：請問您給現任駐美代表蕭美琴女士有什麼

建議？

每一個人的做法不一樣，我的作法她不一定會

照做，但是「廣結善緣」四個字是最好的方法。

Ｑ：我們知道您從政四十多年來，歷任多項公

職，每任內都有很好的績效和評價，如果未來

希望從政或擔任公職，需要培養哪些技能？

從政是為同胞服務最好的一條路。但是從政有

第一個前提是，無慾則剛，不要求名不要求利，尤

其利要避免，名逃不掉。我自己做了六個不同機構

的首長，這六個機構我都有不同的作法，我曾經擔

任過新聞局長、外交部長、駐美代表，那是獨任制，

我自己要負全部的責任，所以我對於自己的要求非

常嚴格，當時同仁聽到我的名字會怕，因為我會罵

人罵得很兇很重。我在這裡透露一個小秘密，罵人

不是好事，我在外交部的辦公室有一個血壓計，當

我罵完同事，我就會去量血壓，上面兩百，下面一

百，罵人是傷害自己。如果他沒有本事，那我就涼

在那；但是如果他是有本事，但不願意發揮出來，

我就要用很重的話去刺激他們，讓他們發揮出自己

的本事。有人說被錢復罵過的人都會升官，其實不

是如此，是他自己努力才會升官。我做了三個機關

是合議制：經建會、國民大會、監察院。我自己不

是獨任的首長，我是大家拱我出來做老大，所以我

的頭一個任務，就是要把經建會的委員都安撫得很

好，都讓他們喜歡我，一定來開會；國大、監察院也

是一樣，絕對不能因為自己是議長或是院長就對下

面的人頤指氣使，你是他們選出來的，你憑什麼來

對他們說話，所以我每天都在議席裡面打招呼。在

監察院也是一樣，監察委員有事來我一定在，而且

一定請到客座，一定是坐在沙發上，有什麼指教，

那我來請教；或者有問題，我就來解答，然後他就

會開開心心地走。所以做合議制和獨任制的首長完

全不一樣，獨任制那一套到合議制要不了三天就下

台了；合議制的那一套到獨任制，那這個機關也一

定是亂七八糟。

Ｑ：因為您擔任過三個獨任制、三個合議制的

首長，您也在您的回憶錄中提過，您在擔任經

建會的主委時特別有成就感，收穫很多。很多

人如果沒有仔細讀您的回憶錄，應該會感到非

常驚訝，因為外交應該是您比較擅長的領域，

那為什麼會是經建會呢？

經建會就是現在的國建會，就是把各部會送來

國家建設相關的案子先做篩檢，看看可行性如何、

看看有沒有通過環評篩檢、看看國家經費能不能支

應、看看工程人才夠不夠，所以經建會做的事情都

是可以讓老百姓感受得到。我就舉幾個例子，頭一

個例子是五股到汐止的高架道路，現在是汐止一直

到楊梅，這個高架道路想法是我的想法。因為我一

九八八年八月從美國回來，飛機下來，上了高速公

路，就是停車場，動彈不得。我想這還得了，高速

公路用了這麼多土地，只能有少數的車子過了，這

是不對的。我就想起我在美國讀書，從紐約到紐澤

西，George Washington Bridge，有上面一層下面

一層。我請教專業的工程師，我們這邊有颱風有地

震，那個東西能不能做得出來，他說我替你計算一

下風速、地震強度，算完的時候告訴我說可以，但

是不能像George Washington Bridge一樣，一個上

一個下，但是可以架高再架一層。所以今日五楊高

架橋通了，我看到五楊就覺得很開心，因為走得飛

快，不會變成停車場。

第二個就是，現在大直是基隆河截彎取直得

到的，正巧我做經建會主委頭一次主持的委員會

就是截彎取直案，截彎取直案的時候，炒地皮炒得

不得了。我就邀請水利專家，詢問截彎取直在水利

方面是否可行。他說水有親水性，截彎取直的地方

不是太大，應該不至於有很大的問題。我說你等一

下開委員會就把親水性提出來，現在有專家表示意

見，這個案子就擱置一下，不是說擱置就不辦，會

再邀請全球的專家來幫忙研究。那時候臺北市的

黃市長、秘書長和局長三個人就來罵我，什麼事都

不懂的人來做經建會，就把截彎取直給取消。我這

一擱置，他們就認為不會辦，我就請劉肖孔博士，

一位很有名的水利專家，幫我找各國的水利專家，

親自來看截彎取直可不可行。結果八個專家中，四

個說可行、四個說不可行。我就想起小時候住在福

州街，我們家是五路公車，這個公車最後到一個水

利工程實驗室。我就去問相關人士，拜託照著基隆

河大漢溪一路下來到出海，做一個跟原本一樣的水

工模型，經過一段時間，我就邀請立法委員、市議

員、當地區長、市政府官員、里長、記者大家來看，

現在是沒有截彎取直，兩百年的洪水從上面下來，

以現在的堤防沒有事；如果是直的，也沒有事。這

下這三個人就異口同聲地說主任委員真英明，所以

很有成就感，現在基隆河截彎取直，大直開發得如

此順利，所以我對經建會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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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母系任德厚名譽教授

（1941-2020）

詹康教授（政治大學哲學系，77年班）

政治學的碩學鴻儒：緬懷任德厚教授

一、行述與學術

任德厚教授是將門之後，外公張楚材，湖北

天門人，光緒六年（1880年）八月廿四日生，1905

年張之洞選派赴日本讀書，改習海軍，娶有馬柳子

（華名張慕真）為妻，後追隨同鄉兼同學沈鴻烈，創

建東北海軍，積功晉陞代將。民國26年12月青島陷

於日人之手，楚材公脫離軍界，38年隨女兒女婿定

居高雄左營，每年春節昔日學生自海軍總司令馬紀

壯、劉廣凱以下將校官拜年賀歲，絡繹不絕，戶限

為穿。56年2月13日去世，年87歲。

外婆張慕真，1886年生於日本山口縣，長於東

京，私塾補習教育畢業，擔任小學教員。嫁予楚材

公後，飽歷戰亂、播遷、仇日、赤匪、病魔、丈夫牢

獄、子女殞喪之悽苦，因皈依基督教而堅忍不移。

晚年各種事奉天主的工作無不竭力從事，感召廣大

信徒，在南、高、屏教會備受尊崇。民國68年10月

21日去世，年93歲。

父任毅，四川銅梁人，光緒廿四年（1898年）

五月四日生，民國13年煙臺海軍學校駕駛班第十五

屆畢業，是楚材公的學生、部屬、女婿。抗戰時期

脫離軍職，在威海基督教私立育華中學當數學老

師，戡亂時期復職，歷任海軍教導總隊大隊長、九

華軍艦艦長、海口巡防處處長、海軍官校船藝系主

任、海軍針織廠廠長，46年以上校退役，復於高雄

水產職業學校、高雄海事專科學校（同校前後校

名）兼課。89年11月6日去世，壽102歲。

母張志超，1909年生於日本東京，自幼習鋼

琴、小提琴、口琴、西式水彩，畢業於美國教會興辦

的煙臺私立衛靈女中，民國17年與任毅公結婚，生

育三子四女。創辦左營自勉幼稚園，擔任園長，能

唱、能畫、能編、能舞，50歲退休。是有新式思想的

才女，然常屈於丈夫而不能實現抱負。民國70年2月

19日去世，年72歲。

先生民國30年9月26日生於山東威海，在七子

女中排行第五。8歲來臺，長於左營。二位哥哥皆

就讀臺大電機系，先生獨對國事國運有濃烈關懷，

入臺大政治系，轉法律系司法組，54年學士畢業。

服兵役時，擔任三民主義巡迴講習教官。役畢，入

臺大政治系就讀碩士班，同時考取公費留學獎學金

（公共行政類別，見56年7月18日《聯合報》），

57年肄業赴美，59年取得美國長島大學政治學碩

士，尋進入紐約市社會研究新學院（先生譯爲新社

會科學研究院），公費獎學金結束後由臺灣父母和

留美兄長匯錢資助其學業，並在紐約世界日報社工

作（65年2月起發行）。64年結婚，67年春生女，

同年夏以《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5: Law and Politics in 

Taiwan》（1949-1975年中華民國的憲政發展：臺灣

的法律與政治）論文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由袁頌

西主任聘入母系，執教凡27年半。95年1月退休，投

閒置散，一無正兼職事，二無開會演講，三無交遊

聯誼，唯以書城圍繞，求知自娛。102年師母中風，

先生獨任照顧之責，盡心竭力，督導師母復健，七

年來成效羨人，見者無不讚嘆。先生素無大恙，今

年7月13日外出買飯盒，因天氣炎熱，而他人已腸胃

不適數日，突然心跳急速，無力舉步，坐在公園喘

息二小時。踰二日在家跌倒，左額捽破，赴仁愛醫

院縫了五針，再踰二日即7月17日，在家溘然長逝，

享年78足歲。

先生生具一對大眼睛，同學稱為「任大眼」，

自幼便擄獲長輩與平輩女性芳心。及長，嗜閱報章

雜誌，泛覽政論時事，熱衷國內與國際議題，討論

起來滔滔不絕，評析意見層出不窮，且富有領導才
■ 任老師2003年與母系郭銘傑老師(92年班)
 合影於校總區普通教室

■ 任老師2002年與何志勇學長(91年班)合影於校總區普通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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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精力無盡，活躍於學生羣中，鋒頭極健，而對自

己的生活視為瑣事而不足介懷。入大學後，發生雷

震組黨事件，而知識界繼起的力量並不間歇其啟蒙

的腳步，先生在校，擔任健言社社長、大學論壇社

社長、學生代表（據說擊敗俞寬賜老師）、學生運

動「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顧問，對原本以文

藝創作爲主的《大學論壇》，加入社會科學、國際

法、人文學的文章，是為該刊物蛻變之始。

先生大三，除擔任社團社長，復參加慶祝總統

華誕的演講比賽，題目是「從世界歷史看中國自強

之道」，因他平日對此題目已常在思索，一講便不

能自休，比預定時間超過了一倍半，以時間控制不

當，落得第二名。又復膺選爲52年11月中國國民黨

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青年代表，與蔣中正總裁及

八百五十餘位國內、海外、敵後代表同堂開會。先

生自言他曾對中華民國三位總統蔣中正、蔣經國、

李登輝直言國是，是他一項記錄。先生開會建言，

當時大學的三民主義課程，與現代的社會科學有

了相當的距離，如何使今日的社會科學融貫進入三

民主義的思想體系中，是為教育的當務之急。先生

後來授課，從憲法學角度評議孫中山五權憲法思想

（與五五憲草）之不當，推許政協十二原則與張君

勱主筆的政協憲草，其發軔即在於大學時代學習社

會科學與法學，體認社會科學的重要。

大三上學期先生在校內外的鋒頭正旺，然而卻

在此時，他做了急遽的轉向，決定更用心於閱讀歷

史與政治，並退出學生活動。他說：「在兩年來的

大學生活中，我發現自己對實際工作的能力比較缺

乏，因此希望將來在畢業後，能留在校中從事學術

方面的工作。」因此辭去大學論壇社長職，停止發

表閎言崇議和與同學高談闊論。先生從嗜好讀書而

終於發現了黃金屋，感到從科學的角度理解現實，

從歷史的角度追索宿因，其魅力更勝於關切心急與

立言暢論。知與行都有足夠的時間，那是最好，可

是當求知的時間大增，

實行就需要擱下了。

留美第三年，爆

發保衛釣魚臺運動，

嗣後臺灣留學生分裂

為左右兩派，激烈論

戰與組織運動的經驗

有效培訓了這一代學

子的政治能力。而國

際風尚自六○年代外國知識青年向左傾，到七○年

代外國政壇人物也向左轉，周恩來的一顰一笑，吸

引了最大的國際視聽，臺灣的國際地位愈走下坡。

先生在紐約適逢其會，然而維持自己既定的路線，

似乎並未投入這場盛大的愛國運動，與串聯學生以

對抗左傾勢力。美國與臺灣的保釣健將，多是臺大

《大學論壇》先生的學弟，而此時先生則似乎不在

他們的人際網絡中。先生對其留學生涯覺得可足追

憶者，唯美國老師封以「小蔣介石」綽號之趣。蓋

美國人對臺灣的概括印象是蔣介石獨裁統治，而先

生研究臺灣憲政，比他人更明瞭臺灣在政府組織和

運作上努力落實憲政，而行政院的提案在立法院不

照章通過者所在多有，此見令美國人大感新奇，故

又以為先生是國民黨代言人而諧謔之。

歸國任教後，僅零星應邀座談，與應邀撰寫少

量時論文章，不曾主動積極發表言論影響社會觀

念，也不曾出外活動引領社會進步。當時，臺灣社

會開始形成了集體感受，期望各方面都應進行更大

改革，許多歸國學人一秉忠藎熱忱，學以致用，批

評政府，提出進步觀點，催化改革速率。值此知識

可以帶動變遷的歷史時刻，先生卻沈潛於學術，默

坐於象牙塔，對著愈來愈大的改革浪潮，冷眼看它

而不與其他人並騎著浪頭，灌注它能量，指揮它方

向。先生深信：「為了看清楚一個東西，必須抽離，

和它保持距離。」先生研究政治發展，身在臺灣各

方面發生急遽變化的歷史階段，選擇了隔著距離研

究它、理解它。先生還說：「人有理想性雖好，但有

現實意識也很重要，殷海光就是現實意識不足，而

胡適能兩者兼備。」體會先生的意思，是不侈言改

革，而應同時體察時局，估計衝撞權力的勝算，時

機未到時願意承認。再推而言之，瓜熟蒂落時少我

一人亦能成功，時機未到時多我一人亦爲徒勞，則

默坐靜觀，做一天地間閒人可也。

黨國倚重學者以治國治黨，而本系人才薈聚，

屢獲當局器重。先生早在學生時代便嶄露頭角，成

學之後卻從未有一官半職，我嘗詢問先生，政界必

有一種人專門往學界物色人才，應無不識先生這塊

美玉之理。先生曰否：「他們最善於辨人心志，如果

他們察覺你無心，他們不會開口。」然而先生無意

仕宦，除了因為一心只在學術，應還有別的考慮。

我曾向先生提起某位普受敬愛的學者，他寫了某科

目的必讀書，又官位崇隆，對國家卓有貢獻，不料

先生說：「我鄙視這個人。」先生對其人如何出賣

靈魂決不鬆口，我扣問再三，他最後說：「在有些條

件下，有的人守不住。」故先生當亦有見於從政與

道德清白不能兩全的情形，為潔其身而不得不廢君

臣之義了。

先生在大學部開設當代政治學理論與批判、

政治學、中國政府、中國憲法與政府等課，在研究

所開設比較行政、比較政治專題研究、比較政治理

論、政治制度論、比較民主政治、比較憲法、國家

安全專題研究（與張劍寒教授合開）等課程。鑒於

本系學生將來都是政府與社會的高級人才，故授課

兢兢業業，全力以赴，務求內容之充實完善，講解

之效率明淅。在課堂上從不談當週時事，不臧否人

物，避免拿臺灣做例子，一切分散焦點之事皆所不

為，只傳授知識本身。如果問他對政局或高層政治

人物的意見，他會回答：「我雖然拿到博士，但在這

世界上，我不知道的，比我知道的還多。」在先生

而言，對個別人與事的評價並不是科學知識，只能

供做茶餘飯後的談資，不為其所尚。講課中間，每

要突兀停止一個話題，先生會用「anyhow」截上啟

下，這個新鮮的英文字遂成為學生對先生的標記。

先生著書三種，《國家、系統論，與政治過程：

比較政治學理論取向之研究》（民73年）是先生升

等之作，探討政治學從行為主義轉變到後行為主義

中間，系統論和國家理論（國家與社會互動）這兩

種理論的優點如何可以結合，與避免偏失。本書的

研究奠定了先生後來治政治學的綜合性取向，將兩

種理論典範都發揮到最大效用。例如在總統制與內

閣制的選擇上，即使學者多數傾心內閣制，先生卻

基於我國原有「國權傳統」，而內閣制是社會將國

家吸收而形成的政制，故斷言內閣制很難爲臺灣政

治領袖與人民所接受，學者的偏好很難感染到社會

多數人。

先生自從承擔「政治學」教學任務，即開始撰

寫課本，每年將已成的各章鉛字排版，印發給學

生，到民國81年完成全書，寫作超過十年。先生

《政治學》的最大特色至少有三：第一、二十世紀

政治學經歷了從國家學到行為主義、再到後行為

主義的轉變，先生以最後發展出的新制度論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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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攝，將這三種學術典範的知識成果融於一爐。第

