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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陸研究教學通訊》 

各期⽬錄 
第 13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共「疫苗認知戰」與臺灣危機 余宗基 1 

專論(⼆) 中共推動「『⼗四五』規劃與 2035 遠景⽬標綱要」簡析 陳華昇 4 

專論(三) 有關社會科學界的四個重⼤議題 俞劍鴻 7 

專論(四) 從中共海洋安全戰略探討其海警部隊 劉嘉霖 11 

專論(五) 中共⽕箭軍軍事戰略──驅使因素、結構與意涵 賴顗任 15 

專論(六) 習近平對臺政策下解放軍攻臺作戰模式之研析 黎威甫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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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共「兩會」後對臺作為研判 潘錫堂 1 

專論(⼆) 中國⼤陸應對各國⼈權爭議的策略與宣傳 譚偉恩 3 

專論(三) 環境治理途徑下的中國威權環境主義 廖柔瑄 10 

會議記錄(⼀) 2020 年「胡定吾講座：國際政治經濟學」──Roger Schoenman 教授 ⿈譯民 15 

會議記錄(⼆) 「歷史與國關 IV：以史為鑑」學術研討會  呂冠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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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共政局觀察 吳仁傑 1 

研究札記(⼀) 背負⼤漢奸臭名的汪精衛是否能夠被平冤昭雪？（下） 俞劍鴻 4 

研究札記(⼆) 從權⼒轉移理論分析美中新型⼤國關係 褚宏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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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近期中共在南海作為之觀察 蔡季廷 1 

專論(⼆) 第 73屆世界衛⽣⼤會觀察 張登及 5 

研究札記(⼀) 背負⼤漢奸臭名的汪精衛是否能夠被平冤昭雪？（上） 俞劍鴻 7 

研究札記(⼆) 歐亞⼤陸「⼼臟地帶」—中亞對中共的地緣戰略意義 洪宇嬅 21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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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廣挺 

劉燕婷 

25 

 

 

  



 5 

第 13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洞悉中共「認知戰」：制⼈⽽不制於⼈ 余宗基 1 

專論(⼆) 疫情對中共完成「脫貧攻堅」⽬標影響評析 王 韻 3 

專論(三) 從「武漢肺炎」看中共 3 治理問題 鄒⽂豐 7 

專論(四) 「薩德」事件後中韓安全互動關係觀察 ⿈ 鈴 9 

海外講座 2019 年「胡定吾海外新銳學者⽅法論講座」──Julia C. Strauss教授 柯緯倫 12 

參訪⼼得 2019 年專班校外參訪───北京學術訪問⼼得 蔣豐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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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疫情對中共威權領導影響觀察 周嘉⾠ 1 

專論(⼆) 
US Responses towards Rising Economic Rivals:The Case of Japanese 

Semiconductors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川有歌 

3 

教研新動⼒(⼀) 印尼華⼈來臺求學⽢苦談──賴劍⽂博⼠專訪 吳瑋庭 19 

教研新動⼒(⼆) 聽聽陸⽣怎麼說？侯⾧坤碩⼠⽣專訪 姚昱均 21 

教研新動⼒(三) 北京⼤學交流經驗談  邱鈺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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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共掃⿊除惡 各地公檢法幹部落⾺觀察 蔡⽂軒 1 

專論(⼆) 中共對美臺軍售及總統出訪之反應觀察 ⾱奇宏 4 

專論(三) 
漸進決策：「亡⽺補牢」的得與失- 

對天津市「海河英才計畫」連打補丁的思考 
莫鑫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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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G20 峰會與美中互動觀察 趙⽂志 1 

專論(⼆) 第⼆屆「⼀帶⼀路」國際合作⾼峰論壇觀察 唐欣偉 3 

研究札記 哪⼀個理論或者理論架構 更加貼近有關汪精衛的政治⽣涯？ 俞劍鴻 5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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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廣挺 

劉燕婷 
9 

碩博⼠論⽂資訊 106/107 學年度碩博⼠論⽂及⼤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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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共「兩會」涉臺議題觀察 董⽴⽂ 1 

習近平上任後中共軍

事改⾰專題（⼀） 
習近平軍改後中共陸軍作戰體制之研究（2015-2019 年） 陳昭⽻ 4 

習近平上任後中共軍

事改⾰專題（⼆） 
中共陸軍航空兵發展與對臺作戰扮演之⾓⾊ 林澤豪 6 

習近平上任後中共軍

事改⾰專題（三） 
冷戰結束後中共核武戰略演變（1991-2018） 楊育州 11 

習近平上任後中共軍

事改⾰專題（四） 
習近平上任後中國⼤陸南海島礁建設之戰略意涵-以邊緣地帶理論檢視之 邱博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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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第 18 屆⾹格⾥拉對話會觀察 林⽂程 1 

專論(⼆) 天下‧斯⽂：傳統中國政治邏輯在當代中國 連超 4 

專論(三) 中國網路平台審查制度對⾃我審查之影響 ⿈佳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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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共北戴河暑休期間⾼層內⾾傳聞觀察 ⿈信豪 1 

專論(⼆) 中國⼤陸地⽅財務、債務現況觀察 蔡中民 3 

專論(三) 
多元治理視域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建設的研究 

—基於⼭東省夏津縣⿊⼟⿆⽥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實地調研 

蔡若蘭 

張⾼媛 

丁悅 

羅爽 

6 

會議紀要 2018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開幕致詞 張佑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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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國⼤陸監察法及國家監察委員會簡析 蔡中民 1 

專論(⼆) 2018年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議觀察 唐欣偉 3 

研究札記(⼀) 要藍⾊，不要垃圾──海洋治理視域下的海漂垃圾問題與兩岸關係 李有容 5 

研究札記(⼆) 中共與各國雙邊互動初探（2008-2017） 游智偉 8 

研究札記(三) 朝鮮半島前景觀察與中美國際秩序競爭 張登及 11 

會議紀要(⼀) 國際關係研究的「關係轉向」⼯作坊 林廣挺 14 

會議紀要(⼆) 
當前中國⼤陸國際關係學者對國際情勢的認知與判斷── 以 2018年 7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共同體會議」為視⾓ 
葉曉迪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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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共第⼗三屆「兩會」修憲評議 楊開煌 1 

專論(⼆) 川⾦會後東北亞的情勢及對中國⼤陸的影響 陳世民 4 

專論(三) 
歐巴⾺時期之「亞太再平衡」戰略分析──聚焦其對美中安全關係之影

響 
楊典穎 

8 

專論(四) 冷戰後中共核軍備管制政策之轉變與影響（1991-2017） 潘政偉 13 

兩岸參訪交流 政治系碩⼠在職專班校外教學──廈⾨參訪臺商天福茶集團 呂惟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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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共「⼈⼤」審議「國家監察法」（草案）⼆審稿簡析 王⽂杰 1 

專論(⼆) 融⼊了中國古代學說、思想與精華的⼀個中國原則 俞劍鴻 4 

專論(三) 漸進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符合中國國家利益 李 燚 9 

專論(四) 他者與台灣社會對話的可能性──在台境外⽣權益議題是如何串聯的 蔡博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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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陸對北韓政策觀察 賴怡忠 1 