二，先生有比較政治與政治發展的學養，所以書中

所論的不僅是成熟國家的政治情形，還有不成熟國

家的。第三，全書字數較多，且後來增訂七次，到民

國97年第八版才停下，書本愈發厚重。由於語句要

言不繁，所以知識量非常大，這必須感謝那時的制

度不要求教授拼論文，所以先生得以為了課本的完

善而廣泛閱讀，濃縮整理到書中。這本《政治學》

是殫精蘊思、再錘再鍊的持續性創作，以心血的灌

注而論，是先生最重要的著作。而以架構之龐大、

內容之廣博而言，本書已不只是課本，而有點百科

全書的意味。以我所知的中英文政治學課本，皆無

如先生所著之淵博該贍者，此課本實奠定了先生乃

是政治學的碩學鴻儒之身分。

先生與本系呂亞力教授兩位的《政治學》課

本，從1992年至大約2005年前後，是臺灣政治學課

本的兩雄，讀者不只是各校政治相關科系學生，還

包括相關研究所考生與相關高普考考生，與對政治

學有興趣者，人數可能要以十萬為單位來計算。而

先生之書紮實精深，學子尊崇為聖經，先生之名亦

因而大行於世。

第三書是《比較憲法與政府》（民91年），本

書對《政治學》相關部分做了擴大說明，在局部意

義上也可視為繼承薩孟武《政治學》之作，先生曾

兩度受業於薩孟武教授，故以此書做為紀念。此書

的風格一如《政治學》，展現作者的博學，與系統

化、類型化的能力，所以知識量雖大，而駕馭有餘。

以下我想揀先生對臺灣的意見稍做陳述。

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後，憲法在李登輝總統任內

增修六次，在陳水扁總統任內增修一次，先生從憲

法學的角度批評增修結果說：「五十分都不到！四

十分都不到！三十分都不到！二十分都不到！」我曾

持此意見詢問蔡政文老師，蔡老師回答：「憲法並

沒有修得不好；是他們不遵守！」此言指陳水扁讓

立法院少數黨組閣，與先生的憲法學角度完全不是

一回事。先生認為增修條文不及格的理由，今只可

從其書略窺一二。增修條文將立法院對行政院長提

出不信任案的立法委員連署人數訂為三分之一，書

中認為太高，不利於政策辯論（頁351）。又規定行

政院長代行總統職權，而未規定此時行政院長應將

職權交給副院長代理，會發生兩個職權由同一人行

使的情形（頁435-436）。

八月甫就任的監察院長陳菊表示希望監察院能

廢除，最後我想略敘先生對監察院的修憲構想。監

察院的原始制度，是由省市議會選舉產生，並有同

意考試委員與大法官的權力，所以先生認為監察院

除有中國監察御史傳統之淵源，尚有國會上院的特

徵（參見頁242）。據此，先生主張使它成為真正的

國會上院，這樣一來，兩院制國會可以依兩種民意

基礎選出，反映臺灣社會的複雜構成狀況，而立法

權與監察權不致分離，也能有效監督行政權。然而

增修條文廢除了監察院的民意機關色彩，只保留中

國監察御史傳統，雖然遠離先生的構想，可是先生

書中的比較憲法知識，足供我們思考監察的未來。

書中說：「社會構成較為複雜的國家，則需要兩院

制的程度必然較強。」（頁278）以臺灣有閩、客、

外省人、原住民、新移民等幾大族羣而言，或以臺

灣北、中、南、東部的差距而言，都是可以適用的。

書中又說建立兩院的一種可能目的是「抑制下院」

（同頁），這也可能得到今人認同。

二、師生緣

我沒有繼承先生的學術專長，只是一名修課的

學生，卻與先生結下36年的師生緣。

一、修業：

民國73年大一，上政治學必修課，始授業於

先生。先生講課用了很多翻譯來的動詞名詞，很抽

象很生份，我卻很聽得懂，就這樣我變成先生的粉

絲。大一新生能遇到

學問令他折服的老

師，隨他進入由學術

語言所構成的宇宙，

就在理解和識見上也

轉大人了。每人都有

不同的師生緣，我的

同學喜歡吳庚老師的

詼諧、莊錦農老師的

尖銳問題、許介鱗老

師的樸拙，而我獨愛

先生傳授知識的「複雜」（sophistication），政治系

老師有兩位讓我學到最多東西，另一位是「比較政

府」的魏守嶽老師。我喜歡先生的課到這種程度，

是大二上了吳庚老師的「中國憲法與政府」，大三

又去旁聽先生的「中國憲法與政府」一年，因為「政

治學」和「中國憲法與政府」是先生在大學部僅有

的兩門課。研究所考試的「中國憲法與政府」是先

生出題，放榜時先生叫住我說：「這科考95分的是

不是你呀？」但那天我還沒回家看成績，不敢承認

下來。謝師宴的主辦同學託我邀先生到席，因為知

道我們熟稔，而先生也大方賞光。我將負笈美國，

先生請我到來來香格里拉大飯店吃自助中餐，為我

踐行，現在我師法他，也對即將留學的學生踐行。

二、愛情：

班上女同學王綉雯，比較喜歡和男生玩，我和

她和另幾位同學常在一起。先生看在眼裏，對我講

了不下三次，覺得我和王綉雯滿登對，要不要追追

看，我回稟他：「王綉雯說過不考慮我啦。」碩士班

指導老師孫廣德有三個女兒，老大結婚，老二、老

三是雙胞胎，單身，先生就問我：「孫老師想不想把

一個女兒嫁給你啊？」我不得不糾正先生，因為孫

老師是儒家式的君子，腦中絕對沒有這種想法。這

叫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吧，真是的！我以先生為鑒，

會等學生告訴我

他們喜歡誰或喜歡

什麼條件，不會不

弄清他們的喜好就

亂給意見。但先生

看我一直不交女朋

友，而為我心急，

我亦能感受。

留學在外，認

識了女朋友及未來

的妻子，終於不必

被他關懷了。學成歸國，帶未婚妻晉見先生，未婚

妻也修過先生的政治學，先生大喜過望，因為他所

教的學生嫁娶了他所教的學生，是一件喜事，也是

兩件喜事。他請我們到「大聲公」二樓吃飯，三人

點五道菜，我連說點太多，他說不用怕、絕對吃得

完，結果吃是吃完了，但是是靠我吃撐了。他不參

加婚宴，但專程來簽名，留了紅包。生子以後，帶

兒子向先生拜年是先生最高興的事，我要給他拍照

他不讓我拍，但與我兒子合照他就很樂意的端正坐

好。

三、先生的書：

我向先生討贈他的升等書《國家、系統論，與

政治過程：比較政治學理論取向之研究》，他進房

拿書，解釋說有一本封面已題贈給同事，然後自忖

這麼做無何意思，便沒送出，但也不宜給我，所以

把封面撕掉有題字的半頁後送我。年輕時臉皮不

厚，現在的我就會施展軟功，讓先生將撕下的一半

封面賞出來，我黏回去，還書籍一個完整的門面。

禮俗失去情意交流，空留形式以後，的確令人的良

心發生遵行與否的猶豫，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到先生

重心意而不惜略為失禮。

《政治學》經過十多年撰著，在民國81年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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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書稿是手寫後再交付打字，先生說錯字很多。

我校對一遍給他，他很歡喜收下，再拿一本給我，

說：「一本換一本。」次年我碩士畢業，論文題目是

《明代的教化思想》，他覺得題目就是政治社會化

概念，便寫進《政治學》課本的註釋裏，推薦大家

讀。他對我說：「課本該要有一章寫政治思想和意

識形態，可是我怎麼讀都想不出如何寫進去。」我

說所有的課本都有這麼一章，先生的不可沒有，然

後我就揣摩怎麼從實證政治學過渡到規範政治學，

寫了二、三百字的引言給他，如果說得通，先生就

能接著寫下去。但屢次增訂再版，這章終究還是闕

如。

民國86年值香港回歸前夕，啟德機場陳列《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精美小冊供人取閱，因

先生研究憲法，遂攜回一本送他。

四、師母中風與康復：

師母在上班機關裏綽號「女超人」，突罹中

風，聞者皆覺不可置信。我告訴先生有個著名的

TED演講，是研究神經科學的Jill Bolte Taylor觀察

自己37歲發生中風的幾小時經過。她的書《奇蹟》

包含了更多醫學知識、她對醫療方式的看法、與八

年復健的做法。先生說馬上去金石堂，而且要買兩

本，一本送給醫生看。隔年我問他，他說這本書給

的最重要觀念是一切對大腦都是可能的，我補充兩

點，一是需要時間，因此愈年輕中風，恢復的本錢

愈夠，二是需要知道受損的機能是什麼，以施予訓

練。／先生說住護理之家，有錢多做復健，和沒錢

少做復健，就造成結果天壤之別，言及社會貧富差

距，甚為感慨。／先生對師母的復健練習，極爲嚴

格要求。師母的雙胞姐姐對師母常常不忍要求，先

生說：「這樣是繡花拳，沒用。」／先生說，他對師

母說，他只能照顧師母到75歲，以後就不敢講了，

所以師母一定要努力康復。

五、語錄（補充）：

先生一家，自阿姨影響外婆信奉基督教起，至

先生已第三代。先生是沒有回去教會的基督徒，他

自我反省說：「當一個人讀書思辨到某種程度，就

會發現很難再相信宗教。但是話說回來，能相信宗

教的人才比較有福氣，不得不羨慕他們。」

先生說：

「老蔣成也因他的性格，敗也因他的性格。」

先生說：

「王文興《家變》就是寫小蔣，這非常明顯。」

先生退休，深居簡出，連本系動態亦不復與

聞。我帶一本小冊給他，他翻開發現是吳庚老師哀

思錄，連呼：「啊呀！啊呀！」

六、結語：

從73年到109年，我一共做了先生36年學生。

雖然還有母親，還有一位敬愛的指導老師，比先生

大一歲，還在國外大學崗位上，但是先生突然離世

的噩耗讓我悵惘良久，在臺灣的男性父執輩可以給

我孺慕、給我智慧、給我批評、給我揶揄的從今就

沒有了，我變成最上一階，只有對下的關係了。謝

謝他接納一位按他的說法是「有點呆頭呆腦，做讀

書的工作還好，做其他工作都不適合」的學生，關

懷他的求學、職業、婚姻、家庭36年。

我想過先生百年之後，我可能要為他立傳，然

因先生平常樂觀以與父親任毅公102歲齊壽為目標，

故有太多的事我沒及早問他，每次與先生會晤，不

少時間花在關懷我的近況和閒聊近事。我幻想為先

生寫篇思想性傳記，交織他的成長與時代變遷，做

為一個受業學生送他的最後禮物，這個機會現在已

經永遠喪失，僅能以此不完整的文章與系友一同緬

懷這位啟蒙我們政治學的老師。■

■ 任德厚老師(二排左一)與母系全體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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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專訪  – 張貴閔 助理教授
訪問整理 / 許芳暄（政論三）

三、如果學生想要申請海外博班，老師有沒有

什麼建議還有注意事項？

申請海外博班主要考慮點有二，第一是費用的

部分，申請學校其實很花錢，大部分學校都要收申

請費，考托福和GRE也所費不貲。至於學費和生

活費，通常學校都會提供教學獎學金機會，另外學

校也會積極督促學生要去申請校外獎學金。我自己

的經驗是哥大保證提供五年全額獎學金（一般會

給到七年），但同時也要我們擔任六個學期教學助

理，當助教是博士訓練一個重要的部分，不過後來

我也有申請到臺灣教育部提供的菁英留學獎學金，

因此就不用擔任那麼多學期的助教。第二個考量點

是如何選擇學校，當初我在申請學校時，不少人有

非名校不讀的迷思，但是近年來中國留學生增加，

對臺灣學生會產生排擠效應，而且名校的學程並

不見得適合自己。事實上，我覺得前百大都是很好

的選擇，只要能提供好的獎學金方案，都要認真考

慮。其實在選擇學校時，應該要思考自己想要往政

治學的哪個領域走，這對年輕學者一開始不會那麼

清楚，另一種可能的切入點是你可以找自己嚮往的

學者，想像自己如果要成為他或她，需要什麼樣的

支持和訓練，這時候就比較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學

校。

四、想要請問老師「讀博士」對老師而言有什

麼樣的意義，或者您會怎麼看待您讀博班的經

驗對人生的影響？

我覺得讀博士對我的影響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一開始的「視覺上的衝擊」，哥倫比亞大

學是位於紐約的一間大學，紐約是一個國際城市

（Global City），也是一個移民城市，城市裡的人來

自世界各地，在這座城市裡，走在街上你會看到來

自世界各地的人，有不同的種族、不同的信仰，你

也會在周遭聽到不同的語言，即便是英文你也會聽

到各地不同口音；第二個是「課堂上的同學」，跟

你坐在一起的同學還有授課的老師，也是來自四面

八方，我自己唸的是比較政治，這個領域收了五、

六個學生，大多數的人已經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可

以說是早已成為global person，像是有人是伊朗人

但是拿著德國的護照、有人是埃及人但是是在沙

烏地阿拉伯長大，他們早就適應移動在不同的國家

之間，適應在不同國家和文化間的生活，但對我而

言，這是我第一次出國讀書，來到了如此多元的環

境，遭受了一次劇烈的文化衝擊；第三個是「第一

次變成少數（minority）」，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是一

大群人中的少數族群，過去在臺灣從來都沒有過這

種經驗，我體現了、也感受了環境中的異質性，但

也因此教會我習慣多元環境，也養成了對於多元的

敏感度，進而影響了自己的言行舉止，變成了一位

informed person。

一、想要先請問老師的求學經歷，為何研究所

時選擇就讀於清大社會所？

我大學是臺大政治系畢業（B88），在畢業前我

就已經有在投顧公司工作，做類似秘書的工作，當

時覺得自己不太適合金融業的生態。而畢業之後，

我找了一家音響公司工作，那家公司採取的是研發

及總部設在臺灣，製造廠設在中國大陸，也就是非

常典型的兩岸產業分工模式，但是在我一開始上

班時，老闆就跟我說要去中國大陸出差，當時普遍

對於中國大陸沒有什麼了解，我自己內心有一點抗

拒，於是就辭職了。之後就想說還是先讀個書，剛

好也有學姊建議我可以考清大社會所乙組（中國研

究學組），當時考試只要考政治學、經濟學、社會

學三選一加一科英文，於是我就報考，後來也很幸

運地考上了。轉了一小圈，還是走到了中國。

當時我進去時，是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碩士學程的

第二屆，清大社會所乙組有點類似雙碩士，這個學

程有中研院社會所的支持，因此畢業時拿到了兩張

證書，一張是清大社會所的碩士學位證書，一張是

中研院社會所中國研究碩士學程的證書。而中國研

究碩士成立的背景是因為是因為自從1978年中國改

革開放、1990年代世界進入後冷戰時代，全球化帶

動兩岸關係與經貿關係的發展，臺灣的中國研究也

必須跳脫冷戰框架，對於中國的研究從原先的匪情

研究開始轉向重視田野調查。在我上研究所一開始

沒多久就去中國大陸做田野調查，去了的時候就覺

得很好玩，因為是一群年輕的學者抱著研究典範轉

移的熱情在帶研究生們，大家有很強的研究能量，

而且由於朝夕相處，師生關係很緊密。

除此之外，我去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時也受

到了很大的衝擊，有好奇心，就會開始產生非常多

問題。像是有一次我們去參觀一家台商工廠，那家

工廠也很配合我們，叫了一群女工（農民工），讓我

們去問他們問題。這群女工都是年紀非常輕，大概

15、16歲，他們每天就是在工廠裡面縫製娃娃，這

群並不比自己年輕多少的面孔，一字排開站在我們

面前，這種身份上的反差，讓我產生很多疑問。此

外，我們經過中國的鎮政府。一個鎮政府可以如此

金碧輝煌，帶給我非常大的震撼。最後這些問題，

我都在學程的訓練裡找到了解答。

二、是什麼因素促使老師在讀完清大中國研究

碩士學程之後，轉向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

博士？

那趟中國大陸田野回臺灣後，吳介民老師就請

我當他的研究助理，他是我學術啟蒙很關鍵的一個

老師。當初我其實沒有發現我還蠻會做研究的，可

能是老師看到了我擅長的部分。他帶著包括我在

內的研究團隊一起做研究、寫論文、走田野。在讀

清大社會所的期間，所上對學術研究的訓練非常扎

實，有點像是把我們當成小博班在訓練，因此在學

生當中，讀博班是一個可能性。因為我學術表現不

錯，介民老師也鼓勵我，攻讀博士變成一個很自然

的選項。我一開始擔心財務問題，因為出國是一筆

很大的支出，但是老師告訴我說博班通常都會有獎

學金，因此我就申請了幾間大學的博士班，最後申

請上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有全額獎學金，因此

就選擇去就讀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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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另外我也有在老師的個人經歷中發現老師

曾經做過多次且大量的中國田野調查，這對於

教授您的人生還有學習過程帶來了什麼改變與

影響？

我舉兩個我曾經去中國田野的經驗的例子。第

一個是做農民工婦女如何去反抗計劃生育，那時我

跟她一起從都市回鄉，從昆山回到蘇州的老家，映

入眼簾的是一個真正的農村，沒有水泥路、沒有自

來水、沒有沖水馬桶，是一個城鎮化前的地方，房

子沒有幾坪，全屋照明設備是一個燈泡，當下的感

受是非常震撼的。當我去到農村時，彷彿看見了我

的長輩過跟說過他們過去的階級經驗，我可以開始

去想像我的父母、祖父母輩階級的生活是什麼樣

子，為我的階級觀帶來歷史感，也對於長輩的階級

經驗有更直接的體驗。

第二個經驗是去一個中國寺廟做田野，寺廟

方面非常禮遇我，我被安排住在法師的寮房中，這

代表我必須完全和她們一致作息、生活。在寺廟的

生活作息非常規律，早上五點起床，下午五點就關

門。當我在做田野時，我能夠感受到寺廟中的權力

結構非常的明顯，由於在平常我和教授的關係是比

較扁平的，所以會有點不能適應威權從屬的上下關

係，但是身為一位田野工作者，我必須要融入特定

的組織文化中，我要學會去尊重、要去理解他們的

生活，但是不見得要拋棄自己既有的概念與理念。

六、想要詢問老師目前對於本學期在政治系開

設兩門課的教學規劃

在政治學方法論的部分，我的教學目標是希望

學生學會如何去設計研究，希望學生知道在什麼樣

的時候，遇到什麼問題，可以使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面臨的問題。其實研究方法之間並沒有好壞之分，

此外，有時候你遇到的問題有時候，也可以使用多

元的方法處理這個問題。研究方法就像是武器一

樣，你要曉得武器的功能是什麼，要如何去使用這

個武器，在使用的時候會不會有反作用力去打到你

自己，而且也必須要了解這個研究方法背後有什麼

方法論上的預設，再來使用。因此在課程設計上，

我不會教太多技術性的東西，我教的主要是運用方

法的時機和為什麼，還有要如何去合理化使用這個

方法的原因。另外我也有安排圖書館館員來介紹如

何使用圖書館，以及寫作中心講師介紹英文學術口

頭報告和寫作中心資源。此外，未來如果有機會，

我也希望在系上開授開質化研究方法的研究所課

程。

在政治學的部分，由於政治學在政治系算是

基礎的課程，在理想上會希望有討論課，可以讓學

生理解指定閱讀的內容，並和同儕之間有對話的機

會，但是由於現在的師資環境沒有辦法做到更細緻

的討論課，因此我自己的課程設計是，在上課前，

學生需完成指定閱讀，上課時前兩個小時會由我講

授課程，第三個小時，我會出一些會跟前兩個小時

授課內容有關的實作的題目，將全班分成以三到五

人一單位的組別進行討論，討論的形式有三，第一

是，分組辯論，讓正反方在組內討論之後，整合組

間的意見，並向全班報告正反方的論點；第二是，

模擬議政，各組別會代表與議題相關不同的角色，

並進行辯論；第三是，案例討論，我會播放影片，並

在影片結束後讓各組進行討論。希望能夠透過以上

的方式增加同儕之間的互動。另外，因為我認為寫

作能力是社會科學訓練的重點，考試的部分也會強

調這一點，因此會出至少兩題申論。■

新進教師專訪  – 蘇翊豪 助理教授
訪問整理 / 許芳暄（政論三）

一、請問老師的求學經歷，特別是在本系就讀

時，有何重要因素促使老師走上學術研究這條

路？

我先介紹自己的求學與任職簡歷。我大學與碩

士的學業均在臺大完成，大學就讀公行組，碩士報

考政論組，博士班轉攻國際關係。2019年我取得博

士學位後，進入國防安全研究院擔任博士後研究，

這是2018年5月正式成立的國防部智庫，在該單位

服務將近一年後於2020年8月回到母系任教。

我並非從小立志以學術為志業，但回顧自己的

學思歷程，認為願意接觸多元思想的好奇心，以及

特殊際遇所激發的決心，是兩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首先，母系多元課程和自由選課風氣，讓我能多方

探索自己的興趣，除了本系精華課程，我也選修經

濟學系、哲學系、中文系課程，逐漸培養跨領域研

究的思維。此外，系上也經常舉辦學術活動，提供

學生們不一樣的視野，比方說在我大三那年，石之

瑜老師邀請王賡武老師至系上演講，王老師是2020

年的唐獎漢學獎得主，對於全球東南亞華人研究非

常有貢獻。聽完演講後我對身分認同研究產生濃厚

興趣，後來加入石之瑜老師指導的讀書會，入社後

首次討論讀本即是趙汀陽的《天下體系》，而導讀

這本試圖超越西方民族國家制度者，恰好是現在同

樣也任職於本系的郭銘傑老師。１對既有知識體系的

不滿足，讓我萌生繼續深造的想法。而回想大學以

後的求學過程，難免碰到研究瓶頸，但「山重水複

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建立多元視角後，便能

換個角度切入思考，產生創新與另類的想法。

　１當時導讀內容可參考，郭銘傑，〈趙汀陽：天下

體系－世界制度哲學導論〉，《政治科學季評》，

第17期：頁31-34。

不過在我完成碩士學業後，並不確定自己是否

具備攻讀博士班的能力與資源，因此決定先去業界

工作。我進入一家在廈門與漳州設廠的臺資企業，

需要重新學習企業管理與製造業的基礎知識，感受

到隔行如隔山，但這家企業有個優點，即要求新進

幹部去生產線觀摩作業流程。我看了不同產品的流

水線，受到很大衝擊，親眼見證所謂農民工與社會

底層的真實工作樣態，按表操課組裝出各式各樣的

家電產品。儘管初來乍到有些不一樣的體驗，但新

鮮感隨著日益繁重的業務而逐漸消失，也懷疑自己

是否適合在這個行業長期發展。

就在此時，2012年9月日本國有化釣魚台群

島，導致一連串在中國大陸各城市的反日示威活

動。我記得在某個週日下午想去廈門市區逛逛，但

當時很納悶等了將近半個小時都沒有公車經過，索

性徒步朝著廈門市政府的方向行走，快到市政府時

才發現有遊行群眾，而且道路被封住了。眼看著悠

閒漫步的行程泡湯，我便混入遊行隊伍，聽他們喊

著「理性愛國」等口號與訴求，以及觀察第一線的

警民衝突，猶記得有警察拘捕民眾時，痛斥「中國

這麼亂，就是有你們這些人！」後來有文獻指出，

中國政府允許百姓上街頭抗議，是以製造聽眾成本

（audience cost）的方式，對外釋放不輕易妥協的

訊號。2群眾散去後，我在返家途中一直在反省，

覺得自己很喜歡觀察與分析事件的前因後果，瞭

解事件造成什麼具體的影響，跟上班族的生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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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更享受這種學術研究的樂趣。因此不久後我離