專論(⼆) 近期對中國及其周邊地區之歷史研究──以中國與韓國的三國時期為例 張峻維 5 

研究札記 鄭永年教授來臺專題演講札記 胡全威 15 

學⽣交流經驗(⼀) 臺⼤北⼤第 12期交流團 祝⽻⾠ 19 

學⽣交流經驗(⼆) 臺⼤北⼤第 12期交流團 潘奕宏 21 

學⽣交流經驗(三) 臺⼤北⼤第 12期交流團 吳嘉恩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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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美中百⽇⾏動計畫及全⾯經濟對話概況 徐遵慈 1 

專論(⼆) 郭⽂貴事件觀察 包淳亮 4 

研究札記(⼀) 
後冷戰時期⽇本出版界的中國觀──全國出版協會《出版指標年報》初

探 
傅⼼姵 

6 

研究札記(⼆) 淺析西⽅近年對中國政治的誤讀以及中國的應對策略 李 燚 10 

學⽣交流經驗(⼀) 臺⼤北⼤第 12期交流團 張紫茹 15 

學⽣交流經驗(⼆) 臺⼤北⼤第 12期交流團 江翎禎 17 

碩博⼠論⽂資訊 105 學年度碩博⼠論⽂及⼤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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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近期中國⼤陸黨政⼈事異動及地⽅黨代會舉⾏情形之觀察 蔡⽂軒 1 

專論(⼆) 海島流亡──勇敢的西藏⼈在臺灣 曾建元 5 

專論(三) 習近平時期中共軍事改⾰內涵與影響之研究 許峰榮 8 

專論(四) 從「中國夢」到「世界夢」──習近平政治倫理思想的昇華 劉德林 11 

教研交流 國防⼤學政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簡介 陳亭予 15 

學⽣交流經驗 臺⼤北⼤第 12期交流團 周熙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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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兩岸應務實溝通、克服難題，開展建設性關係 陸委會新聞稿 1 

專題演講 ⼤國發展─論中國⼤陸經濟的歐洲化 陸 銘 2 

學⽣交流經驗(⼀) 臺⼤北⼤第 11期交流團 段應萱 12 

學⽣交流經驗(⼆) 
政治系碩⼠在職專班校外教學─廈⾨參訪台商天福茶集團和閩南古鎮⼼

得 
呂惟揚 

14 

學⽣交流經驗(三) 暑期廣州參訪團交流⼼得 曹博凱 17 

碩博⼠論⽂資訊 104 學年度碩博⼠論⽂及⼤綱  20 

 

  



 19 

第 12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近期東海情勢觀察 廖⼩娟 1 

研究札記 蒙古國的「第三鄰國」政策：沿⾰與規定 
張登及 

恩和烏⾳嘎 
4 

⼤陸教研新動⼒(⼀) ⽂化多元的母系──來台求學⼼得分享 
鄭冰顥 

李冠霆 
9 

⼤陸教研新動⼒(⼆) 我在中正⼤學求學時與陸⽣交流的感想 宋  磊 11 

會議紀要 中國再起 II：跨時、跨域、互動的觀點研討會紀實 萬  曉 13 

碩博⼠論⽂資訊 ⼀○四學年度碩博⼠論⽂及⼤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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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解放軍建構聯合作戰指揮體制評析 ⾺振坤 1 

專論(⼆) 從「妄議中央」觀察中共社會治理情勢 ⿈秋⿓ 5 

專題演講 習近平治下中國的「政治新常態」與「經濟新常態」 薄智躍 8 

學⽣交流經驗(⼀) 台⼤北⼤菁英交流團第 11期參訪⼼得 李思慧 17 

學⽣交流經驗(⼆) 台⼤北⼤菁英交流團第 11期參訪⼼得 徐國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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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學⽣交流經驗(⼀) 《台⼤－北⼤菁英交流團》交流⼼得 呂謦煒 1 

學⽣交流經驗(⼆) 北⼤交換之西⾏漫記：叛亂的⼀省與失了魂的⾰命 郭諺儒 4 

學⽣交流經驗(三) 第⼗⼀期 台⼤－北⼤校園交流計畫⼼得 廖德融 7 

會議紀實 105 年 3⽉ 23⽇臺⼤北⼤⽇兩岸政府與治理之⽐較座談會會議記實 徐庭瑋 9 

陸委會新聞稿 
政府堅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現狀，呼籲雙⽅透過良性溝通對話，妥

善處理兩岸關係 
陸委會新聞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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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陸及美國對我選後情勢之觀察 王⾼成 1 

專論(⼆) 綠營智庫在兩岸關係中的作⽤ 曾建元 4 

專論(三) 新⾃由主義下的歐中關係及其啟⽰ 李俊毅 11 

研究札記(⼀) 南海⼈⼯島軍事化、中國版⾵險理論與新型⼤國關係 王俊評 14 

研究札記(⼆) 中國⼤陸地域思維與政府引資作為之連結：⼭東案例 王綺年 19 

教研交流 中國⼤陸歷史教育的「資本主義萌芽情節」 李浩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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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陸「網絡安全法（草案）」簡析 羅世宏 1 

專題(⼀) 中國⼤陸能源安全與戰略 
陳世民 

袁偉程 
4 

專題(⼆) 「⼀帶⼀路」戰略與⼤陸能源安全 吳昀融 11 

講座資訊(⼀) 明居正教授：「習李改⾰、派系⾾爭與中共政局之展望」 明居正 14 

講座資訊(⼆) 王⾶凌教授：「評估中國的崛起」 王⾶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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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 論 ⼤陸制定「國家安全法」簡析 蔡⽂軒 1 

研究札記(⼀) 中國為何「⼤⼀統」？出席英國國關學會歷史群組年會研究摘要 楊仕樂 3 

研究札記(⼆) 
天下、西伐利亞與中國邊陲觀：出席英國國關學會歷史群組年會研究摘

要 
王宏仁 5 

研究札記(三) 習近平治下的政治權⼒結構：⼩組政治與反腐戰役 蔡⽂軒 6 

課程規劃分享 國際關係理論與中⽇關係案例的融合：課程規劃分享 楊雯婷 8 

教研新動⼒：陸⽣在臺⼤(⼀) 政治學系四年級陳軒專訪 
陳軒 

許裕民 
11 

教研新動⼒：陸⽣在臺⼤(⼆) 政治學系三年級劉秀秀專訪 
劉秀秀 

徐圓媛 
15 

碩博⼠論⽂資訊 ⼀○四學年度碩博⼠論⽂及⼤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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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第 14屆「⾹格⾥拉對話」會議簡析 丁樹範 1 

學⽣交流經驗(⼀) 臺⼤北⼤精英交流計畫⼼得 李佳芮 4 

學⽣交流經驗(⼆) 臺⼤北⼤精英交流計畫⼼得 張雅筑 6 

學⽣交流經驗(三) 臺⼤北⼤精英交流計畫⼼得 阮思⿑ 9 

學⽣交流經驗(四) 寒假⼤陸智庫交流訪問團⼼得 曹博凱 12 

學⽣交流經驗(五) 2015青年學⽣兩岸關係研習營 濱島⽇華 15 

學⽣交流經驗(六) 2015青年學⽣兩岸關係研習營 何依靜 17 

碩博⼠論⽂資訊 ⼀○三學年度碩博⼠論⽂及⼤綱  19 

 

  



 26 

第 11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國⼤陸制訂反恐怖主義法之觀察 范世平 1 

專論(⼆) 中國⼤陸「現代化」意涵之分析 李浩銘 4 

臺⼤北⼤菁英交流計畫(⼀) 臺⼤北⼤菁英交流團第⼗期 書⾯⼼得報告 陳啟勳 7 

臺⼤北⼤菁英交流計畫(⼆) 臺⼤北⼤菁英交流團第⼗期 書⾯⼼得報告 曾凱翊 10 

臺⼤北⼤菁英交流計畫(三) 臺⼤北⼤菁英交流團第⼗期 書⾯⼼得報告 陳韞⽵ 12 

臺⼤北⼤菁英交流計畫(四) 臺⼤北⼤菁英交流團第⼗期 書⾯⼼得報告 李政軒 17 

臺⼤北⼤菁英交流計畫(五) 臺⼤北⼤菁英交流團第⼗期 書⾯⼼得報告 林家妤 20 

碩博⼠論⽂資訊 ⼀○三學年度碩博⼠論⽂及⼤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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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陸即時通訊⼯具管控政策之評析 羅世宏 1 

專論(⼆) 安倍晉三的中國∕亞太政策：以關係為基底的⽇本再興之路 ⿈瓊萩 3 

研究札記(⼀) ⾛出臺灣的嚴峻海峽 楊仕樂 7 

研究札記(⼆) 福⼭聚焦中國：以《政治秩序的起源》為例 唐欣偉 8 

教研新動⼒：陸⽣在臺⼤(⼀) 陸⽣在臺⼤：吉林⼤學⽀繼超專訪 ⽀繼超、洪尉淳 11 

教研新動⼒：陸⽣在臺⼤(⼆) 陸⽣在臺⼤：中國⼈民⼤學顏敏專訪 顏敏、林亞緒 13 

教研新動⼒：陸⽣在臺⼤(三) 陸⽣在臺⼤：⾹港⼤學官晴專訪 官晴、林亞緒 15 

博碩⼠論⽂資訊 ⼀○⼆學年度博碩⼠論⽂及⼤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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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2014 年上半年⼤陸經濟態勢觀察 魏  艾 1 

學⽣交流經驗(⼀) 第九期第⼆梯 北⼤交流團參訪⼼得 莊⾬千 8 

學⽣交流經驗(⼆) 北⼤交流團參訪⼼得 林⽂齡 12 

學⽣交流經驗(三) 北⼤交流團⼼得 陶永晶 14 

學⽣交流經驗(四) 上海交⼤⼼得 王⿍和 16 

學⽣交流經驗(五) 2014 臺⼤國發所暑期廣州交流參訪團返臺⼼得 謝頌遇 18 

學⽣交流經驗(六) 美國學⽣在中國⼤陸與台灣求學經驗⽐較 林麗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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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從「301暴恐事件」反思中國夢 楊開煌 1 

專論(⼆) 中共對烏克蘭情勢之態度⽴場與政策意涵 張登及 3 

教研資訊(⼀) 
中國⼤陸教學研究之軍事重鎮 國防⼤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

學系中共解放軍研究碩⼠班 
董慧明 8 

教研資訊(⼆) 海峽尋新論壇（Strait Talk）──衝突與妥協的知識饗宴 林⼠清 11 

臺⼤北⼤菁英交流計畫⼼得(⼀) 臺⼤－北⼤第 9屆交流團⼼得 邱亦睿 14 

臺⼤北⼤菁英交流計畫⼼得(⼆) 臺⼤北⼤菁英交流團返台⼼得 洪唯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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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陸成⽴中央全⾯深化改⾰⼩組之研析 寇健⽂ 1 

專論(⼆) 晚清海權思想對中國⼤陸研究之啟⽰ 王⽴本 4 

研究前沿 (⼀) 中國⼤陸研究與東亞歷史共同理解 邵軒磊 8 

研究前沿 (⼆) 從⽇本社會與⽂化視⾓論「中國夢」 ⼤澤肇 11 

研究前沿 (三) 《中共政治改⾰的邏輯：四川、廣東、江蘇的個案⽐較》書評 林顯明 13 

教學紀要 (⼀) ⾹港經濟貿易⽂化辦事處參訪錄 吳俐萱 17 

教學紀要 (⼆) ⽇本交流協會參訪錄 陸雅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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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2013 年臺⼤－北⼤菁英

交流計畫⼼得選錄 (⼀) 
2013第⼋屆第⼆梯臺⼤－北⼤校園菁英計畫⼼得 楊涴婷 1 

2013 年臺⼤－北⼤菁英

交流計畫⼼得選錄 (⼆) 
臺⼤－北⼤菁英交流團⼼得 吳佳穎 6 

專  論 ⼤陸調整⽣育政策芻議 企劃處 9 

會議記事 裴宜理「當代中國的⽂化治理和政治合法性」演講札記 柯昀伶 15 

學術札記 中國⾦改 林雅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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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就任後⾸次黨慶相關情形觀察 寇健⽂ 1 

專論(⼆) 利益分化與居民參與轉型期中國⼤陸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困境及其理論轉向 王 星 4 

會議紀要 「第⼆屆海峽兩岸民族學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並悼念蒙藏委員會王維芳處⾧ 張登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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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陸「國五條」政策概述 企劃處 1 

專論(⼆) ⾛在薩彥嶺的雪地上 海中雄 8 

研究筆記(⼀) 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背後的⼤戰略邏輯 ⿈瓊萩 14 

研究筆記(⼆) 1990年代以來中國⼤陸思想⽂化界重⼤論爭研究 藺 桃 17 

教學札記 臺灣師範⼤學「兩岸關係與⼤陸政策」課程參訪海基會札記 項保毓 22 

 

  



 34 

第 10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習近平主政下中共對臺政策的變與不變 張五岳 1 

專論(⼆) 上海合作組織架構下的俄中能源關係 胡逢瑛 4 

學術活動 ─ 臺灣⼤學政治學系專題演

講 
關於中國與拉美現代化交叉的關鍵利益 

愛德華多‧丹尼爾‧奧維

多 
7 

學術札記 中共內戰時期學運政策之演變 柯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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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年學術活動紀實系列 
國企⼯⼈集體⾏動中的政府⾓⾊：H市的國有改制調查 肖唐鏢 1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年學術活動紀實系列 
中國⼤陸勞⼯的實⽤主義團結── 基於珠三⾓經驗的分析 汪建華 12 

專論(⼀) 近期美「中」對於東海議題之⽴場與互動 陳欣之 20 

 

  



 36 

第 10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2012 年以來美『中』關係評析 張登及 1 

專論(⼆) 胡宗南與臺灣（1950-1962） 王⽴本 4 

專論(三) 論 RCEP及東亞整合新階段 宇都宮溪 10 

研究筆記(⼀) 什邡事件對社會管理⼯作的啟⽰ 吳 翔 14 

研究會札記(⼆) 中國⼤陸研究⼝述知識史⼯作坊與會札記 邵軒磊 16 

研討會札記(⼀) 臺灣師範⼤學「兩岸關係與⼤陸政策」課程參訪陸委會札記 劉湘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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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習近平訪美觀察 鄭端耀 1 