職了，回到臺灣準備留學所需資料與申請各類獎學

金。可能因為以上這段特殊經歷，以及奉獻學術的

企圖心，吸引了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審查委員的注意，讓我在面試過程中

脫穎而出，順利獲得留學美國的生活補助。

二、老師曾經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

大學部的緊急應變、國土安全暨網路安全學院

擔任兼任講師，可否介紹這個學院的成立背景

以及教學特色？也順便詢問，老師在108-2學期
於系上開碩士班的研究與寫作課程，比較臺美

兩地學生，在學習態度上是否有差異？

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SUNY Albany）於

2015年成立緊急應變、國土安全、暨網路安全學院

（College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Homeland 

Security and Cybersecurity, CEHC），該學院在政

治學、公共行政的基礎上，標榜跨領域訓練和實習

規定，以因應日新月異的美國國家安全威脅，滿足

政府部門、國際組織、智庫、非營利組織等就業市

場的新需求。該學院一開設的首年，便收到275名校

內學生申請主修和副修，遠遠超過當初老師們設立

的目標，可見這領域的熱門。

我在該學院的第一學期講授Critical Inquiry and 

Communication，這是小班教學的英文寫作與發表

課程，修課人數限制在25至30人之間。我發覺臺

灣和美國的學生都喜歡活潑，有團體互動的課程，

不見得喜愛單純的演講。我記得剛開始在CEHC講

課（lecture），擔心進度不夠，打算講很多內容，

但注意到很多學生在發呆，沒什麼互動。教了三

四堂課(一堂課80分鐘、一週兩堂課)之後，我改採

納分組學習模式（team-based approach），這是

SUNY Albany教學發展中心提倡的學習途徑，我曾

參與這個中心的培訓，也修過採取此模式的課程，

因此很快規劃好新的課程設計。這個教學模式的流

程如次，學生隨機被分成5到7人一組，目標是透過

同儕之間的交流、壓力，以增加學習動機和效果。

比方說，我在每堂課開頭講述重點20多分鐘，接著

進行課程活動或團體討論，最後請各組發表答案及

分享看法。例如，我曾請同學討論美國聯邦政府的

網路政策，究竟是採取歐巴馬政府的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 20，經跨部會小組授權才能發起

網路反擊，抑或是川普政府的與「前進防禦」戰略

(defend forward)，盡可能與敵方保持「持續接戰」 

(persistent engagement)，會比較適合應付美國當

前的網路威脅。學生們反應熱絡，想法相互激盪、

甚至交叉質問彼此的立論基礎。

另外，隔年我教Research  Methods  f or 

Informatics，在學院要求的書面與口頭報告之外，

我新增六次小考。小考分成兩個部分，一開始是個

人測驗選擇題，寫完之後繳回個人答案卷單獨計

分，接著進入第二階段的團體討論，另外再計分。

在第二階段，學生必須和其他組員討論每一題的

正確答案，試圖說服同儕為什麼自己的答案是正確

的。無論是參與團體討論，或者是集體作答的過程

中，同學們需要學習怎麼溝通，如何說服別人，想

辦法在歧見之中找尋共識，這是成為優秀決策者與

經理人的重要技能。我覺得這不失為一個可以刺激

學生思考、增進表達能力的學習模式，而且能夠馬

上活用甚至檢驗理論是否有效，所以希望日後有機

會回國任教，也能適度引進類似教學法。

108-2學期我在系上講授碩士班的研究與寫作

課程，考量研究所每班修課人不多，我稍微調整了

教學方法並更加強實作練習。具體而言，課前請同

學們在Ceiba上提問，由我整理成問題清單後，第

一節課發給同學們討論；第二節課則針對當週主題

設計分組討論，假如是文獻批判，便發三篇文章給

同學們，根據學到的判準以分析優劣。熟悉概念的

組員可立即提供其他組員反饋，而透過觀察他們的

互動，我也能迅速掌握、重新講解同學們不熟的內

容，這樣學習論文寫作的效率會比較好，不會等學

期末看到書面報告才發現問題所在。因此，我覺得

在學生學習模式層面，臺灣和美國的學生都喜歡活

潑的團體活動設計，跟我們那個年代習慣聽演講做

筆記有很大的不同。而差異較大的部分則在於學習

態度和動機，可能因為制度誘因不足，也可能是社

會上功利主義的壓迫，所以比較缺乏好奇心探究問

題。美國學生儘管程度落差很大，但是程度好的學

生非常積極進取，另外他們慣於挑戰老師的理論觀

點。故不難理解有人說，在美國教書壓力很大，除

了語言障礙之外，另個原因是學生付了高昂的學費

來學校上課，希望課程能對他們有實質幫助。

  2Jessica Chen Weiss,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三、老師曾在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作戰與資訊

安全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可否請老師說明

這個主題的內容、研究法、對國際關係學科的

發展有何新意？也請問老師，未來有計劃結合

實務經驗，於政治系開設有關資訊安全相關的

課程嗎？

這主題的關鍵字是網路，研究網路虛擬空間

對於人們的政治行為、國際互動的影響。首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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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領域的發展脈絡，比較政治和公共行政比國際關

係更早注意到網路帶來的效應，原因在於網路的出

現降低人們溝通、取得訊息的成本。選舉和民主化

研究者關心，網路對政治參與和民主品質有什麼影

響，尤其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網路是否可以改變

威權統治的韌性，是2010年代前期研究的重心。再

來，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

後，假新聞研究蔚為潮流，比方說，如何利用網路

平台散佈和塑造對自己有利的形象，向對手陣營製

造混亂，對於民主品質的影響程度有多大。公共行

政也領先強調電子化政府與資訊管理，在我念大學

的時候，系上已經開授此類課程，不少老師至今持

續深化這些項目的研究成果。

對國際關係學者而言，在網路安全成為要緊議

題後，開始進行理論建構的工作。簡言之，網路既

然是全球化的產物，導致某些現象發生質變，或至

少加速某議題的進展，但也有些領域成功抵銷網路

的衝擊。首先，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最明顯的

變化是科技競爭越來越劇烈。舉例而言，科技發達

國家具有「先進優勢」，先的國家想方設法阻止後

進國家取得技術和資料，後進國家需要投入耗費更

多資源，才能跟上先進國家的技術水平。但是網路

的出現，降低取得知識資訊的成本，或是網路間諜

可以讓他們減少吸取技術的障礙與時間，所以國家

與企業的競爭會因為網路變得更加激烈。

此外，網路也影響了國際法的管轄權等原則，

催生所謂的網路主權概念。全球化雖然已經弱化國

家主權，但是網路讓主權的界線變得模糊，也更容

易產生爭端。比方說在美國用微信發表批評中國政

府的言論，請問管轄權屬於哪個政府？這只是從言

論的面向思考網路主權，還有很多面向值得深入探

討，以修正主權的傳統定義來貼近新時代的變化。

由此帶入第三個領域—國家安全。像是針對關鍵基

礎設施的攻擊，在網路普及之前，必須採取實體攻

擊。但如今，駭客組織可以透過不合規範的載具侵

入系統，或者在物聯網日益整合了，原先相互獨立

的操作型科技系統(OT)與資料網路資訊科技(IT)後，

藉由新浮現的安全弱點滲透關鍵基礎設施的中樞系

統。如此一來，由於難以指認駭客身分，傳統嚇阻

理論是否仍舊適用在網路世界，有很多理論家已經

進行系統性的研究。

第四，必須承認有些實體存在的機制無法被網

路輕易取代。例如即使可以用虛假訊息影響民主

國家的認知，最終還是由該國人民選出他們的領導

者；同理，即便網軍成功滲透其他國家，單靠虛擬

空間的攻擊，依然沒辦法實際佔領目標。甚至，國

家反而展現積極作為想要宰制網路虛擬空間。很

多恐怖組織用社群軟體做政治宣傳，或者有些資

料可以透露出來他們的行蹤與計畫，因此美國政府

跟這些社群軟體公司索取資料，不過遭到部分公司

明確拒絕。中國大陸《網絡安全法》則規定，網路

營運商需要積極提供技術和數據，以協助維護國家

安全。最後是研究方法，網路政治研究的進入門檻

不算低，因為研究技術、背景知識要求比其他國際

關係次領域高。舉例而言，想知道網路攻擊由誰發

起，沒有紮實的基礎，就算駭客留下足跡，還是判

讀不出來；同理，時下流行大數據分析，研究者必

須有文本分析的技術，否則很難完成創新的研究。

我確實有意開授這方面的課程，課程名稱目前

暫定為「網路政治」，計劃先在研究所開授，也將

採取跨領域授課方式及引進實作訓練。課程主題預

計涵蓋網路主權、網路和政治參與、數位監控、網

路攻擊、虛擬貨幣等。我擬定好全盤課程設計後交

由系上課程委員會審定，通過後才能順利開課。

四、老師對於有志於研究外交政策分析、國際

關係的學生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認為最關鍵的因素是確認自己的志向及抱

負，儘早在修課、社團、實習過程中摸索，並盡可能

保持彈性，多接觸不同領域的朋友，了解不同行業

的真實工作處境。比方說，外交官看似光鮮亮麗，

但不見得人人熬得過培訓與幕後默默努力的辛苦。

如果決定從事外交工作或是國際關係研究，外語能

力和跨文化思維相當重要，融入當地才能體會在地

觀點，跳脫僅以臺灣、中國大陸、或者美國角度出

發的作法，實際瞭解該國政治運作邏輯、以及人民

對臺灣的觀感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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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快訊–

蕭全政老師、張亞中老師榮退

蕭全政教授

今年1月母系餐會同時辦理蕭全政教授榮退儀

式。蕭教授於民國73年8月到母系服務，蕭教授研

究領域為政治經濟、亞太經濟合作、政府與企業，

主要開授課程為「政治經濟學」、「政府與企業專

題」等課程。

張亞中教授

母系張亞中教授自民國109年2月1日起退休，張

教授於民國92年8月到母系服務，張教授研究領域

為國際關係，主要開授課程為「國際關係」、「歐洲

聯盟專題」、「兩岸關係專題」、「和平研究專題」

等課程。

■ 本系吳舜文老師代表師生送花致謝

■ 本系張主任致贈蕭老師紀念獎牌表示感謝

■ 系學會同學代表師生送花致謝

■ 張老師蒞臨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親切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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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的母系–外籍生專訪

胡凱瑞（荷蘭）

個人簡介：來自荷蘭的胡凱瑞，今年博士班二年級，大學畢業於烏特列支大學，主修是社會學。大學時曾經參

與烏特列支大學與政治大學的交換計畫，來臺灣交換半年，之後於政治大學就讀政治學碩士，後至臺灣大學

讀政治學博士班。

訪問整理 / 許芳瑄（政論二）

一、學長是在什麼因緣際會下來到臺灣讀書

的？

大學我是在烏特列支大學（Un i v e r s i t e i t 

Utrecht）學社會學，我原本是想要去東北亞，像是

日本或韓國交換。但是我自己是想要去比較遙遠的

地方，恰好當時我們烏特列支大學的社會科學院和

政治大學有一個交換計畫，就決定來臺灣了。

二、為什麼你會選擇到臺灣就讀博士班學位，

可以請你分享當初挑選國家、學校的過程和考

量的因素嗎？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有來臺灣交換過半年，當時

政治大學沒有什麼英文課，所以就開始學中文。交

換結束回到荷蘭後，由於沒有環境繼續學習和使用

中文，因此就決定回到臺灣讀書。我一開始是先在

政治大學的政治系讀碩士，然後再來臺灣大學政治

系讀博士。

三、在臺灣或是臺大印象最深刻或最有感觸的

事情為何？

我在讀碩班時，認識我的太太，之後我的兩個

兒子出生，這對我而言是蠻意義重大的事。

四、你曾經修習了哪些令你印象最深的課程？

因為我的研究領域是政治哲學，我在系上有修

蕭高彥老師的「西洋政治思想專題」，老師會要求

我們在課堂前閱讀政治思想家的原典，並在課堂上

討論，當我在荷蘭大學主修社會學時，我們系上老

師比較注重統計與研究方法，我的學士論文也是寫

統計方法，沒有什麼機會認識社會學家的理論，因

此在臺灣能夠扎實閱讀政治思想家的著作對我而

言是很棒的體驗！另外還有陳思賢老師的「西洋政

治哲學」（政論組大三必修）和蘇宏達老師的專題

課。除了政治系的課程外，我也有選修哲學所開設

的「政治哲學」和社會系何明修老師開設的「古典

社會學理論」，相較於政治所得政治哲學比較注重

於理論的學習，哲學所的政治哲學注重學生與學生

之間對於理論的實際應用，因此會有很多可以與同

學討論、辯論的機會。

五、你對於老師授課方式和同學在課堂互動有

哪些看法？是否和自己國家很不一樣？

由於我並沒有在荷蘭讀碩士和博士，所以沒有

辦法比較臺灣和荷蘭之間的差異。不過因為我大學

時有來臺灣交換過半年，所以比較能夠去做比較

臺灣大學與荷蘭大學之間的差異。臺灣是比較傳

統的社會，老師與學生之間階級分明，而且上課方

式比較像是演講（Lecture）。當時我在荷蘭讀社

會學時，班上常常會有來自臺灣的交換學生會認為

荷蘭的學生對於老師很不尊重，但是我們的法律有

規定，學生可以不用稱老師「老師」，我們可以在

課堂上直接稱呼老師的名字，相較於臺灣，學生與

老師之間的關係比較平等性，我們也會和老師有辯

論，並非全然接受教授的說法。

六、有沒有去過臺灣哪些地方觀光旅遊呢，印

象最深的回憶是什麼？

我基本上都是和我的家人一起出去玩，也幾乎

玩遍臺灣每個地方了。我自己很喜歡去爬山，我上

禮拜和我家人一起去礁溪露營，我認為這是很美好

的回憶。

七、就你和臺灣同學相處，你覺得自己國家學

生與臺灣學生學習風氣有沒有差別？

我覺得荷蘭的學生比較認真讀書，這有幾個原

因。首先，因為大學的課程比高中難；第二是，大部

分臺灣的青少年沒有很多時間去探索自己的興趣、

目標或是談戀愛，所以在上大學後，有了自由，就沒

有辦法把所有心力都投入在課業上。在荷蘭，小孩

是漸進式地把人生該學的東西一步一步慢慢學完。

此外，臺灣和荷蘭的教育體系不太一樣。在荷蘭，

學生比較沒有要考試考得高這種壓力，我們的高中

有分成不同的程度，分成低、中、高，全人口有百分

之六十的人有低程度的高中學歷，如果你上的是高

級的高中，只要完成高中的學位，你就可以選擇自

己想要去的大學，因此跟臺灣高中不太一樣，而且

因為是知道自己想要選什麼，因此在大學時就會比

較認真的讀書。

八、是否曾經經歷過臺灣的選舉，是否曾觀察

臺灣的政治環境，對競選生態、造勢活動感興

趣嗎？

今年臺灣有兩場選舉我都有關心，第一個是年

初的總統大選，第二個是六月高雄市長罷免選舉。

我認為荷蘭和臺灣政治文化最大的差異是，荷蘭是

共識決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而臺灣是

多數決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在前者，

我們的政黨體系是多黨制，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

掌握國會多數，因此政黨和政黨間總是需要合作；

後者的政黨體系為兩黨制，任一政黨可以完全掌握

立法權，因此不需要和在野黨合作。因此，多數決

民主的政治文化的特色是「競爭」，而共識決民主

的政治文化的特色為「合作」。我認為這是臺灣與

荷蘭兩者之間最大的差異。至於其他部分，像是候

選人與選民的互動之類的，我認為臺灣與荷蘭沒有

什麼差異在。至於高雄市長罷免選舉，我認為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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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棒的，人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市長，也可以在做

不好的時候，罷免他，再選一個自己喜歡的，這是

民主的展現。

九、會建議自己國家的學生來臺灣唸書嗎？也

請提供以後來臺灣的學生一些意見？

如果是要讀中文和政治思想，特別是中國政治

思想，臺灣是一個非常適合學習的地方！在臺灣，

由於是自由民主的社會，因此我們可以暢所欲言，

享受不同觀點之間的碰撞，另外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臺灣的生活氛圍，因此會推薦荷蘭的學生來臺灣讀

書。

十、從臺大畢業後，對未來的規劃是什麼？想

留在臺灣工作還是回國呢？他們認為現在在政

治系的學習對他們的幫助是什麼？

目前應該會留在臺灣找工作，因為我的小孩和

老婆都在臺灣。我認為其實政治系學習的內容並不

是為了就業，但是我認為在大學學習可以幫助學生

學會如何寫作、學會如何去閱讀複雜的資料、與他

人溝通、組織自己的想法和觀點，另外就是學會與

他人合作，這是和你學習的科系無關的。■

多元文化的母系–外籍生專訪

金孝中（韓國）

訪問整理 / 王顥源（政論二）

1.到臺大就讀研究所之前對臺灣的印象或想象
為何?

感受其實有點複雜，因為來臺灣讀書之前我

已有十多年的工作經歷。在上高中時候，因為我是

從高中開始學中文，當時老師都是從臺灣來的。但

自從1992年韓國與中國建交，在中文課程上中國大

陸的老師開始取代臺灣老師。而那個時候，一開始

不太懂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覺得中國大陸

是很龐大的國家，所以韓國與它交往也是很理所當

然的。但之後上大學，開始了解到歷史、政治相關

的事情，就覺得對臺灣有種不好意思的感覺。其實

1992年開始韓國就積極與社會主義國家建交，例

如：俄羅斯、中國等，那當時所有的民眾也就順應

潮流，也不太考慮到臺灣人的感情。而在某次因緣

際會下看到一張照片，是中國大陸與韓國建交前一

天，在韓國首爾的駐韓大使館前中華民國的國旗慢

慢的降下來，而那時看到這張照片就有個說不出來

的特別感覺。

2.為什麼你會選擇到臺灣就讀碩士班學位，可
以請你分享當初挑選國家、學校的過程和考量

的因素嗎？

來臺大讀書之前我並沒有來過臺灣，所以對我

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且也沒有住在海外長

時間的經驗。一開始是因為兩年前，公司給我一個

到海外國家讀研究所的機會，因為我的公司是專門

與中國大陸做貿易的。在當時，要學習中華政治文

化的知識就要到中國大陸、臺灣或港澳地區。而會

選擇臺灣的原因，除了在高中、大學時所感覺到的

那些感受，還有國家社會體系的問題，如果想學習

中華文化、政治需要學習許多政治資訊，但去中國

大陸的話，有些資訊無法透過上網獲得到，又或某

些議題在中國大陸過度敏感是無法觸碰的。另外，■ 金孝中(碩109年班)與導師石之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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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原因是在中國大陸、臺灣或香港等大概錄

取了2、3間學校，但在那時有個在臺灣的韓國好友

知道了這件事，告訴我如果我選擇到臺灣讀書的話

他可以幫忙。因為我不像一些年輕人，我需要帶著

家人，所以除了要考慮家人外，也必須照顧家人的

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必須花蠻多在家人身

上，讀書的時間會很不足。而那位在臺灣的韓國好

友說他可以幫我們的忙，他們已經在臺灣很久了，

不管什麼方面都能他們都可以幫上忙，讓我能放心

的在臺灣讀書。

3.在臺灣或在臺大印象最深刻或最有感觸的事
情為何？

我覺得臺灣人蠻有意識的在維護臺灣社會的秩

序，不管我去什麼地方，人都非常重視那個地區的

秩序、規矩。像我帶我的孩子去公園，所有的家長

都提醒他們的孩子要遵守規矩。所以，我覺得臺灣

對於秩序的維護，也使臺灣在不管什麼領域都能比

較穩定。而臺灣比較不需要藉著法律的強制性，人

民都有遵守規矩的意志，像是如臺灣在這次肺炎的

疫情中，防疫的成果十分的成功。

4.你曾修習了哪些令你印象最深的課程？你對
於老師授課方式和同學在課堂互動有哪些看

法？是否和自己國家很不一樣？

我有修習了導師石之瑜老師的文明政治，以及

張登及老師的中共黨史導論專題。石之瑜老師算是

蠻前輩的老師，他的學識成就方面是個「大咖」，

他的知識涵養很高。從學生角度來看讓人感覺有點

難接近，但石之瑜老師非常包容學生的各種意見，

特別是外籍生大部分都有中文表達上的問題，所以

我想要傳達我的意見，會比臺灣學生需要更多時間

溝通，但石老師都十分包容每一位學生。而在本堂

課程上每個學生都很積極的討論，相互激發很多想

法。張老師的教學方法則比較不一樣，張老師他非

常擅長傳達他的知識。他不太嚴肅，他可以make a 

joke，上課起來比較輕鬆、詼諧一點，能讓學生放

鬆起來，並且會一直鼓勵學生。我剛結束碩一的時

候，開始煩惱要選擇什麼主題來寫論文。因為我有

兩年時間的限制，碩一的時候又因為要上一些系上

必修課、寫期末報告，所以還沒時間準備寫論文。

但張老師十分鼓勵我，他在我碩士班時間安排上給

我很大的幫助。沒有他的幫忙的話，今天的我不敢

想像。石老師及張老師皆會從我的角度去理解我

帶著家人來臺學習的生活，他們的鼓勵讓我比較放

鬆。因為我不是單身，所以與其他學生交流的機會

比較少，我沒參加學校社團。下課後，我要去學校

接我的孩子，所以我沒辦法消除我所有的壓力，但

有了老師的支持，我可以面對、克服這些問題。

5.就你和臺灣同學相處，你覺得自己國家學生
與臺灣學生學習風氣有沒有差別？

臺大蠻重視討論，從我的經驗來說，學校之中

同學間的討論是非常重要的。亞洲國家其實不太重

視討論，國高中大多課程比較是老師在臺上講，而

學生在臺下聽課、抄筆記。在這樣教育環境下，學

生上大學後開始需要討論，很多學生沒有辦法適

應這種環境，不知道怎樣進行討論。但在我所上的

課中，臺灣學生蠻積極參與課堂的討論，過程當中

有每個人的意見，但過程中如果有人的意見屬於少

數派，或是議題較為敏感，大家還是能夠積極的討

論。但在韓國，若自己意見較為少數，我想很多學

生會比較不敢開口，這樣就導致討論結果就會只

有同一個方向，會比較缺乏各式不同意見的激盪。

我想我們都處在一個亞洲，受儒家的影響一樣，但

這些氣氛的確不同，原因到底在哪裡呢？其實不止

有在討論方面，從韓國的中年輩的阿姨髮型也可以

看出端倪，那些阿姨們的髮型通通都一樣，都是短

髮、頭髮燙的捲捲的。但是在臺灣，那些婆婆阿姨

們頭髮有長有短、各具特色，這個看起來雞毛蒜皮

的事，在我看起來是讓人非常驚訝的。從以上就可

以看出臺灣蠻尊重個人的風格、特色、意見、嗜好，

比韓國更重視每個人的多樣性。韓國就不太寬容，

若你不太一樣，就會覺得你較不合群。而臺灣學生

在學習方面也比韓國學生，比較會包容各式各樣的

意見，他們懂得尊重其他人的意見。

6.是否曾經歷臺灣選舉，是否曾觀察臺灣的政
治環境，對競選生態、造勢活動感興趣嗎？

我發現臺灣許多參選人的平均年齡蠻年輕的，

有很多年輕人都有參與制度方面的改革。雖然韓國

在法律上參選資格也是25歲以上的韓國國民，就可

以參與國會議員選舉，但其實那些年輕人很難被選

上，因為韓國長輩的政治文化讓年輕人比較沒有機

會選上。例如說：在韓國每個黨派表面上都說我們

準備聽從年輕人的意見，我們需要青年人才，我們

要招募青年來我們的黨，但是其實只是一種話術。

在政黨不分區名單上青年人仍都排在比較後面的

位置，那些青年實際選上的機率仍比較低。而在選

區方面，青年也會被分配到競爭較為激烈的選區或

者是勝算不大的選區。不管什麼黨都只是利用年

輕人，真心招募年輕人、需要年輕意見都只是話術

而已。但在臺灣相對而言能選上議員的青年較韓國

多，氣氛、環境都更鼓勵年輕人從事政治領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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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cross Boarders
海外交流經驗談

吳瑋庭西班牙交換紀實

工作。而造勢活動從我的角度來看，臺灣總統候選

人都蠻重視造勢活動，動員許多粉絲、造勢場所也

都人山人海。但在我的回憶當中，我國中的時候，

韓國之前的造勢活動也是如此，但現在韓國更重視

線上。在我觀察，在實體的這種造勢活動當中，不

同陣營之間會有更多交流的機會。而如果是線上的

話，各政黨在網路上發布的宣傳，譬如在Youtube

上，大數據皆會推薦給你與自身立場相近的影片，

所以這些線上造勢的話，各陣營間更難有互相溝通

的機會。

7.從臺大畢業後，對未來的規劃是什麼？想留
在臺灣工作還是回國呢？他們認為現在在政治

系的學習對他們的幫助是什麼？

我在韓國是公司人力資源開發部的，是公司派

遣來臺灣就讀研究所，我的計劃是回韓國公司上

班。我希望我在這裡學到的東西、經歷過的經驗，

能讓我調動到可以利用這些知識的部門，但實際還

是要看公司的安排。我的公司基本上是貿易公司，

搞貿易、金融的人蠻多，但在做國際貿易的過程之

中，控制不了的那些因素是政治方面，相較於其他

成本是可以預期的，而政治方面所造成的影響則無

法輕易預測。我們公司主要貿易的是石油化學相關

的商品，地緣政治十分的敏感，對我而言，政治系

的課程給我的幫助就是增進地緣政治相關的知識，

並拓展國際政治的視野。

而如果要我給那些之後學習政治系的後輩一些

意見的話，我會推薦如果有機會的話要積極參與同

學之間的交流。一般而言，寫報告、論文大多時間

都是要一個人自己坐在椅子上獨自寫，但我推薦他

們與其他同學交流。因為碩班的時間很短，如果你

只顧著自己的事情，你會失去很多與同學交流的機

會。這樣的交流在學習方面蠻有幫助的，能讓心情

穩定下來，並能從交流中獲得自己從來沒有想過的

東西。

而如果是外籍生的話，碩士畢業要寫的東西很

多，如果他中文能力不夠好的話，要直接寫論文的

話是不太容易，初稿需要做很多的修改。一開始必

須要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先寫，然後完成之後再開始

翻譯，所以作為一個外籍生在時間上會比較趕。像

今天這麼好的天氣，很多時間都必須要在圖書館裡

面讀書，中午出去吃飯的時候，看到很多學生享受

他們的校園生活，真是太慘了（笑）。我的期待是

結束研究後，我想要好好享受、放鬆。而兩年前，

大概是7月份來臺灣的，離臺大開學大概還有兩個

月的時間，我第一個去的地方是墾丁。因為之後我

開始讀書的話，就比較沒有機會去各個地方看看。

如果能圓滿完成論文的話，我希望能找個時間好好

的環島，看是要「順時鐘」還是「逆時鐘」環島呢

（笑）？■

在學校學了西班牙文後，便想去到西班牙、歐洲看

看。沒有到國外看看，真的不會知道歐洲當地的實

際情況，也不會知道臺灣的特別。

圖、文 / 吳瑋庭（國關五）

■ 巴塞隆納著名地景：聖家堂外觀

■ 巴塞隆納著名地景：奎爾公園，早上八點前
    抵達不僅免費，更能觀賞日出

文化融合的西班牙，又「歐」又「非」

西班牙歷史悠久，從希臘羅馬時代便開始發

展。中間一度被阿拉伯帝國統治，最後西葡兩國合

力南下才將最後一股伊斯蘭勢力逐出伊比利半島。

也因此在法國曾流行一種說法：「歐非的邊界是庇

里牛斯山，庇里牛斯山以南就是非洲了！」也就是

說，在法國人眼裡，被阿拉伯統治過的伊比利半島

並不是正統基督宗教國家，因而不屬於歐洲。當然

這都過去了，現今我們都知道西班牙地處南歐，為

地中海進出大西洋的要塞。

在現今西班牙境內，能夠欣賞到各種不同時

代的建築如馬德里皇宮、聖家堂、阿爾罕布拉宮等

等；也能夠欣賞許多著名畫家的畫作，如達利、畢

卡索、維拉斯奎茲等等；甚至今日的西班牙文裡面

有許多詞彙是從阿拉伯文借用過來的，可見阿拉伯

文化影響西班牙甚深。

■ 金孝中系友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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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交換學生學甚麼？

巴塞隆納大學創立於 1450 年，是加泰隆尼亞

境內最古老的大學。幾個世紀下來的學術成果卓

越，資源豐富，為加泰隆尼亞乃至西班牙地區最好

的大學（根據2021的QS排名為183名）。另外，巴

塞隆納大學以加泰文授課為主，以西班牙文為輔，

偶有英文授課。舉我上的課為例，「公共政策的經

濟評估」是一門以英文授課的選修課程。

「公共政策的經濟評估」為小班制的課程，課

堂的進行分成兩部分：教授講解、學生討論。教授

會利用課堂前一個小時講授內容，涵蓋了所有的經

濟評估方法，線性回歸、非線性回歸、質化分析等

等。接下來半小時，老師會提供實際案例（西班牙

為主，歐盟地區為輔）供學生分組討論。

這門課的學習不只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

更多的地方在於了解西班牙當地的政治生態。當地

的政府在推出一項新的政策時，會考量的是甚麼？

和臺灣的政治生態有何不同？成效如何？比方說；

選定電廠廠址也好，垃圾掩埋場也好，我們必須考

慮許多因素才能制定一項政策，而且不同地區所要

思考的要素大相逕庭。

在課堂討論的過程之中，認識了許多同為交換

學生的歐洲人。也因此能夠瞭解到不同國家的人在

問題分析討論時的思考邏輯不同。南歐的西班牙跟

義大利人比較浪漫一些，會有許多創意發想；德國

人通常都在這想法中找尋最合理的幾個；而身為臺

灣人的我總是從小處著眼，看看細部的問題所在以

尋求最佳解。幸運地，在課堂結束後也成為朋友，

會一起出遊，甚至一起參加朋友舉辦的International 

Dinner，將臺灣的美食分享給各國朋友。

各地守護神保庇地方

西班牙各個地區有不同的守護神，各地慶祝的

時間不一樣，活動內容也不盡相同。巴塞隆納的聖

梅爾塞節（La Mercé）是巴塞隆納守護神的節日，

屬於地區性的國定假日，於每年的九月二十三日舉

行。而慶祝活動在節日的前一個周末便開始，整個

巴塞隆納會湧進大量觀光客，擠得水洩不通。有煙

火噴泉表演等慶祝活動，但其中最著名的兩個活動

分別為煙火遊行及疊人塔。前者類似臺灣元宵節的

民俗活動──鹽水蜂炮；後者則類似臺灣中元節民

俗活動──搶孤。但仍舊有細微的不同。

當地的煙火遊行多由小孩組成，會拿著帶有煙

火的火炬走在大道上，一旁的觀眾則在旁邊衝鋒陷

陣；疊人塔並不向臺灣一樣一個人一個人爬上去，

而是全部由人所組成，因此塔的底端必須是年輕力

壯的壯年男子，而塔的頂端通常為年約僅五六歲的

孩童，從底端一層一層開始，最後等到小孩爬上頂

端後結束。而疊人塔會在市政廣場前舉行，活動當

天市長也會蒞臨。而上述這些活動也都是先人為了

祈福所衍伸出的種種活動，其來有自。

■ 梅爾賽節(La mercè)疊人塔表演

■ 巴塞隆納大學法學院一隅

■ 與世界各國的交換學生一同參加International Dinner，
    身為美食王國的臺灣人當然要大顯身手一番，秀一波
    廚藝

■ 巴塞隆納大學舊校區一隅

■ 梅爾賽節(La mercè)鞭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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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窺分離主義

2017年，加泰隆尼亞政府策劃一場獨立公投。

雖然通過率高達92%，但投票率卻不到五成。最後

被中央定調為違法公投。2019年，當年的十來位領

袖被判刑。支持加獨的民眾不滿，策動了罷工，上

街遊行。不過有心人士利用機會發動衝突，影響當

地甚鉅。

在罷工當天，我和室友到了遊行現場看看巴塞

隆納居民，大多數參與遊行的居民都會配戴加泰隆

尼亞獨立的旗幟或是其他配件。有別於臺灣的遊行

抗爭，巴塞隆納的遊行雖然追求獨立，但是大多數

人會聚集在路上，席地而坐，甚至喝酒打牌，好不

愜意！儘管如此，還是有部分激進份子利用遊行知

名，行攻擊之實，造成民眾恐慌。

而在宣布判刑的那個星期，每天晚上十點支持

加泰隆尼亞獨立的巴塞隆納居民會在陽台上敲鍋

子，以向西班牙政府表示不滿，也向外地居民表示

加泰隆尼亞獨立的意志。如果同一條街上鄰居也支

持獨立，也會敲鍋回應。最後整個城市都充滿了敲

鍋的聲音。這就是著名的CACEROLAZO，直譯成

中文就是敲打鍋子。

「愛逮丸」，世界皆然

我和其他兩位同到巴塞隆納的臺大同學到近郊

的 Outlet 逛逛，看看有沒有剛好有缺的東西可以

買。但是近郊離市中心太遠了，去程搭火車去甚至

還要再從火車站再搭十五分鐘的計程車才可以到。

回程時夜已深，沒買甚麼東西卻還要花錢回到市

區，實在不想要再花錢搭計程車。於是我們就詢問

路上經過的阿姨，阿姨也很熱心載我們到離市區較

近的火車站。路上聊了很多，阿姨也非常了解臺灣

在國際社會被打壓的情況，相談甚歡。當然，全程

四個人所使用的是西班牙文，這次體驗也順便練習

了西班牙文呢！

另外一次，和一位同到巴塞隆納的臺大同學至

畢爾包（西班牙北邊工業大城，瀕臨比斯開灣）旅

行。適逢當地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建館周年慶，美

術館免入場費，整個城市都是外地觀光客。在個小

廣場中有數十個攤位聚集於此，擺設了假日市集。

而我們在其中一個賣古幣的攤位看到了新台幣十元

與一元，正當我們在討論時，老闆來和我們聊天。

他非常清楚臺灣和香港（當時反送中的新聞仍舊鬧

得很大）的國際情勢，非常支持我們也希望我們能

加油，不再受中國的壓迫。很可惜我帶的臺幣放在

巴塞隆納，要不然就可以送給老闆作為國民外交。

宵小猖獗，小偷也開工囉

歐洲多數地區生活水準高，但是治安並沒有隨

之提升。夜裡獨自一人走在街上，不論女生男生都

要當心。我有過遇到小偷的經驗，還好自己知道遇

到小偷後警覺心提高，並沒有東西被偷走，算是不

幸中的大幸！那次我和同學打算搭夜車到畢爾包，

在公車總站等待時，兩人在聊天。誰知道這時候一

名戴著耳機、穿著灰白色帽Ｔ的男子撞了我一下。

起初我也沒多想，直到旁邊好心的路人提醒我

我被黃芥末醬潑到，我才恍然大悟，為甚麼剛剛那

名男子在這麼大的等待區要往我身上撞。於是我馬

上打電話給我室友，請他帶另一件我的外套給我。

等我室友的同時，我們也馬上移動到明亮的公車售

票亭，確定沒有人跟上時才開始把身上的東西脫下

來清理。從此，不管在哪裡，如果被人撞到，我都會

停下來確保自己身上沒有被做記號，被當成小偷眼

中的肥羊。

另外一次，接待從美國來的朋友來巴塞隆納遊

玩。搭乘機場捷運轉乘時，被兩名彪形大漢擋在地

鐵列車門口。他想要偷我口袋裡的錢包，所幸我的

牛仔褲滿緊，在他還沒偷到以前我就看到他意圖不

軌。最後他在那邊顧左右而言他，我也毫不客氣地

回了他幾句西班牙文，別讓他以為看起來是亞洲面

孔的人就都好欺負。

申請居留證比出國旅遊困難？

由於待在西班牙的時間超過半年，需要申請居

留證才能合法待在西班牙。雖然略有耳聞申請居留

證困難重重，但沒有想過會這麼挫折。首先到了當

地便開始到政府網站申請預約，但怎麼預約都沒有■ 與載我與同學回到市區的阿姨合照留念

■ 與載廣場販售錢幣的商家討論兩岸關係後合影留念

■ 被小偷潑上芥末醬的外套

■ 梅爾賽節(La mercè)疊人塔表演，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
     者於廣場旁放置獨立旗

■ 加泰隆尼亞獨立份子於全區罷工當天的遊行，許多人
     席地而坐，喝酒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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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成功，而且規定沒有預約不能進入外事警察局