研究紀要 歷史深處的官僚政治── 讀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吳翔 4 

⼤陸教研新動⼒－陸⽣在臺⼤ 經驗談〈I〉─ 專訪東京⼤學碩⼠班交換⽣⽶多 洪尉淳 8 

⼤陸教研新動⼒－陸⽣在臺⼤ 經驗談〈II〉─ 專訪吉林⼤學⾏政學院碩⼠班交換⽣⽀繼超 洪尉淳 10 

會議紀實(⼀)   第三屆臺⼤、廣州中⼭⼤學、上海財⼤三校論壇記⾏ 王宏⽂ 12 

會議記實(⼆) 兩岸世界民族問題特點與趨向研討會紀要 張登及 15 

會議紀實(三)     ⾸屆「兩岸國際關係院⾧論壇」在政⼤召開 張⽂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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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學員觀察與回饋(⼀) 再脈絡化與反思西⽅中⼼主義 ⿈ 瑜 3 

學員觀察與回饋(⼆) 社會科學本⼟化與市民社會 胡全威 6 

學員觀察與回饋(三) 「⾼等社會科學研習班」兩週⾒聞 林婉萍 9 

學員觀察與回饋(四) 盛夏的果實：「社會科學暑期⾼級講習班」學習札記 王 艷 12 

學員觀察與回饋(五) 想知道得更多 于 霄 15 

專論(⼀) 北韓領導⼈更替對區域安全之影響評析 張登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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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百期特稿(⼀) 民國 100 年通訊發⾏ 100期⼩誌 ⽯之瑜 1 

百期特稿(⼆) 中國⼤陸研究教學通訊百期賀詞 王業⽴ 2 

專論(⼀) ⼤陸「天宮⼀號」太空站計劃之評析 陳世民 3 

專論(⼆) 悼念溝⼝雄三教授 邵軒磊 5 

專論(三) 論臺灣的軍事政治出版品 許劍虹 9 

書評(⼀) 書評：「戰後⽇本的中國研究─⼝述知識史」 邵軒磊 13 

書評(⼆) 書評： 「郝柏村解讀蔣公⽇記 1945-1949」 王⽴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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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陸第六次⼈⼝普查評析 王信賢 1 

專論(⼆) 兩岸參與 NGOs的挑戰與前景 張登及 4 

經驗談(⼀) 專訪復旦⼤學國際政治系碩⼠班王亞坤 陳怡瑾 7 

經驗談(⼆) 專訪復旦⼤學國際政治系四年級楊珊 林凱蒂 9 

研究紀要 從⼤陸看臺灣—⼤陸媒體對臺灣相關報導的態度轉變:以南⽅窗與中國新聞周刊唯例 陳⽅隅 12 

會議紀實(⼀) 第⼀屆兩岸三地博⼠⽣論壇學術研討會 陳亮宇 18 

會議紀實(⼆) 第⼀和⼆屆中國研究年會 林雅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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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百年研討會紀實系列 
邁向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兩岸農村⽣態政策的⽐較分析 袁⽅成、王繼琴 1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民國⼀百年研討會紀實系列 
村民⾃治究竟應當向何處去？ 任中平 18 

專論(⼀) 近年⼤陸海洋政策發展與⾛向 胡念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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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胡錦濤訪美後美「中」關係之發展 李 明 1 

專論(⼆) ⽇本東洋學的成⽴、發展與東洋⽂庫 佐藤次⾼ 6 

⾰命史、知識史與中國研究(⼀) 「⾰命史、知識史與中國研究」國際研討會與會札記 邵軒磊/蔡芷茵 9 

⾰命史、知識史與中國研究(⼆) 戰前⽇本的亞洲歷史資料及其數位化公開 ⼤澤肇 11 

⾰命史、知識史與中國研究(三) ⽇本中國研究的⼝述史個案 關智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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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他者理解下的學知── 以⽇本帝國時期之中國調查為例 末廣昭 1 

專論(⼆) 三農問題的現代化困境與出路 劉德林 11 

專論(三) 上海「世博會」之觀察 王信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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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論⽂選錄(⼀) 
中國⼤陸的⼯⼈狀況與⼯⼈研究—— 勾連 30 年的⼀種觀

察與思考 
馮同慶 1 

論⽂選錄(⼆) ⼀盤棋與⼩卒⼦：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命運及前景 ⽯秀印 4 

論⽂選錄(三) 勞動權益受損與⾏動選擇研究：兩代農民⼯的⽐較 劉愛⽟ 8 

論⽂選錄(四) 中國⼤陸集體協商的制度與實踐 鄭 橋 12 

論⽂選錄(五) 中國企業衝突性勞動爭議的形成與預防機制研究 馮喜良 15 

論⽂選錄(六) 製造業⼯時制度變化研究 趙 煒 19 

專論(⼀) 對中共推動「黨務公開」之評析 張執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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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之⼀ 再論作為領袖⼈物的⽑澤東 ⽩魯恂、李易明 1 

專論之⼆ 中國社會的民族想像 關 凱 6 

專論之三 ⼤陸因應⾮傳統安全的戰略思維 楊志恆 10 

東亞各地中國研究動態之⼀ 華裔館的華⼈研究 
⾟翠玲 

楊媛甯 
13 

東亞各地中國研究動態之⼆ ⽇本與韓國資深中國學者⼝述歷史期中⼯作坊 ⽯之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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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東亞各地中國研究動態之⼀ 新加坡國⼤東亞所的知識密碼 陳昌宏 1 

東亞各地中國研究動態之⼆ 加加美光⾏與愛知⼤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 陳綺齡 11 

東亞各地中國研究動態之三 
近代耶穌會中國學研究：中國新聞分析（CNA）與輔⼤社

⽂中⼼（SCRC） 
林凱蒂/張登及 14 

東亞各地中國研究動態之四 
本系中國⼤陸暨兩岸研究與教學中⼼期刊──Asian 

Ethnicity簡介 
⿈有彤 18 

東亞各地中國研究動態之五 研究劄記：印度學者 K. P. Gupta 的中國觀看 許容禎/⽯之瑜 21 

「兩會」觀察 2010 年⼤陸「兩會」重要政治動向 寇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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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九⼗⼋年研討會紀實系列之⼀ 

「美中關係：來⾃國內政治因素的挑戰」 （US-China 

Relations: The Domestic Political Challenge）國際學者演講 
謝淑麗 1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九⼗⼋年研討會紀實系列之⼆ 
公共民⽣問題的解決與民主 余遜達 8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九⼗⼋年研討會紀實系列之三 
民主化理論的中國闡釋—關於⼀種新的可能性之探索 景躍進 14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九⼗⼋年研討會紀實系列 

「世界經濟衰退中的中國⼤陸：幾點省思」 

（China and Recession: It Is Time to Reflect） 

國際學者演講 

陸懋祖 17 

專  論 ⼤陸主要城市⼈才引進措施及其效應 鄧建邦 30 

博碩⼠論⽂資訊 九⼗七、九⼗⼋學年度通過之碩博⼠論⽂資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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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之⼀ ⼤陸內部對於民主問題之探討 寇健⽂ 1 