裡申請。於是乎整個九月十月每天早上七點多八點

就開始進入網站，依舊未果。

網路上寫說這些預約的名額都被壟斷了，律師

事務所或是其他代辦會用低價聘請外國（巴基斯坦

等）勞工，利用時差的優勢瘋狂搶名額，再用高價

賣出，在網路上有看過一個預約席次要價90歐元。

甚至詢問了當地退休警察，他給的回答就是「花

錢消災」，這件事情在西班牙合法，政府也不會禁

止，因為他可以收稅。最後迫不得已直接到外事警

察局外面堵人，逢人就問他是怎麼弄到預約的？花

了多少錢？

最後我花了30歐請中國的代辦幫我預約，在十

一月中成功申請，在十二月中拿到居留證，但我已

經在西班牙待三個多月了。也因此放棄了十二月初

到倫敦觀光的規劃。現在想想，臺灣的公家機關服

務真是太周到了。總會有個志工帶領你，怕你不知

道要準備甚麼東西還會在一旁指導。正所謂「沒有

比較，沒有傷害」。

冠狀病毒，如火如荼

全球因為冠狀病毒肆虐，各地身受其害。西

班牙也不例外。雖然前期只有在離島幾例，但隨著

義大利淪陷，義西之間往來頻繁，西班牙也隨之淪

陷，尤其馬德里與巴塞隆納兩大城市。也因此經過

評估及討論，決定提早結束歐洲的交換學生計畫，

回到臺灣。也因為事出突然，只能用短短三天的時

間處理所有細節，行李、房租、學校等等。在買機

票時，原先買的是阿聯酋航空的機票，但由於3/16

起，臺灣當局宣布杜拜為三級地區，杜拜便停飛了

所有往來臺北與杜拜的班機。還好臺灣人在西班牙

■ 進入外事警察局等候辦理居留證的號碼牌，當時已經
     11月，離規定的時間已經超過三個月

有個群組，裡面有所有要回臺的資訊，馬上換了另

外一張機票，轉了兩次飛機。所幸順利回臺，居家

檢疫後也幸運沒有得病。便繼續回到臺大修課，待

學期結束後即可畢業。

臺灣疫情獲得控制的同時，西班牙卻不見趨

緩。由於西班牙天性樂觀、熱愛戶外群聚活動；加

上地方自治權極大，難以中央集中管理；以及自

2008歐債危機以降，西班牙為了遵守撙節的政策，

雖然經濟有所成長，但每年刪減了許多健保衛生福

利預算。種種導致西班牙衛生醫療體系處與危險

平衡狀態，平時能夠應付所有西班牙人的醫療需求

（西班牙的衛生體系全球前十），但是像此次冠狀

病毒的侵襲，便難以招架，醫療體系崩潰。所幸現

況看來有比較好，希望疫情能速速過去。

七個月的不虛此行

這次的交換計劃，雖然因為疫情縮短了三四

個月，卻也深深了解「計畫趕不上變化」。但是在

短短的七個月交換生活，除了異國的校園生活外，

更體會了西班牙巴塞隆納的足球賽、畢爾包的古

根漢美術館、潘普洛納的奔牛節、瓦倫西亞的海鮮

燉飯、馬德里的索菲亞美術館、特內里費島的活火

山、大加那利島的三毛故居；還有法國巴黎塞納河

的浪漫、法國史特拉斯堡的聖誕市集、法國蘇吉通

■ 巴塞隆納外事警察局外觀 ■ 因為疫情離開巴塞隆納時的機場，連機場的免稅商店
     也都關門大吉

■ 西班牙美食：Tapas，用牙籤插著食物(可以是海鮮、馬
     鈴薯烘蛋、臘腸、鵝肝、牛肉等等)，非常適合配酒

■ 於馬德里街道上所攝的西班牙國旗，在巴塞隆納由於
    分離主義的關係反而不常見，常見的為加泰隆尼亞獨立
    的星條旗

■ 老安道爾市區合影。安道爾為巴塞隆納附近的小國，
     為知名的滑雪勝地

■ 因為疫情離開巴塞隆納，離開前與房東太太的合影留
     念

峽灣的壯觀、德國司徒加特的汽車工業、瑞士蘇黎

世的寒冷、安道爾的小而美、葡萄牙的蛋塔和輕軌

列車。雖然還有很多沒有機會造訪，但沒有遺憾，

就沒有下次！期許自己未來能夠再赴歐洲一次，體

會更多歐洲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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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美食：Churros，吉拿棒。其實就是炸麵團，西
     班牙式的油條

■ 三毛故居，其海邊的公園現已為「三毛角(Rincón de 
     San Mao)」

■ 從大加那利島上遠眺德特內里費島上的泰德峰，其為
    地表第三大的活火山，也是全歐洲遊客最多(世界第八)
    的國家公園

■ 瓦倫西亞海生館外合影 ■ 一同去交換的臺灣學生參加加泰隆尼亞地區所有大學
    所舉辦的路跑活動，只要參加就送啤酒唷

■ 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外觀

■ 潘普洛納奔牛節的雕像

■ 馬德里皇宮內部裝潢，富麗堂皇、雕梁畫棟，馬德里皇
     宮為歐洲三大皇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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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分享

TASPAA 2020年度最佳期刊論文

TASPAA 2020年度最佳學位論文碩士在職專班組

TASPAA 2020年度最佳學位論文碩士在職專班組

TASPAA 2020年度最佳期刊論文、
最佳學位論文獎

本校最佳學士論文獎

母系郭銘峰副教授與中央警察大學王俊元教授合著之期刊論文榮獲TASPAA(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

所聯合會)2020年度最佳期刊論文。母系碩士在職專班組學生邱慧珠、張家齊分別榮獲TASPAA(台灣公共行

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2020年度最佳學位論文獎特優及佳作，恭喜各位獲獎者。

本校第四屆學士班學生論文獎頒獎典禮6月12日下午15:00於校總區第一會議室舉行，本院社工系郭佳安

同學（沈瓊桃老師指導）榮獲傅斯年獎，以及政治學系邱鈺涵同學（林子倫老師指導）榮獲院長獎、鄭佳玟同

學（郭銘峰老師指導）榮獲優良獎，恭喜獲獎同學。

圖 / 彭錦鵬老師提供

作者姓名

郭銘峰

王俊元

學生姓名

邱鈺涵

學生姓名

鄭佳玟

獎  項

院  長  獎

獎  項

優  良  獎

作者姓名

邱慧珠

作者姓名

張家齊

指導教授

林子倫

指導教授

蕭全政

獎  別

特    優

獎  別

佳    作

刊登期刊名稱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47
〈Q1〉；5 year Impact 

中、英文論文名稱

空汙的跨域治理與地方政府量能之探討：以臺灣北部空品區為例

Cross-Boundary Cooper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Capacity in 
Air Pollution: A Case Study of North Air Quality Area in Taiwan

中、英文論文名稱

地方創生與社會影響-以基隆市中山里為例

Placemaking and Social Impact: A Case Study of Zhongshan 
Village, Keelung

畢業校系

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

畢業校系

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

論文題目

公民參與文化資產保存審議之

研究-以民主立方體為分析取徑

論文題目

歐洲各國因應全球化下難民潮的

政策：以英國和德國為例，2014-
2018 

論文題目

How Do intr insic  Motivat ions, 
Work-Related Opportunities, and 
Well-Being Shape Bureaucratic 
Corruptibility？



臺
灣
大
學
政
治
學
系 

 

系
友
會
訊 

︱ 

第
十
九
期

19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系友會訊

5150

張登及(80年班)：今天很榮幸邀請兩位母系
系友蒞臨母校分享從政經驗，兩位立委的共通點

除了都曾在臺北市議會服務過，也都是以十萬票以

上高票當選、實至名歸的勝選人。兩位從政經歷豐

富，在年輕時即投入政治領域，想請兩位分享各自

在怎麼樣的契機之下投入政壇？當中的心路歷程為

何？在擔任國會、議會實習助理期間，歷經怎麼樣

的訓練？對於想投入政治領域的年輕後輩，有什麼

樣的建議？

吳思瑤(EMPA8)：我的求學背景並非法政相
關，大學就讀於輔大西文和日文系，在雙語言、不

同文化的學習經驗中，也影響日後我對「文化」領

域的投入與重視。即使非政治學門出生，但我對於

政治感到興趣，萌發於兒時的成長經驗。

小時候，我跟父親會去後火車站找拉著鐵門的

商家買用報紙包起來的「黨外雜誌」，也就是美麗

島雜誌。當時，我的工作是在父親結完帳後，迅速

地把黨外雜誌放進機車底座，而此也開啟我對「黨

外事務」的興趣與好奇。高中時期，經歷了野百合

學運，當時我所就讀的板橋高中（板中）不准學生

去參加學運，相比建北學生可以參加學運，當時的

我覺得板中學生被規定不行參加，顯得不合理。接

著我開始嘗試與板中校長溝通，希望爭取學生參與

政治的權益。最後，板中校長退讓一步，願意讓學

生低調參與。也因此，高中參與野百合運動的經驗

讓我對政治的認識與投入更進一步。在大學畢業

後，我開始擔任民進黨內的幕僚，首先從黨團助理

開始做起，接著一步一步再到國會辦公室主任，以

及行政院院長辦公室參議。

文字整理 / 呂冠樺（政研二）

2020年臺大社科院實習週：
           吳思瑤與林奕華學姐國會經驗分享

政治領域需要更多心血參與改革，而民進黨給

年輕世代朋友很多機會，在我歷經十年基層性的訓

練後，我在29歲第一次參選台北市議員，並在第三

屆後參選國會立委。「女孩，你為什麼從政？」是我

當時的競選文選，我選擇穿布鞋在很多地方參與選

民服務，而非持續穿著舞鞋跳著曾經最愛的芭雷。

我的從政經驗，在前十年主要做幕僚，後十年在做

議員與立委，即使工作內容些許不同，但始終我的

骨子裡對於「藝文」領域抱有高度興趣，也因此，

藝文成為我參與政治的著力點，也是我最為關心與

付出的領域。

「政治是我的事業，文化是我的志業」—我認

為文化、藝術、教育議題是很重要、受較多人忽視

的領域。文化藝術是我一直想推廣的領域，因此

我開始找在地的藝術家、創作者一起參與很多計

畫。我製作過六部公益舞台劇，同時也參演其中，

例如，在我與紙風車劇團的合作經驗中，我們藉由

兒童音樂劇形式，把表演藝術帶進社區，讓更多小

朋友參與，讓他們更能親身體驗劇場文化。除此之

外，在電影製作上，我除了能審文化部預算，來支

持國內電影，但我同時也親自投入微電影製作，我

支持很多青創家拍攝，希望能透過我的視角來記

錄很多當年年輕人在台北打拚奮鬥的故事，同時我

也打造過行動電影院，邀請美力3D巡迴士林北投

國小，帶到大街小巷，為了讓更多孩子看見台灣的

美。

很多藝文創作者是我的朋友，我認為我需要在

工作之外，創造出更多讓藝文工作者發揮的空間，

讓他們有空間跟舞台來發揚臺灣的軟實力文化。我

喜歡用我自己政治工作作為載體，推廣文藝，推廣

臺灣的軟實力。地方創生，是源自日本的概念，我

希望紀錄更多地方的故事與美好，這也是我經營

士林北投地區最核心的目標。近期，我開始推廣 #

讀樂樂計畫，打造在士林北投十座讀樂樂公園圖書

館，讓書籍自由流動，成為假日兒童休閒時的好去

處。這項計畫除了硬體設備的打造，我們也從軟體

層面努力推廣，例如我們找十位藝文領域相關的知

名人士來做「選書人計畫」，希望藉由他們推薦書

目方式來帶動更多人參與我們的 #讀樂樂計畫。

也因此，政治跟藝文的距離在我心中是很近

的，結合我熱愛的人文藝術在我的政治工作中，發

揮出我的「政治文化力」是我參與政治最大的使

命。

關於給予對政治有熱情的年輕朋友建議，首

先，要先跟大家分享國會助理的工作內容。國會助

理大致可再分為政策助理、行政助理、服務處助

理：政策助理除了要做法案、政策研究，還要撰寫

質詢稿、新聞稿、採訪通知，以及法律提案、協助

舉辦各式公聽會、協調會；而行政助理偏向處理行

程安排、採購、安排中堂、輓聯等公關品；最後，

服務處助理是第一線接觸選民、處理民眾陳情的

團隊，也要參與地方活動、婚喪喜慶跑攤、選區內

的人脈經營等。最重要的事，國會助理還要兼任小

編，協助新媒體的經營。

我認為作為國會助理必備條件，並非來自於你

的學歷背景要法政相關，而是你專業與熱情的綜

合，例如要對土地有熱情，對於政治事務是敏感有

sense的。最重要的事，要認識與認同你的老闆，要

事先知道老闆所關心的議題是否與你的喜好興趣有

所相關。因為每個立委對於自己的政治定位有所不

同，以我來說，我喜歡文藝，因此希望作為我的國

會助理，對於文化推廣、文藝也是有所興趣。總而

言之，不管學什麼，「熱情」是支撐走政治領域最

重要的要素！

■ 社科院王泓仁院長（中）開幕致詞



臺
灣
大
學
政
治
學
系 

 

系
友
會
訊 

︱ 

第
十
九
期

19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系友會訊

5352

林奕華(80年班)：首先，我想要問大家喜不
喜歡自己的所學？我希望大家能喜歡自己所學，並

從中知道如何運用這些所學來幫助自己。我的所學

是公共行政，大學就讀臺大政治系，恰巧與在座的

登及老師是同系同學，我們都是1991年畢業的系

友。

政治工作雖然強調執行面，但我認為在政治工

作場域，需要高度思維與價值理念，也因為我在大

學期間接受政治系的良好訓練，助於我日後政治工

作的思考與應用。在求學期間，我很早就知道自己

的興趣所向，在高中時期，我大量閱讀社會科學書

籍，萌發我對於政治的興趣。在升大學時，歷經臺

灣解嚴過程，當中帶給我很多思辨的空間，也影響

我的政治信念，這個經由自己思考、所見的經歷遠

大於政黨所給。在進入大學後，我參與學生自治組

織，擔任第三屆臺灣大學學生會會長，在畢業後，

擔任過一年國會助理，並在出國讀完碩士後，回來

短暫地在補習班教過英文。後來進入陸委會工作，

因為自己較喜歡做規劃執行性高的實務工作，因

此後來轉往非營利組織（NGO）工作。在民國102

年，在時任臺北市長郝龍斌邀請下，我接下了臺北

市教育局局長工作，又在106年到新北市擔任教育

局局長。這些經歷讓我深刻體會，中央政府才是政

策、法令的重要推手。所以，我在有豐富的行政經

驗後，轉往投入中央性的選舉，競選成為能推動更

多法案的民意代表，而「教育」就是我最關心的領

域，也是我自己從政的定位。

至於何者作為國會助理的必備要件，或是擔任

哪一種助理比較厲害？我認為每個助理都需要一

定基礎能力，但最重要的是團隊合作。從政的工作

就像在建造一棟房子，而負責選區經營的助理，就

像是在幫你的老闆與團隊作打地基的角色，也就是

能成功建造出一棟房子的關鍵。之所以強調選區服

務、地方支持基礎的重要，是因為從我自身的經驗

中體悟。首先，在多席次的選舉規則中，要找出自己

特色，成功與其他候選人作出區隔，那勝選的機率

就大一些。相對地，若在單一席次國會選舉中，那

個張力、壓力度、殘酷性更大，能勝出也得仰賴在

地方長期性的耕耘。以我的經驗來說，為何我在隔

了8年才出來再選國會立委，卻能選上？其實靠的是

當初擔任議員時所打的基礎。

我在當臺北議員期間，接手過的地方選區服

務，從簡單到困難的皆面對過。印象最深的是一個

從豪宅在經歷921地震後變成受災戶的案子。這件

案子隔了兩屆任期，才成功與營建商協商完，讓營

建商原價買回。有時候處理案件的時間很長，同時

民意代表必須面對層出不窮的民眾陳情，同時可能

手上有很多案件需要處理。因此，我認為當地方選

區的助理，最重要的具備條件是耐心，以及抱有對

民眾要求感同身受的能力。我曾經遇過一個計程車

司機，因為我們地方辦公室同仁熱心處理他所遇到

的困難，他對我們表示感激，因此即使搬了家，但

卻沒有變更戶籍，只為了四年後回來再投給我們一

票。

因此，熱情與耐心是作為從政最重要的條件。

不同的職位助理，在一些特質要求上有些許差異。

以行政助理來說，他需要高度的細心，他要協助平

常問候、提醒生日等細節，而這也關乎每四年選舉

的順暢度。以法案助理來說，他要培養對於議題的

熟悉度，平常要對公共事務議題有關注，掌握對於

新聞的敏感度。每一個立委都有自己專長，最好選

擇與自己專長相結合的老闆。至於對學歷背景的要

求，由於一項議題涉及不同領域，需要不同單位協

調，因此來自不同背景，非法政的學生也很適合從

事法案助理。從事政治這條路很辛苦，需要等待一

些契機，國會助理本質上是沒有太多升遷機會的工

作，受提名參選也是得靠天時地利人和。但大家能

做的就是充實自己，使自己的專業顯見在法案推行

的能力，讓自己成為許多立委搶著網羅的人才。而

對於地方助理來說，「人脈」是重要資產，幫助自己

老闆與團隊用心經營地方、網羅人脈，是很重要的

工作與角色。總而言之，要成為國會助理，除了認

同自己的老闆，具備合作能力、熱情與專業，是最

重要的要件！

Q&A

從吳思瑤學姊簡報上的團隊組成來看，好像沒

有來自法律系學生，想詢問您認為法律系學背

景的助理能扮演怎麼樣的角色？

吳思瑤(EMPA8)：法律系背景的同學當然是國會重

要的人力，因為我們在做的法案需要你們的專業。

但只是剛好我的辦公室沒有來自法律系背景的同

學，所以我們團隊的確會針對特定法案有不同觀

點。以現階段面對一些修法的情況來說，尤其體會

法律背景專業的重要。但政治是各個領域、面面具

象的工作，法律的確是基礎學門，他是一個在國會

備受需要的專業，只是剛好我的團隊沒有來自這個

背景的人才，因此我在這邊很歡迎來自法律系、有

熱血的年輕朋友，一起投入政治工作。法律系的人

才能讓立法更為周延，但我也想藉由林義雄先生告

訴我的觀點來分享立委是否要立更多的法？因為立

太多的法，就會有太多的限制，反而很多事情不是

從嚴格立法的方式處理。所以，這也是我一直在跟

我的團隊分享，有很多方式能讓政策順利通過，立

法只是其中一項工具跟手段，但是我們不能把每件

事情都從立法角度切入，這樣會綁著很多社會所正

常運行的自由與開放。

林奕華(80年班)：做個補充，法律系的同學在法案政

策的推動的確很重要，但好的政策與法案，不是只

需要很會搬弄法條的人才，重要的是內容必須要真

的能改善人民福祉，因此我們看的是政策實行的效

果、實際落實後的情況是否能有效改善社會。

想問林奕華學姊，在助理工作繁複狀況下，助

理間的客群互動如何進行？

林奕華(80年班)：助理主要可以分地方服務、法案

推動，以及我們的社群經營小編。助理間的分工非

■ 本系張登及老師致贈紀念品林奕華學姐

■ 本系張登及老師致贈紀念品給吳思瑤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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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以我們前陣子面對的新冠肺炎議題來說，