專論之⼆ ⽇本亞洲研究之前沿介紹 邵軒磊 4 

專論之三 
中國發展模式與新左派思潮：「⼈民共和國六⼗週年與中國模式」學

術研討會觀察記 
陳牧民 7 

中國學知識社群與研究介紹之⼀ 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的進度 ⽯之瑜 10 

中國學知識社群與研究介紹之⼆ 印度的中國學知識社群初探 ⿈威霖 11 

中國學知識社群與研究介紹之三 新加坡的中國學知識社群初探 陳昌宏 12 

中國學知識社群與研究介紹之四 ⽇本的中國學知識社群初探 邵軒磊 13 

中國學知識社群與研究介紹之五 澳洲的中國學知識社群初探 吳昀展 14 

中國學知識社群與研究介紹之六 澳洲漢學研究學者簡介──Hans Hendrischke（杭智科） 劉令名 15 

中國學知識社群與研究介紹之七 德國漢學研究的背景 洪雅筠 17 

中國學知識社群與研究介紹之⼋ 六⼗年來⾹港「中國學」概況（綱要） 陸⼈⿓ 21 

中國學知識社群與研究介紹之九 ⾹港的漢學與東⽅學研究之發軔 李佳徽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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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中國農村專題之⼀ 
農民問題與⼟地 

──中國農村⼟地制度的三次⼤變⾰ 
張厚安 1 

中國農村專題之⼆ 中國農村醫療改⾰評析 曾秀琳 7 

專  論 《零⼋憲章》⾸批簽署⼈結構分析 ⼦駒 12 

演講紀實 
「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失衡與調整問題 

－兼談東亞⾦融整合」演講 
洪財隆 17 

兩岸交流資訊之⼀ 陸委會民調：六成以上民眾肯定「江陳會談」協商結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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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九⼗七年研討會紀實系列之⼀ 

「中國⼤陸改⾰開放三⼗年之反思」 

（Reflections o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after 30 Years）國際學者

演講 

1. China’s Reforms Compared to Those of Mikhail Gorbachev 

2. Shopping in China: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1.⽩思⿍ 

2.蘇黛瑞 
1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九⼗七年研討會紀實系列之⼆ 

「兩岸三地社會凝聚的追尋：社會政策與治理的挑戰」（The Quest for 

Social Cohesion in Greater China: Challenges for Social Policy and 

Governance）研討會紀實 

 6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九⼗七年研討會紀實系列之三 
「中國 vs.印度的⼟地政策及其未來發展」演講 陸懋祖 11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九⼗七年研討會紀實系列之四 

「東亞局勢與區域新秩序—兼談台灣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地位與作⽤」

演講 
曹雲華 13 

臺⼤社科院中國⼤陸研究中⼼

九⼗七年研討會紀實系列之五 
「政府創新的理論與實踐」演講 謝慶奎 18 

專  論 中共應對社會穩定的治理模式 張執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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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中國研究之⼀ 地震後中國與積極性的改⾰開放新前景──從政治體制改⾰⾓度分析 王 棟 1 

中國研究之⼆ 東北振興與東北⼈的社會⼼理 王樹茂 10 

專論之⼀ 從國際法檢視中國對臺灣參與世界衛⽣組織之可能態度與策略 姜皇池 13 

專論之⼆ 中國模式 潘 維 15 

⼤陸⼯作簡報 中國⼤陸確保糧⾷安全與糧價穩定的課題與措施 ⿈炳⽂ 17 

碩博⼠論⽂資訊 九⼗六學年度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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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之⼀ ⼩川悅司訪談記錄 ⼩川悅司 1 

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之⼆ China’s Policy Towards Ethnic Chinese 廖建裕 6 

中國研究 
鄉村⾃治的困境 

──四川鄉村調研紀實 
吳  翔 8 

兩岸關係動態之⼀ 談談兩岸中國的互不否定、排斥 俞劍鴻 13 

兩岸關係動態之⼆ ⾺總統接受遠⾒雜誌專訪（97.8.30） 總統府新聞稿 15 

專  論 北京奧運與中國⼤陸的「和平崛起」 趙春⼭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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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臺美中關係之⼀ 
「美國與兩岸關係」（The United State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演講記錄 
王曉岷 1 

臺美中關係之⼆ 談兩岸關係量化研究的事件資料庫 關弘昌 9 

專論之⼀ 期盼“⾰命” 蕭延中 12 

專論之⼆ 胡錦濤訪⽇與中⽇關係近期⾛向 蔡明彥 17 

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之⼀ 
亞洲學者協會 2008年 3⽉ 6⽇於新德⾥召開「印度的中國

研究」⼯作坊實錄 
 21 

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之⼆ 華裔館館⾧及歷任館⾧介紹 楊媛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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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之⼀ ⾷⽂化英譯之困惑 張基珮 1 

專論之⼆ 卡爾‧波普爾的反“極權主義”思想對中國制度建設的借鑒意義 吳 翔 8 

專論之三 ⼀個函待深⼊研究的歷史課題：造反派和“三種⼈” 宋永毅 13 

講座資訊之⼀ 知識、⼈⼒資源、經濟發展和東亞經驗──⿈朝翰教授台⼤演講 ⿈朝翰 17 

講座資訊之⼆ 不可置信的中國中⼼論──⿈朝翰教授台⼤演講後記 包淳亮 21 

⼤陸⼯作簡報 中國⼤陸的貧窮問題與最低⽣活保障制度 施世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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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之⼀ 
「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計畫」進度報告

（2006.12∼2007.10） 
⽯之瑜 1 

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之⼆ 轉型中的新加坡中國學研究 ⾟翠玲 4 

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之三 
越南中國研究院資深學者 

阮輝貴的中國認識 
阮懷秋 7 

專論之⼀ 「科學發展觀」寫⼊中共黨章的政治邏輯 單 ⾦ 13 

專論之⼆ 中共的中亞政策與「上合」組織的轉型 蔡明彥 17 

博碩⼠論⽂資訊 九⼗五學年度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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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講座資訊 ⽇本的對外關係與歷史議題：安倍的新領導 東鄉和彥 1 

訪談系列之⼀ 
中國學的主客關係──訪北京⼤學⽐較⽂學研究所嚴紹璗所⾧中

國的⽇本研究者訪問系列 

嚴紹璗 

邵軒磊 
4 

訪談系列之⼆ 越南中國研究院資深學者馮⽒惠的中國認識 
馮⽒惠 

阮懷秋 
9 

專論之⼀ 中共與南韓有關東海島礁爭議之研析 蔡明彥 13 

專論之⼆ 關於⾏政倫理法制建設 王 偉 15 

教研資訊 本中⼼將⾃九⼗七年起，承接「Asian Ethnicity」期刊編輯⼯作  19 

博碩⼠論⽂資訊 九⼗五學年度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博碩⼠論⽂及⼤綱  20 

 

  



 57 

第 8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韓國有關中國政治社會研究的評述 李周炯 1 

專論⼆ 戰後⽇本的中國研究與共同體理論 祁建民 8 

訪談系列 
以史學研究帶來相互理解──訪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所

⾧中國的「⽇本」研究者訪問系列 

步平 

邵軒磊 
15 

⼤陸⼯作簡報 中共反恐機制與作為 歐錫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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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中國公民社會的成⾧困境──基於從歷史、⽂化、制度、經濟等⾓度的思考 王 棟 1 

專論⼆ 
從「北京市的業主維權調研」來反思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意涵：「維權」！