政府防疫確實做得很好，但在經濟紓困上，哪些百

姓真的需要政府經濟紓困，誰比較容易得到資訊？

答案是選區的助理，因為民眾會最直接找上地方

服務的人，但我們要怎麼讓他成為真正政策上的

推動，這就需要跟國會間助理合作，因為地方服務

的助理就要負責搜集故事、資訊，讓很多被遺漏的

工作型態者納入紓困政策的補助範圍。為了讓政策

更周延，這就是得仰賴地方服務與法案助理間的合

作，幫助民眾解決問題。我很強調助理要能單獨作

戰，而不是在我身邊跟前跟後，助理要服務的是選

民，而不是我。但也不是各行其是，而是各自溝通，

知道彼此工作。

想請問兩位學姊，據美國國會資料來看，他們

參議員一人平均有三十四位助理，是因為他們

處理的一個法案眾多且分工較細。想藉此問兩

位委員，是否會覺得法案助理人力不足，即使

自己較側重一個領域的法案，但仍覺得助理人

力不足？

吳思瑤(EMPA8)：以我自己的團隊來說，人力當然

不夠，臺灣國會殿堂硬體、軟體上還要更大進步空

間，國會的空間是過去二女中的學校改建而成，我

們到過其他民主國家考察，相比之下，臺灣國會的

空間真的很小。好的問政品質，應該也要在硬體、

軟體設備到位的環境中才能顯見。但台灣國會要遷

建也是困難重重，加上現今臺灣有民粹傾向，認為

立委要做什麼就是在自肥，但是對我們來說，給我

們能聘雇更多助理的資源，是讓我們能提供更好更

專業的問政品質。以我個人來說，國會助理的擴充

是非常重要的。我現在有13位助理，包括我們的實

習生，其實人力是很吃緊的，我和奕華姐都是屬於

沒有格外兼職的立委。我們就是用國家給薪水的資

金聘請助理，相比美國立委助理有很大權威，臺灣

的確資源不足。我們期待有一天社會能更為開放，

讓國會設備、經費能讓我們問政環境、品質提升，

也能聘請更多年輕一輩投入政治。

林奕華(80年班)：一名立委大約能聘請十一位助理

左右，再多就會有點吃緊，這的確會影響問政品質

上，在資源有限下，沒辦法做到最完美的表現。我

們當然有很多想法，但我們又不忍心請助理格外再

花更多時間處理，因此我們只能在現有資源下，讓

每個助理發揮各自最大的能量。立委間應該不是在

比推行法案的數量，而是每個法案的品質，而這是

需要投入很多時間研究、草擬的。在現有國會資源

中，以前有個古蹟（現今青輔會），但那是個古蹟，

空間有限，裡面只能坐六位助理，所以的確研究室

空間需要更多資源擴充，才能有更好的研究品質。

想問吳思瑤學姊，您剛剛說想把舞台帶到社

區，讓社區的人親自體會表演藝術的美。那想

請教委員針對一些鮮少人知道的獨立樂團、藝

術團體，是否有機會讓他們到不同社區演出的

機會，讓更多鄉親們認識？

吳思瑤(EMPA8)：我非常樂意提供表演藝術的機

會，我也一直跟最草創階段的藝文創作者合作，包

括我自己做的六部舞台劇，就是跟臺藝大、北投復

興高中學生合作。我希望把機會給這些尚未出社會

的年輕朋友來參與演出，畢竟文化需要向下扎根，

要扶持更多年輕團隊，而這也是我在努力的領域，

謝謝！

林奕華(80年班)：我們在目前空總那塊地，希望能

發展成藝文產業文區，孵化零到一的部分，跟文化

部、科技部、經濟部一起合作，一起來發展文創產

業。

兩位學姊好，想問妳們如何處理黨意、民意，

以及自己理念間的折衝。以2018年反同公投通
過時候，當時可以看出臺灣較多民意傾向不支

持同婚。但在2020年選舉時，以思瑤學姊選區

來說，當時有五位候選人參選，您過去是一直

秉持支持修改民法的立場，想問學姊當時如何

面對支持者內反同婚的聲音下，堅持投下支持

同婚的那票？同樣地，奕華學姐是如何在國民

黨較保守的環境中，做出支持同婚的選擇？

吳思瑤(EMPA8)：對我來說，做出選擇不難，我心

裡的價值非常清楚，我支持同婚！而且我的服務

處、國會助理們都非常年輕，我會被迫站上第一線

去回應選民壓力，我往往會看到我助理們面對這些

壓力的眼神，就是「我們要堅持」，這個過程真的

冷暖在心中。我想跟大家分享，在同婚議題的支持

上，我跟姚文智的服務處是被砸最多雞蛋的地方，

因為民進黨內上一屆現任立委是我們兩位，我們當

時在同婚議題上也是立場較鮮明，成為反同團體串

聯對抗的對象。我服務處的助理確實承受很大的壓

力，當時面對理念不同的人強烈的抗爭，當時北投

分局常常緊張跟我們說哪些團體今天要來抗議。當

中，為了堅持理念，確實必須要用很多方式跟選民

溝通。在我去年選舉當中，我做了很多次民調，確

實在我的選區北投中，屬於臺北比較邊陲的地區，

風俗民情較為純樸，反對同婚的聲音比較多，大約

佔57%。這也讓我在面對選舉前知道，我會面對到

很多困難、必須要承受很大的心裡壓力。為了價值

的堅持，我預知很多情境，做出更多部署，知道該

用何種清楚的話語來論述，我們發想出一套輕鬆自

在、不那麼嚴肅的回應方式來面對這些反對聲音。

但對我最大的挑戰是，我長期投入較為冷門的文化

藝術的領域會不會顯見在選票上的支持與肯定，這

些時常在媒體上沒有版面與能見度，但如果沒有做

下去，這就不是我吳思瑤的問政風格了。「政治是

我的事業，文化是我的志業」，這是我今天一直強

調的一句話，我還是很堅定往這條孤獨的路上走，

我希望用我的專業，在臺灣推動更多文藝政策，這

也是臺灣人民給予我機會做這位置，做這工作。因

此，我很感謝選區內的人民讓我有機會服務，作為

選區內的立委，在面對如此大壓力與針對同婚議

題的辯論後，仍獲得支持，我想這就是我從政的價

值，謝謝！

林奕華(80年班)：謝謝同學問這個問題，這題也是

我從政的一段辛酸經歷。先必須說，身為國民黨立

委，面對這個選擇所承受的壓力真的非常的大。當

時我是不分區立委，當時很多人誤以為國民黨的候

選人在投票行為與立場都是一樣，但還好我們爭取

到投票採開放制，不然身作不分區立委，通常在投

票意志上是很低的。因此，有幸爭取到開放制後，

所面對的限制較小，剩下的就是自己價值的選擇。

後來，當我成為區域立委，我面對內外夾擊，除了

黨內競爭，還有別政黨的候選人競爭。當時有些人

說為何我要選擇投贊成票，這從我的支持選民結構

來說，很明顯看出不利於我的選情。即使獲得一些

選民支持，同志也不一定支持你。因此，從政治現

實面來說，如果要選舉，那就應該選擇不要投票。

在這邊就要感謝過去臺大政治系的訓練，讓我一路

走來能讓自己保有理念、懷有價值，我認為這是一

個關乎人權、平權的議題，當時我是七位投贊成票

的其中一位，我們沒有選擇不投票或投反對票，而

是勇敢投下贊成票。我們也是承受高度壓力，當時

每天黨部都接到民眾致電來特定罵我，甚至有原來

支持者專程停車下來反對我們，或專程來我們辦公

室主打我這個議題，或是在市場拜票是面對第一

線的指罵，許多原來的支持者，在後來選擇不支持

我們。這些都是選舉中要撐過的壓力，但也要謝謝

我的團隊陪伴、訓練一顆強有力的心臟面對這些壓

力，最後也挺過來，順利當選了。因此，我認為台灣

的政治若要越來越成熟，政治人物不能沒有價值，

也與民眾對話、溝通才是最好的選擇。所以，我認

為即使過程多了很多辛苦，但我們對自己的決定不

會感到後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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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定吾講座–Fernando Casal Bértoa教授
                   及Don S. Lee教授

圖、文 / 翁立紘（碩109年班）

本系於2020年邀請到英國諾丁漢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的Don S. Lee及Fernando Casal Bértoa兩位教

授共同開授「政黨政治與選舉」(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s)課程。雖然上半年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

影響，兩位教授並無法親自來臺授課，但他們依然非常樂意透過線上教學的方式。透過預先錄製教學影片、並

於課堂指定報告與討論前沿的指定閱讀，讓本系的莘莘學子能夠學習當前在政黨政治與選舉研究上的重要議

題。

講者簡介：Don S. Lee

Don S. Lee教授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制度的政治經濟分析，目前進行中的研究包含了亞洲的政黨體系制度化、

亞洲的政府組成與內閣分析。他的著作可見於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Governance, Policy & Polit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Regulation & Governance等國際上知名的期刊。

講者簡介：Fernando Casal Bértoa

Fernando Casal Bértoa教授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歐洲的政黨政治，目前進行中的研究為歐洲48國自1848年至

2017年的政黨體系制度化。他的著作可見於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Electoral Studies, Party 

Politics,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國際上知名的期

刊。

代議式民主的危機與民粹主義的浪潮

在本次的胡定吾講座中，兩位學者將課程分為

五大主題。在課程的一開始，他們從較為宏觀的背

景切入，探討當前政黨政府（party government）所

面臨的危機，以及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將會對於民

主帶來多大的影響、什麼因素能夠解釋這些反建制

政黨的興起。

首先，Casal Bértoa教授指出代議民主制度應

該具備的要素，包含了公民權利、政治權利、選舉

體制、課責性與有效的政府治理，而這些面向除了

選舉體制，至少在歐洲都受到了挑戰（參見下圖）。

且以民調資料所呈現的結果，他指出僅約17%的人

會信任政黨政治。然而，為什麼今日歐洲的代議民

主會陷入危機呢？他認為主要原因包含了政治參與

的下降（特別是投票率）、代表性產生扭曲、政治

極化、政黨認同日益降低，造成選舉變動度與政黨

體系碎裂化的現象遽增等。

然而，他也透過自己研究中的統計資料顯示，

民眾對於反建制政黨的支持度越高，與民主品質間

有顯著的反向效果。但如何解釋反建制政黨的出現

呢？他認為文獻上有四個主要的解釋面向：經濟不

平等、政黨代表性不足、政黨解組、社會變遷（例

如宗教與世俗間的差異日益擴大），這些面向其實

也都與代議式民主今日所受到的挑戰息息相關。

而Don Lee教授則將前述以歐洲脈絡為主軸的

討論，轉移到亞洲的脈絡，並請修課同學思考亞洲

的民主是否如同歐洲一樣面臨危機？他指出，在亞

洲對於政黨與政黨政府的信任也正在下降，而亞洲

的政治參與也相當低落。最後，政治貪腐的狀況在

亞洲仍然相當嚴重，仍有許多侍從連結影響選舉的

現象。最後，Casal Bértoa教授認為最重要的解決方

式就是：政黨需要改革、找回他們曾經擁有的公民

信任，進而提升代表性與民主品質。

政黨體系與選舉中的分歧與認同政治

在第二個主題中，Casal Bértoa教授首先說明

了分歧與認同對於政黨體系形成尤為重要。然而，

究竟何謂「分歧」（cleavages）？分歧具備哪些元

素呢？首先，分歧要有結構性／經驗性的元素來進

行區隔，例如常見的區域、階級、信仰。其次，分歧

還具備有規範性／態度性的元素，來呈現個人所擁

有的意識形態與政策立場。最後，則是制度性／組

織性的元素，來區隔個人所屬的團體，例如政黨、

教會。

同時，他也引介了歐洲史上的四個主要分歧，

包括核心與邊陲的分歧、政教分歧、城市與鄉村的

分歧、勞資分歧。其中，最後一項分歧自工業革命

以來持續到了19世紀，可謂是歐洲最主要的社會

分歧。不過，這些分歧如何影響政黨政治呢？他認

為，相對容易理解的方式是，當一個社會有多個主

要的分歧，政黨體系中就必須出現越多的政黨，而

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也會因此降低。例如，當有

一個主要的社會分歧，就會有兩個主要的政黨；當

有兩個社會分歧，就至少會有三個政黨－換言之，

可以利用「分歧數+1」來預測該國的政黨體系中

「至少有幾個政黨」。此外，種族分歧會比起經濟

分歧為政黨體系帶來更穩定的效果。

    Don Lee教授以亞洲的幾個國家為例，討論

各國的主要分歧。他首先以臺灣為例，探討臺灣的

民主化歷程中，國家認同如何逐漸成為臺灣政黨體

■ 代議民主在歐洲遭遇多面向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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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民主崩潰的必要條件。

選制改革及其結果

在第四講中，Don Lee教授以憲政體制與選舉

制度為題，來分析這兩者在塑造政黨體系上的不同

效果，尤其是選舉制度改革所帶來的改變。在塑造

政黨體系上，選舉制度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

為它決定了選票應當如何轉換為席次。也因此，已

故的政治學家Sartori將選舉制度比喻為「政治上最

具體的操作性工具」。接著，Don Lee教授簡略地區

分了最主要的選舉制度－「多數決制」、「比例代表

制」。在多數決制中，由於最常見的是簡單多數決，

更容易形塑兩黨制的政黨體系。而在比例代表制

中，主要是投給政黨，無論是開放式的比例代表制

或封閉式的比例代表制，都相對能形成政黨較多的

政黨體系。最後，則由混合前述兩者的「混合制」，

在這種制度下，主要是一票投給地方選區的候選

人、一票投給政黨（且常為封閉式的政黨名單）。

例如日本為議會制國家，也就是行政與立法合

一。而大黨若希望取得行政權，就必須要有更多的

席次，這會使得政黨盡可能地擴張，造成了黨內有

更多的派系。也因此，日本在選制改革後，其實使

得黨內派系競爭的問題更為加劇，更為強調黨內競

爭（intraparty competition）的面向。

若是以臺灣的半總統制而論，由於行政與立法

間的分立，政黨在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上必須採取

兩種不同的策略，且更為強調黨際競爭（interparty 

competition）的面向。

金錢在政黨政治與選舉中的角色

在課程的最後一講中，兩位授課教師除了與同

學們討論對於前幾講的補充思考外，也介紹了金錢

在政黨政治與選舉中的角色，尤其是國家補助的角

系中主要的政治分歧。接著，他探討了與臺灣也有

些類似的案例－南韓。在南韓，左翼政黨與右翼政

黨如何處理與北韓間的關係是他們最主要的政治

分歧之一。此外，區域差異也是塑造南韓政治分歧

的主要因素之一。教授在課堂上也請參與的同學思

考，歐洲的政治分歧形成是比較由下而上（bottom 

up）的過程，但亞洲國家似乎並非如此。那麼，要

如何理解（1）亞洲的政治、社會分歧的形成；以及

（2）這些分歧以何種方式塑造了今日的政黨體系？ 

政黨體系與民主表現

在第三個主題中，Casal Bértoa教授介紹了他

於國際期刊上發表的學術研究成果。他指出，過去

對政黨體系的研究專注於政黨間的競爭的面向，

但卻忽略了合作的面向，例如政府內閣如何組成。

基於此，多數研究在討論政黨體系的穩定性時，較

適宜測量政黨體系的穩定度／體系化程度的指標

為「閉合」（Closure）。所謂的「閉合」在測量上

包含了三個面向：（1）輪替：政黨如何替換政府；

（2）配套：政黨間如何以某種組合組成政府；（3）

通路：是由一樣的政黨進入政府，或是有新興政黨

進入政府。而Casal Bértoa教授則進一步主張，某些

輪替、配套與通路的組合，能夠帶來更高的政黨體

系穩定性與制度化。當一個政黨體系的「閉合」分

數越高，代表該政黨體系的穩定性與制度化程度越

高，也因而會有較佳的民主表現。

而這也帶來課堂上許多精彩的討論與辯論，例

如有些人認為政黨體系的閉合未必是件好事－例如

以臺灣為例，長期的兩黨政治出現許多兩黨惡鬥，

即便政黨體系確實穩定，真的有更好的民主品質

嗎？不過，Casal Bértoa教授指出，至少政黨體系的

「閉合」程度越高，越有助於一個民主的存活與鞏

固。因此，他下了一個結論指出，政黨體系制度化

是民主制度存活的充分條件，而不穩定的政黨體系

色。Casal Bértoa教授引述了Haughton認為「金錢

就是政黨政治引擎的燃料」，過去學者說「沒有政

黨的民主政治是無法想像的」，應該進一步說「沒

有金錢的政黨政治是無法想像的」。

那麼，金錢對於政黨政治到底有何好處與壞

處呢？Casal Bértoa教授認為最直接的好處當然是

有助於政黨存活，不過其主要的好處應是促進政黨

體系的制度化，並減少政黨體系的碎裂化以及選舉

變動度。這是由於以東歐與拉丁美洲的實證資料為

例，政黨補助能夠有效地減少政黨的數量，但同時

也增加較活躍的小黨的得票率。同時，這也有助於

提升政治代表性、減緩政黨內部黨內極端主義出現

的可能性。有趣的是，Casal Bértoa教授進一步指

出，其實政黨補助對於政黨也是有壞處的。例如，

這有可能會降低人民對政黨的認同與信任。

結語

在課程的尾聲，兩位老師也非常驚艷於同學們

在課堂上所帶來的討論與精心準備的課堂報告，也

勉勵大家試著藉由這五天的基礎，能夠瞭解更多政

黨政治與選舉的研究。雖然兩位老師無法來臺，但

每位修課同學離開視訊會議室前，都特別向兩位授

課教師道了聲感謝，讓兩位老師對臺大政治系的同

學留下良好的印象！而本年度的胡定吾講座也在課

堂氣氛良好的狀態下順利、圓滿地結束。■

■ 課堂討論視訊畫面，左上為Don Lee教授，右上為Casal Bértoa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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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季學期，母系提供了一個由Eleonora 

Pasot t i教授的關於歐洲比較政治的講座課程。 

Pasotti教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教學，

主要研究比較城市政治，包括城市地區的選舉機

構。Eleonora Pasotti教授最新著作於2020年3月

出版，書名為Resisting Redevelopment: Protest in 

Aspiring Global Cities。

在此講座課程中，Pasotti教授講授總統制與議

會制之間，多元制與多數制之間以及比例代表制之

間的主要制度差異。所有上課學生都必須參加討論

每種系統的利弊，同時也要試著用批判性思維進行

討論，並將上述制度與臺灣目前現行的選舉系統進

行比較。鼓勵學生思考對這些機構的調整如何改善

臺灣的政治體系，但也要注意可能會出現的潛在弊

端。

修課學生在一個高度自由性的環境中學習，學

生可以自由地提出任何問題，並討論當下所發生的

事件與課程之間的關係。修課學生非常熱衷於參加

圖、文 / 黑迪文 Reynolds Stephen Black（政研所博四）

胡定吾講座– Eleonora Pasotti教授

反映美國大學上課環境的純英語課程，他們都能夠

熟練使用英語來完成三項寫作文章，證明了他們將

理論應用於英語的能力，展示他們運用批判性思維

將理論應用於實際案例的能力。幾位學生說這是他

們本學期最喜歡的課程，他們希望將來會有更多上

純英語研討會的機會。

Dur ing the  Spr ing term o f  2020,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TU offered 

a special half-semester course on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taught by Professor Eleonora 

Pasotti. Professor Pasotti is based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where she specialized in 

comparative urban politics, including the electoral 

institutions of urban areas. Her most recent book 

on this topic was published in March 2020, titled 

Resisting Redevelopment: Protest in Aspiring 

Global Cities.

During the intensive course, Professor Pasotti 

taught about the main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systems, 

between plurality and majoritarian systems, as 

well as the system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ll of the enrolled students had to practice critical 

thinking by discussing the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of each of these systems, as well as comparting 

them to the electoral system currently used in 

Taiwan. The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think of 

how adjustments to these institutions could improve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but also to keep in mind 

what some of the potential drawbacks could be.