由「⾂民」向「公民」的初始演化和⾃主性公共領域的開拓 
陳啟倫 9 

訪問系列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學──訪北京外國語⼤學漢學中⼼主任張西平教授 

中國的「漢學∕中國學」研究者訪問系列 

張西平 

邵軒磊 
15 

座談會資訊 「從中共兩會看⼗七⼤趨勢發展」座談會主委致詞參考稿 陸委會 18 

博碩⼠論⽂資訊 九⼗五學年度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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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2007 年中國經濟增⾧之⾵險 施正屏 1 

專論⼆ 台商投資中國⼤陸的未來⾛向和影響因素分析 段⼩梅 5 

專論三 兩岸交流與中共黨史研究 梁錦⽂ 12 

專論四 另類不另類？淺談中國的現代性 周志杰 15 

專論五 近期中共解放軍軍事交流 歐錫富 17 

學術交流資訊 臺⼤北⼤菁英交流計畫：第⼆期第⼆梯次預定⾏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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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 近⼆⼗年來中國⼤陸海外中國學研究的若⼲思考 
朱政惠 

吳原元 
1 

專論⼆ 圍堵中國？⽇澳安全合作與台灣戰略轉型 張⼦揚 6 

專論三 中共通過物權法的歷程、爭議及其意義 許志嘉 8 

專論四 盤⼦變成碟⼦──微軟Word繁簡互換對中⽂帶來的影響 ⾼國⿍ 11 

博碩⼠論⽂資訊 九⼗五學年度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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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之⼀ 解讀晚年⽑澤東的悖論情境答客問 蕭延中 1 

專論之⼆ 兩岸和平與⼤陸配偶政策 王嘉州 15 

專論之三 從國際（泛）領域暨議題觀察中國⼤陸近期外交反應 俞劍鴻 18 

 

  



 62 

第 7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  論 三農問題的現代解讀 劉德林 1 

講座資訊 中國⼤陸的國家轉型與治理──林尚⽴教授演講紀實 謝芷廷 8 

博碩⼠論⽂資訊 九⼗四學年度第⼆學期通過之碩博⼠論⽂資訊  18 

 

  



 63 

第 7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中國⼤陸村民⾃治研究先驅

──張厚安教授專題之⼀ 
中國⼤陸政治體制改⾰應從理順「黨政關係」⼊⼿ 張厚安 1 

中國⼤陸村民⾃治研究先驅

──張厚安教授專題之⼆ 
經師與⼈師──張教授的為⼈與治學 楊開煌 4 

中國⼤陸村民⾃治研究先驅

──張厚安教授專題之三 
「⾛向鄉⼟⼤地的學者」──張厚安教授研究成果之介紹 柳⾦財 7 

專  論 我國青年赴中國⼤陸研究的作⽤與未來展望 吳瑟致 11 

講座資訊 韓國政治學界的中國研究──⾦都姬教授演講紀實 李圭之 15 

博碩⼠論⽂資訊 九⼗四學年度第⼆學期通過之碩博⼠論⽂資訊  19 

 

  



 64 

第 7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  論 東亞匯率與經濟增⾧關係研究：兼論中國政策含義 
⾼海紅 

陳曉莉 
1 

講座資訊 東亞地域秩序：⽩永瑞教授「從帝國⾄共同體」演講摘要 陳威志 4 

學術交流之⼀ 赴美參加「具有中國特⾊資本主義」研討會感想 陶儀芬 7 

學術交流之⼆ 「臺⼤－北⼤校園菁英計畫」：兩岸⼤學⽣交流⼼得 

李元裕、洪健

庭、陳漢宇、許

芳菁 

10 

中國⼤陸相關博碩⼠論⽂資訊 九⼗四學年度第⼀學期通過之中國⼤陸研究相關博碩⼠論⽂  19 

 

  



 65 

第 7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之⼀ ⼤陸科技⼈才在台灣 左正東 1 

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之⼆ 「終統」決策與影響的學術意涵探討 王正旭 4 

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之三 中國崛起後可能的對外政策⽅向與國際反應：從幾個理論談起 關弘昌 7 

經驗交流 學術研究經驗交流：兩岸學者⽥野調查⼼得札記 

陳德昇、尤怡

⽂、錢怡婷、周  

婷 

11 

 

  



 66 

第 7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之⼀ 
⼈⼤制度： 

中國特⾊政治⽂明的制度創新 
都 淦 1 

專論之⼆ 如果東海沒有⼀戰，會怎樣？ 俞劍鴻 6 

講座資訊 ⽇本近代中國認識的形成 曾倚萃 8 

教研資訊之⼀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中國學研究中⼼ 本刊編輯 12 

教研資訊之⼆ 天津市⼈⽂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本刊編輯 14 

教研資訊之三 

書評：「美國政治中的中國想像」 

Carola McGiffert, ed., Chin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e 

CSIS Press, 2003) 

郭銘傑 16 

博碩⼠論⽂資訊 九⼗四學年度第⼀學期通過之碩博⼠論⽂資訊  19 

 

  



 67 

第 7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中國⼤陸政治學教育發展近況之⼀ 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發展初探（⼀）：⾼等院校概況 陳牧民 1 

中國⼤陸政治學教育發展近況之⼆ 中國⼤陸公共⾏政學教育發展概況 張熹珂 6 

專論⼀ 從 CHINA, China, and china看「中國的和平崛起」 俞劍鴻 9 

專論⼆ 「兩岸民間想像」⼯作坊側記 包淳亮 11 

講座資訊 中⽇歷史問題的「歷史性」：以教科書為例 蘇軍瑋 15 

博碩⼠論⽂資訊 九⼗三學年度第⼆學期通過之碩博⼠論⽂資訊  19 

 

  



 68 

第 7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論之⼀ 經貿交流的政治影響：中共的對台新政與台灣的兩岸研究 耿 曙 1 

專論之⼆ 
化競爭對⼿為合作伙伴──中國銀⾏業股權國際化的戰略分

析 
張育寧 7 

講座資訊之⼀ 現代時空的政治與⽂化──旅外台灣作家的離散經驗 陳玟伶 15 

講座資訊之⼆ ⽑澤東與當代中國政治發展 張志涵 20 

學⼈⾝影 他坐在那⾼⾼的⼭頂上──悼陳⽂喬 蕭功秦 23 

 

  



 69 

第 7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  論 近代⽇本的中國研究與共同體理念 祁建民 1 

教研資訊之⼀ 從「台灣資源中⼼」看華府智庫的中國研究趨勢 姚源明 7 

教研資訊之⼆ 中國⼤陸國際關係教學介紹 張凱勝 9 

教研資訊之三 
中國研究在早稻⽥⼤學的緣起不滅 

－簡介「現代亞細亞學之創⽣」研究中⼼（COE-CAS） 
韓沛君 13 

紀實報導 中國的拐賣⼈⼝問題 余⽂琦 16 

活動公告 中國⼤陸暨兩岸關係研究中⼼活動公告  18 

中國⼤陸相關博碩⼠論⽂資訊 九⼗三年度第⼆學期通過之中國⼤陸研究相關博碩⼠論⽂  19 

 

  



 70 

第 6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之⼀ 
從經濟戰到⽯油外交──1970 年代⽇本對中國⼤陸的⽯油貿

易 
李恩民 1 

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之⼆ 中共對台「聯結策略」分析 王信賢 10 

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之三 反分裂法與兩岸關係：國際⾯向的淺析 郝培芝 14 

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之四 辯證與⾮辯證：不⼀樣，就是不⼀樣 俞劍鴻 18 

中⼼動態 中國⼤陸暨兩岸關係研究中⼼活動公告  20 

 

  



 71 

第 6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中國⼤陸對外關係之⼀ 關於新中國外交史研究歷程分析 張歷歷 1 

中國⼤陸對外關係之⼆ 
「和平崛起」與「新思維」－兼談中共⾼層政治研究的⼀些

問題 
⾼國⿍ 8 

中國⼤陸經濟改⾰之⼀ 中國經濟已經軟著陸了嗎？ 童振源 10 

中國⼤陸經濟改⾰之⼆ 
公平與效率的⽭盾乎？─「國退民進」是否錯誤不可與最終

所有者缺位問題混為⼀談 
⿈輝猛 14 

研討會資訊 
Protestant Academy of Loccum 

「中華⼈民共和國改⾰與制度變遷」研討會 
⽯之瑜 17 

學術資訊 第⼆屆冷戰時期海峽兩岸歷史發展研究⽣⼯作坊徵⽂  19 

博碩⼠論⽂資訊 九⼗三年度第⼀學期通過之中國⼤陸研究相關博碩⼠論⽂  20 

 

  



 72 

第 6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本的中國研究專題之⼀ 戰後⽇本「中國研究」各種問題：《亞細亞研究》學會個案研究 李朝津 1 

⽇本的中國研究專題之⼆ 
北海道⼤學「中國外交史研究⼯作坊」會議簡錄 

──問題意識、⽅法論與亞細亞⾵格 
⽯之瑜 4 

⽇本的中國研究專題之三 
認識論的再認識－參與「⽇本的中國研究」⼯作會議紀要與感

想 

陳世民、施少棠、陳柏

宇 
6 

專  論 論城市社區建設中的社區居民⾃治（下） 徐 勇 9 

研教資訊 POD：美國華⼈出版業悄悄崛起的⼀⽀異軍 宋永毅 14 

中⼼動態 中國⼤陸暨兩岸關係研究中⼼ 活動公告  19 

博碩⼠論⽂資訊 九⼗三年度第⼀學期通過之中國⼤陸研究相關博碩⼠論⽂  22 

 

  



 73 

第 6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胡溫體制下的政治與社會脈動之⼀ 制度化與中共權⼒轉移 寇健⽂ 1 

胡溫體制下的政治與社會脈動之⼆ 社會抗議運動的結與解：「胡溫」新政的挑戰 王信賢 5 

學術社群對話 兩岸國際政治學研究之對話：學科史、全球化，與政策及現實的觀照 張維倫 8 

專  論 論城市社區建設中的社區居民⾃治（上） 徐 勇 18 

學術資源介紹 「中國⼤陸第三部⾨學術資料庫」簡介 趙沛霖 26 

 

  



 74 

第 6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專題企劃－紀念楊⼩凱教授專輯之⼀ 楊⼩凱教授與台⼤經濟系 張清溪 2 

專題企劃－紀念楊⼩凱教授專輯之⼆ 悼楊⼩凱 明居正 4 

專題企劃－紀念楊⼩凱教授專輯之三 ⾃由不⽌是⼀個詞語──紀念楊⼩凱教授 席天揚 6 

專題企劃－紀念楊⼩凱教授專輯之四 我所認識的楊⼩凱政治思想 曲祉寧 10 

專題企劃－紀念楊⼩凱教授專輯之五 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道主義知識份⼦─楊⼩凱 陶儀芬 15 

特別邀稿 性別課程在兩岸：與⼤陸學者分享教學經驗的感想 ⿈⾧玲 19 

研討會資訊 我們為什麼害怕農民？ 涂志堅、廖⼩娟 22 

中⼼動態 
台灣⼤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中國⼤陸暨兩岸關係研究中⼼正式成⽴ 
 25 

 

  



 75 

第 6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教研資訊⼀ 對社會性別的提問──上海⼤學⽣社會性別話語分析 孫中欣 1 

教研資訊⼆ 關於⼤陸婦⼥學研究與教學的⼀些思考 王 政 10 

資料庫介紹 「中國經濟論⽂索引資料庫」簡介 童振源、王光旭 16 

研討會資訊 「政治⽂明與中國政治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陳世民 18 

研教資訊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0 

 

  



 76 

第 6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教研資訊 中國⼤陸婦⼥學教學趨勢與實例介紹 

王⾦玲、⽅ 

煉、張李璽、韓

賀南 

1 

研究⽂獻 中西學界對於中共政黨體制與屬性轉變的研究整理 王正旭 12 

參訪⼼得 兩岸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參訪⼼得 趙復中 14 

原始⽂件 ⽥陽縣扶貧開發⼯作情況匯報  17 

研教資訊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  21 

 

  



 77 

第 6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教研資訊 中國⼤陸⼥性主義與婦⼥學研究 鄭新蓉、杜芳琴 1 

課程⼤綱 誰統治中國？《中國⼤陸政策制定》課程淺析 王信賢 17 

原始⽂件 廣西百⾊市扶貧開發⼯作情況  20 

 

  



 78 

第 6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中、法關係起起伏伏 40 年 梁崇民 1 

學術研討會 
關注和探索最⼤的國事國策：三農問題 

─記中國農村狀況與農民⾝份變遷國際研討會 
肖 瀟 5 

研教觀點 國際關係理論的國家性（下） 王義桅 12 

研教⽅法 
如何解讀⽑澤東 

──試論晚年⽑澤東研究的四個層⾯（下） 
蕭延中 17 

書  評 婦⼥與中國現代性─東西⽅之間讀記 ⿈⿑達 22 

研教資訊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  23 

 

  



 79 

第 6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教觀點 國際關係理論的國家性（上） 王義桅 1 

研教資訊 ⽂⾰史上的重要遺忘者 宋永毅 6 

研教⽅法 
如何解讀⽑澤東 

──試論晚年⽑澤東研究的四個層⾯（上） 
蕭延中 9 

研教⽂獻 『美、中、台』戰略三⾓⽂獻回顧 王堯鈞 13 

東亞安全與戰略參訪紀要 臺⼤、政⼤教授參訪⼤陸之「東亞安全與戰略」討論會⼼得報告 陳世民 20 

研教資料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  22 

 

  



 80 

第 5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資訊 國家能⼒途徑與中國經濟改⾰ 王義桅 1 

研教觀點 在憲政架構下推進依法治省 郭丹都淦 5 

研究札記⼀ 
中國思想研究的獨特視⾓（下）──從《知識與⽂化》看“中國思

想”研究之⽅法論問題 
蕭延中 11 

研究札記⼆ 羌族的“議話壩”與“寨⽼”制度的政治學解析 楊明偉 16 

研究計畫 形塑「現代化國家」的可能：滿洲國的國民動員與民族形塑 葉紘麟 20 

 

  



 81 

第 5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中國思想研究的獨特視⾓──從《知識與⽂化》看“中國思想”研究

之⽅法論問題 
蕭延中 1 

研究札記⼆ 東⽅主義在中國：從天⿓⼋部看漢⼈對他者的再現 楊⽴彥 5 

研教資訊 清末民初中哥（斯⼤黎加）關係始末略記 周 麟 10 

研究⽅法 治「中共⼈物誌」注 辜晉安 14 

研究⼼得 「⼩太陽」姚明 李鎮邦 15 

書  評 動⼈的⽼啟⽰，駭客的新任務──《變化》推薦書評 ⽯之瑜 17 

研教⽂獻 近⼗年⼤陸政治改⾰與民主化的九個辯論（下） 何增科 19 

研究資料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  22 

 