The seminar gave the students an easy-

go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re they could 

freely chime in with questions are discuss how 

current events relate to the course material. The 

enrolled students were very enthusiastic to be 

participating in an English-only course that mirrored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hey were all able to complete the three 

writing assignments with skillful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demonstrating their ability to apply theory 

to real world examples with critical reflection. Many 

of the students said that this was their favorite 

course of the semester and that 

they hope more English-only 

seminars will be availabl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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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實–
【公民科學發展論壇】活動報導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森林環境資源學系

於 2020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共同舉辦【公民科

學發展論壇】，論壇由科技部沙克爾頓計劃、教育

部以及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支持協

辦。近十年公民科學的發展呈現指數型成長，逐漸

成為科學調查中重要的一環，聯合國報告更點名公

民科學作為促進永續發展的途徑之一。連結學術研

究、產業、政府與教育，論壇嘗試回顧臺灣公民科

學的歷程以及近幾年的突破與瓶頸，並試圖開啟跨

領域、跨部門之間的對話。

科技部林明仁司長於開幕致詞時表示，公民

科學體現了民間充沛的量能，驅動科學的進步與

發展，不同利益相關者間如何打造出共同願景是

未來的努力方向。論壇特別邀請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生物學家與資訊學家安妮˙辛普森（Annie 

Simpson）視訊演講，講題為—科學協作：跨學科合

作，解決全球入侵物種問題；與會者有121位，包括

22位講者、62公民科學家、37為專家學者與學生、

以及14個公民團體進行海報發表。論壇依循三大主

軸進行探討：「公民科學最新發展」、「公民科學與

多元物種」與「公民參與環境與生態保護」，議題

觸及資料的蒐集、存放與應用、新科技的導入、國

際合作、志工培力、跨領域合作等。

本系林子倫副教授與方慧詩研究助理解析臺

灣民主化脈絡下公民科學的發展與分類，本系劉康

慧副教授則回顧近十年國際上的公民科學政策與趨

勢。臺大地理系溫在弘教授說明地理空間科技如何

文、圖 / 林以琳

運用於環境與健康風險監測，管理大數據並進一步

解決政策困境，如登革熱以及入侵紅火蟻。臺大森

林系盧道杰副教授分享地理公民科學的社區發展與

資源保育的應用。臺大昆蟲系黃榮南教授以及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林宗岐教授分別針對入侵紅火蟻在臺

灣的防治困境與對策，以及智慧手機於入侵紅火蟻

偵測的應用進行報告。臺灣師範大學劉湘瑤教授爬

梳公民科學、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的歷程。中研院

陳伶志研究員報告微型空氣品質感測的資料分析與

應用，莊庭瑞副研究員針對公民科學與資料協作專

案進行分享，詹大千副研究員則說明公眾參與資料

的解讀。東華大學楊懿如副教授分享臺灣兩棲類動

物保育協會如何導入公民科學進行蛙類監測，以及

調查標準化、資料公開分享與志工培訓等亮點。行

政院農委會特生中心林大利以及陳宛均助理研究員

報告臺灣鳥類公民科學，如eBird在臺灣的歷程與未

來發展；林德恩助理研究員則討論路殺社的鄉民科

學方法；施禮正助理報告公民科學團體—慕光之城

的資料庫建置。臺北市立大學陳建志副教授分享亞

洲東岸青斑蝶在地公民參與以及國際合作。嘉義大

學林政道助理教授分享iNaturalist 在臺灣的推展經

驗。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呂翊維副秘書長淺談鳥會組

織與鳥類公民科學，臺灣生態學會王豫煌理事長報

告以研究資料寄存所管理和共享無人載具觀測及生

態檢核資料集。

論壇完整內容請見【公民科學發展論壇】：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itizenscienceforum  

■ ■ 本系林子倫老師(右7)、劉康慧老師(右8)與參與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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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後西方國際關係的關係研究方法
論」冬令營主題演講與活動紀要

圖、文 / 林廣挺（碩106年班）
 劉燕婷（政研三）

relation)。當然判斷的背景還是prior，但是我們必須

多方判斷，才能決定要用哪一個prior relation來互

動。

石老師以無政府狀態（anarchy）為例，二戰

前的國家可能都有這種共同想像，但二戰後冒出來

的國家就未必，他們想像的可能是朝貢或其他關

係，因此不會有balance of power的概念。例如美

中臺三角關係，就不是真正的戰略三角，因為中共

和臺灣永遠不會合作反制美國。因此我們可以知

道，anarchy是歐洲政治思想建構出來的一種prior 

relation，所以傳到其他地方後，許多國家就被迫

學習。例如中國要進入全球體系，就必須讓美國放

心，因此要學很多歐美的prior relation，然後也要

幫歐美推廣一些建制，例如要求北韓要配合核不擴

散，結果激怒北韓；中國在加入全球治理體系時，

其動機往往是先觀察對方喜歡什麼情境後，進而拉

關係、找朋友、送禮，但西方卻經常認為中國是在

刻意杯葛、破壞全球治理。

母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於2020

年1月18-19日，在臺大社科院舉辦「後西方國際關

係的關係研究方法論」冬令營，邀請包括來自母系

與國內外各大學的袁易、林炫向、張登及、黃瓊萩、

王宏仁等學者分享在該領域的研究及成果。會議並

邀請到母系特聘教授、中心主任石之瑜老師專題分

析其近年來對後西方國際關係的關係研究方法論的

研究成果和心得。本刊特邀出席該會議之該中心執

行秘書與母系碩士生劉燕婷對石老師的主講進行文

字紀錄並整理節略。以下分別簡述，以饗讀者。

一、國際關係的自然狀態:自然權利
VS.親緣倫理

石之瑜老師的開場演講，首先就要說明西方和

中國對於關係的看法有何不同。石老師前兩年都是

從西方文獻開始分析，然後再對比中文文獻。今年

則是用演繹的方式來講，他覺得這樣會比較好懂。

他首先提到關係有兩個層面，一是整個關係脈絡在

成為群體的一員前就已經存在，又稱前置關係(prior 

relation)，例如基督教的上帝、或者中國的儒家。我

必須先接納這種社會關係脈絡，才能被群體接受。

這種prior relation跟社會共識息息相關，因此我們在

互動時，就像心理學中的social consensual reality，

是透過inter-subjectivity來形塑，如果有人脫離這些

規範，就會被當成精神病，這就是prior relation。

關係另一種層面則是後天生成的，例如研討會

的場合，大家都不認識，所以會互相探測，以安排

彼此之間的關係，這就是所謂即興的關係(improvise 

石老師進一步分析到，Hobbes想像的自然狀態

是anarchy，人人皆需自保，但又不是率獸食人，而

是在人人皆需自保的大情境下相互理解，生存是一

切的前提。故碰到生存威脅時，人們會互助，這就

是balance of power。自然狀態不是你愛幹什麼就

幹什麼，每個人都要在意別人會不會對自己構成威

脅，這就是現實主義的norm。因此這種狀態久了，

就會演變出像自由制度主義的樣態，大家聯合創建

一個制度，這樣就不用一直互相看來看去。制度推

動的可靠性，有賴於各國自我控制，以及其他國家

的監控，例如透過限制讓民主國家無法再選出希特

勒、或製造核武；但現實主義就會告訴你，你不用

理他，他有核武也不敢用的。這就是現實主義跟自

由主義的差別，也就是「要不要介入」的問題。自由

主義是主張要介入的，這就像洛克概念裡的自然狀

態，與霍布斯的不同，但卻又未必截然兩分。霍布

斯想像的自然狀態，是存在人與人之間，洛克則比

較明確的指出自然狀態人要怎麼共處。故講國內政

治時，通常都講洛克；但講國際關係，卻通常都講

霍布斯。但如果我們仔細看，霍布斯與洛克講的其

實都能涉及這兩者。

石老師認為，霍布斯說到，每個人都對其他人

的生命負有責任，對家庭也是，這就和儒家很像。

儒家常用親屬關係來類比政治治理，所以我們可以

發現，在孔子與霍布斯想像的自然狀態中，家庭都

不可避免，只是儒家講的父子之情是天生的，霍布

斯卻認為是理性的。而個人要不要去介入別人的生

活，這就是洛克要探討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推演

出，所謂國際關係的第一次大辯論(現實主義vs理想

主義)，兩方其實不是完全不同的，而是都基於對同

一種自然狀態想像，每個人都對其他人有責任。在

洛克的想像中，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對其他人有責

任，霍布斯也這樣認為。但如果放到國際關係上，

霍布斯卻認為國家間只有在另一國家要被滅時才有

責任，洛克則仍然主張平時就有責任。

上述前提基本上就決定了西方國際關係的發

展。儒家認為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沒有關係，但西

方則認為，陌生人之間老早就有關係。現實主義會

思考我到底有多少能力保護你? 我如果因為介入別

人而強大，那麼其他國家就會來對付我。因此很多

人不了解，為何摩根索、Kenneth Waltz等人都是道

德主義者(moralist)；要求介入他國內政，其實比較

像是洛克與理想主義者的主張，例如美國發動伊拉

克戰爭，就不是現實主義的考量，因為過度介入會

破壞上帝安排好的全球政治。同理，Adam Smith某

種程度上也算是現實主義者。

天下秩序涉及的關係，比較像是家庭的類比，

父母與子女彼此都有義務。但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間

的關係，必須要不斷探測，如果實在探測不出來，

那就先送禮看看。在印度社會中，要互相探測時，

就要釋放「我很重要」的訊號；北京也常釋出一些

「送禮」的暗號，例如在戰略夥伴關係上取各種古

怪的名字，彰顯關係之分。由於探測要不斷探，故

送禮要一直送，形成ritual、面子，一旦打破慣例，

就容易發生問題或衝突。例如寄卡片給老師，如果

有一年沒有寄，老師可能就會認為你有異心。儒

家的概念就是要不斷放掉自己，透過許多儀式、送

禮來確保自己的無私，儒家的天是保證「沒有平

等」、「永遠hierarchy」。基督教的天則是「強調平

等」，儒家並非沒有制衡概念，而是確保最無私的

人會成為最上位者。

石老師總結到，因此我們可以設想兩種關係，

一是要不斷探測的improvise relation，一種是前提

設定好的prior relation，這兩種關係都有共同前提，

那就是行為者都要自我克制，也就是self-restrain。

例如，如果有會計師被要求做假帳時，他就會考量

是金錢重要，還是作為會計師的自尊重要？英語

文獻中講的「關係」，就是這種會計師的自尊。所

以當他們在看東南亞時，就會覺得這些國家都不

自我克制；但在儒家文化下，自我克制就是指「沒

■ 主題演講：石之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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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私心」，英語文獻講的克制是「我要容許每個人

都有私心」，為了保護私心而自制，儒家則是為避

免讓別人誤會自己有敵意，故必須不斷送禮，維持

ritual，因而會有朝貢制度，大家都犧牲一下自己，

避免戰事，從長年生存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種理

性。至於這些國家要不要對自己的老百姓好，這不

關我的事情，我就當沒看見，你只要扮演好角色，

就有誠信，你過去幹過什麼事，你論文真的假的，

這不重要；西方世界則要求內化，故誠信很重要。

兩大倫理關係有兩個可對比之處，一是對自

然狀態的設想不同，看要用洛克的小政府、或是

霍布斯個人自助，但兩者都同意，每個人都對別人

的生存有責任，美國的公民民族主義也是這樣，

也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透過citizenship才能發展

patriotism。霍布斯認為理性的嬰兒，會接受父母

的暴政，因而能類比到理性的人民能接受政府的暴

政；儒家則認為父母對子女這種天生的愛是仁愛，

這是有hierarchy的，不是equal的。這兩種倫理，

都是用household來類比政治秩序，只是兩者對於

household的想像本來就不同，故類比出的結果就不

同。

二是關係的不同。儒家的關係是雙邊關係，英

語文獻中的關係是universal的。中國的universal是

「變成你」，也就是我對你是什麼沒興趣，但只要

我們找一個方式建立關係，每年都照常實踐，這樣

就行；而英語文獻中的universal是要convert異己，

也就是你如果還沒進入普世價值，我就要來改造

你。儒家的關係是improvise relation，西方的是prior 

relation，這就是兩者的最大不同。

二、跨脈絡的共用文本:「天下」如何
英譯?

石老師接著以上述他對關係的分析為基礎，說

明「天下」這個概念如何和英語文獻對話，並發展

成關係研究的方法和框架。石老師就天下這個題目

已經有過幾次演講，只是大多數聽眾似乎不能充分

掌握內容，所以他這次也是用演繹的方法來演講。

石老師認為，「天下」是由儒家、道家發展出來的概

念，但這兩大家派系很多，所以如果只講儒道，大

家可能還是會不清楚。而且天下理論發展出來，若

只能用來分析春秋戰國時代或北京的外交政策，那

就不是國際關係理論了，而只是一種外交哲學，這

對理論的發展而言，是沒有出路的。所以必須發展

在涵義上可以跨越中西文獻的框架。

石老師分析到，簡單定義天下的方式，就是把

天下翻譯成：「所有人或所有行為者都必然相關的

體系」。行為者為何可以根據研究者對理論的興趣

來定義，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其他的，例如「後

人類研究」就強調人類與大自然有必然的關係。石

老師喜歡簡單的定義，例如他定義的「關係」就是

「想像的共通性」。在這個概念之下，之前講的「前

置關係」、「即興關係」，只要是在關係主義下做的

研究，都可以屬於天下。天下不一定只能用在儒家

的語境，各種天下的運作方式和存在方式都不同，

因而各行為者會有不同的行動能力與行動身份。

如果把天下當成群的身份，跟把天下看成所有

共通行為者間的規範來行動，兩者就有差異。前者

是面對群內的人，後者是面對群外的人。在歐洲思

想傳統所建立的前置關係(Prior Relation)中，角色是

固定的，沒有人可以例外，例如如果大家都變成獨

裁國家的話，體系就垮掉了。但同樣的系統、概念，

經過100年後，可能是不同的內涵，例如歐洲在過去

用歐洲協調機制壓抑民主人權，要求每個國家都要

維持封建王朝體制，但現今就完全不是這樣了。歐

洲幾百年來都是同一個群體，但群的規範卻不斷在

改變。

而儒家天下中即興關係(improvise relation)的重

點是彼此是否能相互接受，如果可以的話就能和諧

共處。所以經常要彼此確認是否能相互接受，各種

的儀式和送禮必須經常進行。如果注意北京的外交

活動，高層各有分工，定期不斷在全世界到處跑，

目的就是要繼續確認關係。如果行動違背了北京自

以為的默契，北京就再加強送禮，試探對方的反應

是否為惡意的，再看是要實施制裁還是維持關係。 

這兩種想法應用在全球治理的層面就會產生

一些衝突，因為當代全球治理的規範是大家先規定

■ 母系蘇翊豪老師與林婉萍(政研博七)參加討論 ■ 母系余帛燦學長(96年班)、林炫向學長(碩84年班)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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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不能做，其他的都可以自己治理。中國的想法

則是我就盡量做到你這個規則所規定的標準，然後

你西方就不要來管我。但西方人所說的自制(self-

restrain)，是所有人都必須被管制。而儒家的天下在

乎的是大家已經講好的事，其他的就互不干涉，規

範也不清楚，不曉得、也不在乎其他人在做什麼。

這和在自然狀態下，有一個solidarity的前提，所有

人互不認識，但卻必須遵守共同規範的前提就不一

樣。

石老師因此總結到，這兩個理想的天下當然都

想建立秩序。如果秩序是透過關係才能建立的話，

那只要行為符合關係就可以產生秩序。在儒家的體

系裡就是要不斷的去討論和確認，在自然權利的體

系下，為了建立體系，必須非常明確和具體的檢查

每一個人是不是符合行為的規則。所以國家間為了

建立秩序，就必須放棄行動的自由度，這就叫做自

制(Self-restrain)。如果不自制的話，別人就會來把

這個限制強加於你。行動的自由度受限，這就叫自

制。

在儒家的天下則相反，只要我們先講好，你要

怎麼做、愛幹什麼就幹什麼，所以秩序的建立反而

是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想要的去做，就表示這個

秩序是存在的。相反的，在基督教世界裡是每個人

都必須犧牲行動的自由度，這個秩序才能建立，行

動的自由度和秩序是成反比的。但在儒家的世界則

正好相反，只要先講好，每個國家的自由度越高，反

而秩序越強。天下的和諧觀是盡量和所有的國家都

建立關係，當威脅度下降、每個國家的自由度越高，

制度就越強。

在Prior Relation中，每個國家的角色是很清楚

的。但在improvise relation中，就必須不斷的探索和

發展關係。也就是所有的關係都必須靠角色才能成

立，這都不是看實力大小的，而是看關係脈絡中的

角色。角色的內容是什麼很重要，每個國家都要找

自己的角色。這在天下體系裡是一大挑戰，但還是

要想辦法產生關係。有角色比角色的內容是什麼更

重要，有關係比什麼關係更重要。就像下圍棋，在

棋盤上布局比未來的結果是什麼更重要，棋子要放

在對未來的局面可能會產生影響的地方。但下西洋

棋就不是這樣，大家把所有資源都擺在檯面上，每

個棋子的走法和用途都是固定的，然後正面對決。

然而，角色關係就預設了盲點，在儒家的共天

下和人拉關係的壞處，就是雖然很自由，但卻不知

道別人在幹什麼，對別人也沒有興趣。但如果是在

歐洲基督教的天下就必須去管制個人的行為，就是

各天下，就必須非常瞭解你。所有的和諧文化就像

下圍棋一樣，都是考慮長遠結果，但卻不想瞭解拉

關係的對象。石老師舉例中共對香港、臺灣政策的

挫折就是在這樣的盲點下產生的結果。

三、總結:

石老師主題演講之內容是以其過去多年從事國

際關係和中國大陸研究的累積作為基礎，並聚焦在

■ 會後大合照

近年來他對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初步研究成果。

其研究成果和目的主要包括梳理後西方國際關係理

論議程之所以能夠形成的脈絡，反思其盲點，並指

出未來可行的修正方向。再就是針對當前國際關係

碰到的諸多困境和爭論的焦點，以後西方國際關係

理論的視角，提出深刻的見解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

向。石老師講述完成後，與會師生也積極提供反饋

意見，並在後續議程中分別討論研究成果，會議在

19日下午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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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

城市與

基 地。

2013年

11月24

日我國

空軍在

新竹空

軍基地舉辦了「華美混合團空襲日駐新竹基地70周

年紀念活動」紀念此事。

於1945年間，沖繩島十次的對美軍「菊水作

戰」時，此地仍是此次作戰的主力基地，1950年，

成為駐臺美軍基地，美國空軍第一一三一特別活動

中隊進駐。而1958年，浙江發生九二四溫州灣空

戰，是臺灣海峽史上最大規模的空戰，基地內進駐

的F-86勝利，此次空戰創下空軍單次空戰擊落敵機

的最高紀錄，也是全世界首次以空對空飛彈擊落敵

機。

於1966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基地引進c123民

航機，對越南啟動南星計畫，1971年，美國中情局

再引進美航公司（Air America）協助訓練，對寮國

啟動金鞭計畫。2000年，引進法國幻象2000戰鬥機

進駐並且換裝完成，空軍第四九九戰術戰鬥機聯隊

執行「龍騰演習」幻象2000戰鬥機聯隊整編成軍。

而在此次聽取的介紹中，最令人動容的，是得

知黑蝙蝠中隊的壯烈歷史。1953年韓戰結束，東西

方兩大陣營進入冷戰時期，美國渴望蒐集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電子情報，同時中華民國政府方撤退到臺

灣亟需美援。為了維繫美臺關係，蔣中正總統指派

其子蔣經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杜根（William E. 

Duggan）達成協議，雙方以「西方公司」為掩護，

由美方提供飛機及必要器材。我國空軍於西元1958

年成立34「黑蝙蝠」和35中隊「黑貓中隊」，直接

受命於國安會秘書長蔣經國，專門替美國蒐集情

報，同時空投心戰傳單、救濟物資、空降情報員，重

要特種任務有獵狐計畫、南星計畫、奇龍計畫、金

鞭計畫等。

黑蝙蝠中隊係以無武裝自衛能力之B-17、

B-24、B-26轟炸機、C-46運輸機、P-3獵戶座P3A、

P-2海王星P2V等機型，執行低空飛行偵察及空投等

特種任務，每次出勤時間為黃昏後進入大陸，如遇

敵機或飛彈攻擊時，僅能憑藉電子設備和精湛飛行

技術，利用夜幕掩護以最低安全高度離地100至200

公尺低空飛行躲避攻擊，有時為了躲避雷達，甚至

在30公尺左右低空飛行於茫茫夜色中，任務驚險萬

分，由於沒有人有把握可以平安回來，每個人早已

預先立好遺矚，等於完全將生命交給了國家。任務

期間計有組長戴晴川中尉等5員先後殉職，直到民國

45年6月1日空投作業由空軍自行接手為止，前後總

計有13位傘兵參與任務。

當現場專人解說及回憶至此時，其眼眶仍稍稍

泛紅，現場也一陣肅穆莊嚴，即便此段歷史已離大

家的生活年代微久遠，但史實仍久留傳至今，令大

家聽聞後，不禁在心中升起對中隊的弟兄們的感激

及敬佩之意，想讚嘆一聲「英雄當如是」。

幻象2000的堅實伙伴
在了解聯隊沿革後，聯隊還精心安排大家來到

廣場上，不僅讓大家近距離的一睹幻象2000的英

姿，並因此而更加了解在這颯爽的姿態在天翱翔作

戰時，仍需地面上弟兄姊妹們的最佳支援，其一是

陸軍的裝甲部隊在地面的奧援，其二是空軍特有的

STRIKE消防車的隨時待命。

裝甲部隊的裝甲車大小雖比一般民間的九人座

休旅車只大上許多，然而竟重達10噸有餘，在看似

不寬敞的空間內，竟可容下9名陸軍弟兄姊妹著上全

副武裝後，重達10噸有餘的車體，仍得以高速80的

地揭曉了，

是 在 新 竹

空軍基地。

在大門口就

可以感覺到

「嚴謹」的

氣氛，入口

的檢查一點

也不馬虎，

車子獲准駛

入基地內，視野突然開闊了起來，裡面沒有高樓，

沒有密集的建物，也沒有堆疊著任何多餘的物品，

試想這寬闊而一切淨空的場域，是為了讓聯隊弟兄

們隨時可以挑戰的日常吧。

在聽取了約20分鐘的第二聯隊沿革，才知道這

聯隊的輝煌戰果，而在門口即可見到的隊徽，原來

設計上是有其深遠的意義：隊徽正中數字2係代表二

聯隊，星雲表示聯隊為全天候戰術戰鬥機聯隊，圖

中黃色箭頭表示本聯隊勇往向前努力不懈。簡明的

設計卻有濃厚的團結及期許在裡面。

聯隊的煇煌歷史與令人動容的

黑蝙蝠中隊

在經過聯隊專人解說歷史後，才得知聯隊的輝

煌戰果所肩負的任務之重大。1944年，日本在硫磺

島戰役作戰時，此基地成為的主力基地，竟也不幸

地於1943年11月25日，成為同盟國炸彈空襲總量

霧雨後的出發

這週間的天氣，不僅太陽難得露臉還偶爾伴隨

著不知是不是該打把傘的微雨，氣溫明顯已比前陣

子下探幾度。在忙碌了幾天後的週六清晨，可以想

見大家在聽見鬧鐘響起後，掙扎的從被窩裡起身梳

洗，或是搭車或是徒步或是騎著這城市特有的澄黃

YOUBIKE，三三兩兩的趕著或是徐行的來到這校園

裡的教室內。在與同學一番寒暄及談論這幾日的生

活情形後，進行了嚴密精實的200分鐘財務管理與

地方治理與管理專題之課程。

下課鐘（好不容易）終於響起了，看了外面，

霧雨的狀況不再，看樣子今天下午會是舒服的好天

氣，同學們手上提著餐盒，臉上換上另一個面貌，

開始輕鬆談笑，因為我們就要出發，去一個可遇不

可求的秘密領域。

認識空軍第二戰術戰鬥機聯隊

下午2時30分許，車子將我們帶到了新竹，目的

追求卓越－參訪新竹空軍基地第二戰術戰鬥
機聯隊心得

文 / 蕭惠菁 （EMPA18）

2019年專班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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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隨時待命，在地面為空軍確保有安全可歸來的

地面空間。

而在電影變形金鋼曾出現的空軍STRIKE消防

車，其體積外觀與裝甲車相比之下，則顯得巨大，

但神奇的是，雖然需內裝總計3000公升的水量及

化學藥劑，執行勤務起來卻不顯笨重，反而更增添

加令人安心交付生命的感覺。陸軍的裝甲部隊與

STRIKE消防車可謂是幻象2000最堅實的後盾及伙

伴。

摸擬機初體驗的震憾

在對聯隊的沿革與聯隊最主要的戰力與伙伴

了解之後，進入了可說是此生可遇不可求的「模擬

機體驗」。一進入體驗室內，大大的半弧型螢幕放

映著真實的空對地拍攝的影像，瞬間有點頭暈，儀

表板上多達數十個資訊亮點，也讓人眼花瞭亂了起

來。

有意願的同學一一坐入駕駛座內進行體驗，座

位並不寬敞，只能挺直的坐姿，只容四肢安放在固

定位置的空間，令人實際感受到這不僅是一個駕駛

座位，而是一個「作戰」姿態。再進一步試著在專

人引導中加速、升空、持衡、轉彎、到達目的地及降

落的模擬後，早已滿頭大汗，試想著我們的空軍不

僅要穩穩開著戰機前往目的地還要躲避機的鎖定，

還需在腦中接到作戰命令後，在心中開始謀畫如何

完成任務的步驟及藍圖，極盡所能的不負使命，這

沒有過人的意志力及平時嚴格的鍛鍊，是不可能做

得到的。

此時，想起大家在廣場上興奮的圍繞著幻象

2000拍照時，可以在細微處看到這個「起飛前拆

除」的布條，想著我國空軍在整裝起飛前，豈止是

要卸除這肉眼可見的小小的布條，更是在心中大大

的卸下了個人死生的罣礙了吧。 

已臻卓越的空軍

下午5點，參訪結束，大家依序上車離開基地，

前往預訂的餐廳進行餐敘，席間大家談論著生活、

課業及對政治現狀的隱憂，轉眼間已到晚間近8時

許，大家兵分兩路的至新竹高鐵及臺大校園。

在步下安全回到臺大校門口的車子而慢慢步行

回家的路上，想起了當我們搭著車要離開基地時，

為我們解說及引導的空軍弟兄姊妹們還在車外對

我們揮手致意並滿臉笑容，到底是什麼在支持著面

對每天艱鉅挑戰的他們呢，除了全國上下對他們的

信任託付之外，應該就他們心中對於聯隊精神指標

「追求卓越」的愛國心，這才是他們將生命置之腦

後仍能面露笑容以對的主因吧。他們豈是卓越，根

本已是飛越卓越了。

回到起點。回歸初心

在步出學校時，回頭看到夜間的校園，心中感

謝安排這次參訪的班代Pinky（林怡君）及將軍同

學陳國華，沒有兩位的精心規劃，不會有這麼令人

印象深刻感動滿滿的參訪，也要謝謝師長張佑宗主

任、蘇彩足老師、王業立老師及彭錦鵬老師的共襄

盛舉。另外，我們的學習路上絕不能缺少、出外更

是一定要跟上的徐欣蕾助教及賴永承助教，真的很

感謝您們。

平日要上班忙於工作的我們，在週六還要上一

天的課，回到家後仍要在工作空檔把報告完成，那

種累真是分分鐘都想令人放棄學業，但此次參訪後

回到校園，也回憶起我們來到這個學校的初衷，感

覺心中有一股泉源沁沁流出而滋潤著自己疲累的

心，讓人想學習那24小時待命的空軍弟兄姊妹們，

時時勤拭本心，回到起點、回到初衷，如此一來，達

到我們追求卓越的自我期許就近在眼前了。■

■ 師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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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活動交流-美國智庫來訪

美國智庫選舉觀察團於2020年1月9日赴母系進行交流，並與本系童涵浦副教授、郭銘傑助理教授、Mark 

Weatheral博士、魏嘉吟博士、曾煥凱博士針對臺灣總統大選進行交流對談。

美國智庫選舉觀察團來訪名單如下：

Name

Shelley Rigger

任雪麗

Jacques deLisle

戴傑

Thomas Gold

高棣民

Pamela Kennedy

Thomas Shattuck

善學

DouglasFuller

傅道格

Carl Minzner

明克勝

William C. Vocke Jr.

李沃奇

MargaretLewis

陸梅吉

JosephWong

黃一莊

Randall L. Nadeau

那原道

Institution

Professor,Davidson College

美國戴維森學院東亞政治系主任、教授

Director, Asia Program,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計畫主任

Professor,UC Berkeley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教授

Research Analyst,Stimson Center

美國史汀生研究中心東亞計畫研究分析員

Research Associate,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計畫副研究員

Association Professor,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學亞洲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Professor of Law, Fordham University

美國福特漢姆大學法學教授

Executive Director Emeritus, Fulbright Taiwan

學術交流基金會榮譽執行長

Professor,Seton Hall

美國賽頓霍爾大學法學教授

Professor,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

Executive Director,Fulbright Taiwan

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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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賴永承（政研三）

2019年系友餐會花絮2019年系友餐會花絮

在美味佳餚陸續上桌後，主辦班也準備多項精

采的表演。例如78年班的曾志強學長與其兒子帶來

太極劍舞，有別於傳統印象中的慢節奏表演，學長

的劍舞搭配嘻哈饒舌的音樂律動，中西文化合璧的

專業演出令人驚艷。

而後續在主持人妍如學姐的帶領下，78年班

的同學們一同回味精心製作的懷舊影片。就在影片

後，大家觥籌交錯之際，79年班的裘莉學姊「大張

旗鼓」的表演震攝全場，學姊準備了22吋舞鑼、38

吋交響鑼、詩提琴與四元素風鈴，為會場帶來高級

的音樂饗宴。

除精彩表演外，眾人引頸期盼的即是隨之而來

的摸彩活動，除iPhone手機壓軸外，上萬元的百貨

公司禮券、住宿券、酒水等，被接連抽出的驚喜，令

全場氣氛沸騰。這些獎品都由傑出學長姊們奉獻，

其中不乏政治系碩士在職專班系友的鼎力支持。為

了強化在職專班的凝聚力，今年（2019）也成立了

碩士在職專班的系友會，李美惠副會長致詞時，也

強調增進公部門、媒體、企業等各行各業、背景多

元學員們彼此交流的必要。

2019年12月15日晚上6點，在舊社科院附近的

庭園會館1樓，由民國78年度畢業系友主辦的系友

大會，在感人的懷舊影片伴奏中展開序幕，席開33

桌。

一開始由78年班的紀妍如學姊主持，帶領大家

唱校歌、配合校園導覽的影片回憶起青春歲月。然

而這次的大會並不若以往快樂激情的氣氛，在系友

胡定吾會長開始的致詞中，大家一同緬懷李文雄學

長對系友會務的支持。李學長在社科院新館，以及

母系活動上皆不遺餘力地奉獻、回饋後輩。於李學

長的追思影片後，李學長的夫人徐梅華女士、兒子

李承遠先生也上台致意，種種回憶與感謝，溫馨了

整場餐會。

李學長追思會後，便由張佑宗系主任致詞，張

主任也再次感謝李學長對母系的付出與支持。張主

任同時也提及政治學系在臺灣社會上、國際上的能

見度正不斷提升中，並點出未來對政治系的期許。

其後便由78年主辦班代表沈秉文學長致詞，致詞

中也承接緬懷與期許的重點，並感謝許多對政治系

貢獻良多的傑出系友們，以及該屆辛苦籌辦的同學

們。

最後的節目是由大三在校學生們共同演唱甜

蜜輕快的曲風，並且全程自彈自唱，再次讓人耳目

一新。到了散場前，則由78年班同學一同上台合唱

「明天會更好」，學長姊們不僅唱出熱情、伸出雙手

搭在彼此肩上，顯現其不被歲月磨滅的友誼。固然

生活中有些困頓或打擊，然而相信未來會更好，正

向面對以後的人生，應該也是學長姊希望傳遞給學

弟妹們最殷切的信念。■

■ 胡定吾會長 ■ 蔡政文老師頒發摸彩禮

■ 會場一景 ■ 摸彩禮領獎

■ 李美惠副會長頒發摸彩禮券 ■ 會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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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2020年
1/18-19

「 後西方國際關係的關係研究方法論 」冬令營 

3/10

【政治學系演講】

■講題：Local Government’s Protective Action Decisions: Responding to Typhoon 

           Risk

■講者：Wen-Jiun Wang助理教授(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3/11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探勘新聞標題的政治宣傳效果

■講者：謝吉隆副教授（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3/18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臨江掬飲，其味自識－從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心得談起

■講者：張其賢副教授（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3/19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政府遷臺後外交政策與實務

■講者：章文樑退休大使（外交部）

3/25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深度訪談之經驗分享

■講者：李天申助理教授（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3/30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多黨政府下的政黨合作與競爭

■講者：林政楠助研究員（中研院政治所）

4/8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質」人研究的必備知識與態度

■講者：李天申助理教授（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政治學系學術活動大事記 日期 活動名稱

4/28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國際關係歷史社會學與春秋戰國時期

■講者：林炫向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

4/29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公共政策實務經驗分享

■講者：王寶萱助理研究員（臺北藝術大學）

5/4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日本公務員考試制度

■講者：王皓平兼任助理教授（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5/11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日本公務員任用

■講者：王皓平兼任助理教授（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5/18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日本政治與環境議題

■講者：鄭芳婷研究員(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

5/21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跨國環境倡議的在地化

■講者：邱劭琪資深專案主任（英國環境正義基金會）

5/26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王道與霸道

■講者：楊仕樂教授（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

5/27 「傳染病防治與憲法議題」圓桌論壇

6/2

【政治學系演講】

■講題：Emergence of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in Public Health Crisis

■講者：賴育宏博士(Dr. Allan Lai)( 行動基因新加坡子公司ACT Genomics

           （Singapore）Pte. Ltd.資深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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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GIS方法在公行研究的應用

■講者：廖興中副教授（政治大學）

6/4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新冠肺炎與國際訴訟

■講者：吳雨蒼助理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6/8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學科對話

■講者：袁易兼任研究員（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6/19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國際關係規範理論

■講者：林炫向教授（文化大學政治學系）

6/22

【公共治理系列演講】

■講題：Camera, light, action? Using action research with people who are reluctant 

           to act :The case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講者：Dr. Frank van Laerhoven(Editor-in-chief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6/23

【政治學系演講】

■講題：Inter- and Intra-Ethnic Group Tolerance and Covid-19: Evidence from 

           Romania

■講者：Dr. Amy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6/24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民法親屬、繼承篇

■講者：蔣瑞琴律師（辰宇法律事務所）

6/24

【政治學系演講】

■講題：「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展望後新冠病毒的世界」(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Looking Forward to The Post-Coronavirus World)

■講者：朱雲漢教授（中央研究院暨世界科學院院士、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張佑宗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

日期 活動名稱

6/29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政治科學與數據科學的結合--以中國應用為例

■講者：蘇毓淞副教授（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7/17

【政治學系/公共事務研究所留學規劃暨公費留考講座】

■講者：蔡咏諭(美國密蘇里大學公共事務博士班新生)

■主持人：吳舜文助理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研究所)

7/22

【公共治理系列演講】

■講題：Digital Innovations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Data, Cyberinfrastructur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講者：陳聿哲教授 (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奧馬哈分校公共事務與社區服務學院公共行

            政學系教授暨數位治理與分析實驗室主任)

7/28 「政治學前瞻研究工作坊」

8/28 「公民科學發展與契機論壇」

9/19

【政治學系演講】

■講題：《國際政治中的知識、欲望與權力：中國崛起的西方敘事》導讀

■主持人：石之瑜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導讀人：蘇翊豪助理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9/22

【公共治理系列演講】

■講題：Characteristics of Statewide Prescription Drug Monitoring Programs And 

            Associated 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Opioid Prescribing: A Machine 

            Learning Application.

■講者：Dr. Hsien-Chang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ealth Policy at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t Bloomington)

9/29 「錢復院長與青年學子分享人生經驗」

10/14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領域立法政策與實務

■講者：高世明副教授（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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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政治學系論壇】(與多維雜誌共同舉辦)

■講題：中共第五個現代化的台灣挑戰

■主持人：邱坤玄名譽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石之瑜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

              系）、于品海（《多維TW》總策畫） 

■與談人：張執中副教授（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蔡文軒副研究員（中研院政治學

               所）、王宏仁副教授（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吳啟訥副研究員（中研院近史所）

10/22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非洲區域主義

■講者：嚴震生研究員（政治大學國關中心）

10/22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圖書館介紹和資料庫使用

■講者：邱芳盈幹事（臺灣大學圖書館）

10/31-11/1
中國政治學會 2020 年會暨「新媒體時代下的解構與重構：

公共治理、民主政治與國際安全」學術研討會

11/12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Postcoloni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Spivakist Lens: Sun Yatsen and 

            His 亞東 Discourse

■講者：清水耕介教授（龍谷大學跨文化傳播學院 ）

11/17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The Nature of Africa: Conserv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Albertine Rift
■講者：Dr. Elaine (Lan Yin) Hsiao(Global Challenges Fellow, Sheffiel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IID)

11/17

【政治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Sensible Politics: Visua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講者：William Callahan 柯嵐安（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主持人：石之瑜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12/5-6
2020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

「全球民主退潮？政治學的反思與應對」國際學術研討會

捐款芳名錄

日期 姓名 金額

2019
11月13日 李中庸 6,000 

11月13日 丘昌嶽 8,000 

11月13日 倪映驊 10,000 

11月13日 牟光棟 10,000 

11月13日 陳隆堅 10,000 

11月20日 紀妍如 10,000

11月20日 吳益政（吳麗美） 3,000

11月26日 李淑惠 20,000

11月27日 蕭琇安 3,000

11月28日 黃純真 30,000

12月8日 韓定國 100,000

12月9日 馬永成 3,000

日期 姓名 金額

12月10日 胡定吾 2,500,000

12月15日 沈秉文 3,000

12月15日 楊惠娟 3,000

12月15日 吳世傑 3,000

12月15日 尤妙文 1,000

12月15日 楊家宜 3,000 

12月15日 李靜瑤 3,000 

12月15日 林易民 3,000 

12月15日 陳隆堅 1,000 

12月15日 趙永茂 10,000 

12月15日 張素雯 10,000

12月15日 林章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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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日期 姓名 金額

12月15日 方怡芬 1,000 

12月15日  曾智偉 1,000 

12月15日  郭淑媛 3,000 

12月15日  莊美珠 3,000 

12月15日  徐維遠 1,000 

12月19日 李美惠 200,000 

12月23日 中流基金會 100,000 

日期 姓名 金額

2020
2月12日 理律法律事務所 26,000 

3月13日 理律法律事務所 83,000 

8月25日 中流基金會 900,000 

11月12日
社團法人

台灣行政法學會
20,000 

歡迎各位學長姊踴躍捐款，基金會將奉寄可扣抵稅款之收據。

帳號：027-50-617018-0，國泰世華銀行 安和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台大政治學術文化基金會

聯絡人：臺大政治學系王辰元

電話：（02）33668450

捐款帳號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