  



 82 

第 5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陸學界動態 ⼤陸學界關於師⽣孰為主體的爭論與評說 王冬樺 1 

研究札記⼀ 從兩篇《國學叢刊》序看王國維精神和學術⽴場之轉向 孫乃修 5 

研究札記⼆ 加⼊WTO後，⼤陸證券市場的發展分析 邱振淼 10 

研教資訊⼀ 淺論中國⼤陸村民委員會選舉制度模式 柳⾦財 13 

研教資訊⼆ 對解放軍「信息、網路戰」之觀察 辜晉安 19 

研教觀念 （機制）或（利積睦）？ 俞劍鴻 20 

研教資料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  21 

 

  



 83 

第 5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民族研究⼀ 少數民族作為研究⽅法 ⽯之瑜 1 

民族研究⼆ 新時期民族區域⾃治制度若⼲問題研究 楊明偉 5 

民族研究三 中共『⼗六⼤』後的少數民族獨⽴運動與恐怖活動 張錫模 8 

研究札記⼀ 淺論中國農村村民⾃治制度研究的幾個理論：適⽤與限制 柳⾦財 12 

研究札記⼆ 關於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特質的辨析 祈建民 17 

研教資料 中國當代⾏政倫理⽂化⾃覺 王 偉 20 

 

  



 84 

第 5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蔥綠配桃紅──從張愛玲談參差對照 李佳蓉 1 

研究札記⼆ 關於喀什⽶爾問題之考察 翁燕菁 4 

研教觀點⼀ 民主政治與中國政治的精神分析觀點 殷 瑋 8 

研教觀點⼆ 失根的蘭花─論滿洲國與「傀儡國家」 葉紘麟 13 

學術會議⼀ 中國社會主義意涵之流變與爭辯 李惠斌、李英明 16 

學術會議⼆ 
政治學與⽂化研究第⼗⼋次會議 

有沒有⽂明衝突？「中亞」對政治學的啟⽰ 
張錫模、吳⽟⼭ 18 

學術會議三 中國⼤陸現代化的問題──三農問題  19 

研教資訊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2 

 

  



 85 

第 5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教⽂獻之⼀ 近⼗年⼤陸政治改⾰與民主化的九個辯論（上） 何增科 1 

研究⽂獻之⼆ 對⼤陸村民⾃治研究的若⼲思考 柳⾦財 5 

研討會論⽂ 中國傳統中的⾮⾃由主義傾向（節） 許振洲 10 

研教資料 幾個關於⽂⾰暴⼒的問題 宋永毅 15 

研究札記 村民⾃治對代表制民主的推動 徐  勇 21 

研教資訊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2 

 

  



 86 

第 5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學術研討會⼀ ⾃律、有序、和諧：關於⽼⼦無政府狀態⾼級形式的假設（節） 葉⾃成 1 

學術研討會⼆ 九 Ο年代以來中國⼈“國際觀”的變遷與發展（節） 朱  鋒 6 

學術研討會三 歐洲意識與亞太意識的⽐較（節） 李義虎 9 

研究札記⼀ 關於中國⼤陸對⾮洲外交政策的演變的分析 王韻雯 14 

研究札記⼆ 「中國」概念的內涵與流變⼩考 張登及 17 

研教資訊 清代伊斯蘭教在新疆的穩固、持續（下） 周  泓 21 

 

  



 87 

第 5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教資訊 清代伊斯蘭教在新疆的穩固、持續（上） 周  泓 1 

研究札記 
探究中國“區域⾃治”和“民族⾃治”結合之路（下）──中國民族區

域⾃治制度中的群體權利的視⾓ 
周  勇 6 

學術研討會⼀ 中西⽅的法律觀念⽐較──試析中國緣何缺乏法治傳統 唐⼠其 12 

學術研討會⼆ 試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 王聯、陳忠衛 17 

研教資訊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班論⽂及⼤綱  22 

 

  



 88 

第 5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之⼀ 國民黨與共產黨：第三世界⾰命黨的考察 明居正 1 

研究札記之⼆ 
探究中國“區域⾃治”和“民族⾃治”結合之路（上）──中國民族區

域⾃治制度中的群體權利的視⾓ 
周  勇 3 

⽂化研究 略論近代中國圍棋發展⼩史──⼀個追⽇趕韓的發展⾥程 李詩偉 8 

研教觀點 關於近年兩岸協商⽴場之回顧 曾建元 13 

研討會感想 民主化與帝國分裂 余⽂琦 17 

研教資訊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0 

 

  



 89 

第 5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書評：趙國華，《⽣殖器崇拜⽂化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孫乃修 1 

研究觀點 中國⼤陸鄉鎮⾧選舉制度改⾰的爭論 柳⾦財 6 

研究札記 
⼀種與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制約同的社會制度──羌族的“議話壩”制

度與“⽼民”制度 
楊明偉 11 

研討會紀要 政治、家國、性別──從反共⼩說談起 梅家玲 12 

研究⽣論壇 台商投資之各種紛爭 吳聖欽 14 

讀者回應 讀「析中共購得⽡雅格航艦」後感 王堯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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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海外華⼈ 哥斯⼤黎加早期華⼈初探 周  麟 1 

研教資訊之⼀ 社區建設：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的創新 徐  勇 6 

研教資訊之⼆ 
中國特⾊的農村政治：“鄉政村治”的模式──談⼤陸農村基層民主政

治建設 
張厚安 10 

研究計劃 
說不盡的⽂⾰和被禁忌的⽂⾰ 

──《中國⽂化⼤⾰命⽂庫光碟》總導⾔ 
宋永毅 16 

研究札記 國家政策和族群認同：福建省晉江市陳埭鎮丁姓回民個案（下） 馮衛民 18 

研究材料 析中共購得「⽡雅格」航艦 辜晉安 22 

研究資料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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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野調查之⼀ 國家政策和族群認同：福建省晉江市陳埭鎮丁姓回民個案（上） 馮衛民 1 

⽥野調查之⼆ 中國貧困地區的⼥童教育研究――貴州省雷⼭縣案例調查（節） 韓嘉玲 6 

研究札記 中共「⼤國外交」現象的後殖民隨想 張登及 11 

研討會⼤綱之⼀ 新型安全觀與兩岸關係 鄭端耀 13 

研討會⼤綱之⼆ WTO⼊會後兩岸關係之展望 袁  易 15 

研討會⼤綱之三 建⽴互信與兩岸關係 丁樹範 16 

研討會⼤綱之四 
泥⽯流上的建構主義 

──兩岸關係中的能動者與能動性 
⽯之瑜 17 

研教資訊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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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之⼀ 西部⼤開發形勢下西部民族政治關係的新發展（節） 吳⽟宗 1 

研究札記之⼆ 現階段農村發展中的若⼲突出問題及思考 徐  勇 4 

⽥野調查 ⿈梅縣⽔⽉庵村“村治”實驗啟⽰ 張厚安 8 

研教資訊之⼀ ⼤陸股市私募基⾦何去何從 邱振淼 11 

研教資訊之⼆ 資訊的全球化與中國⼤陸推動 Linux 蔡裕明 14 

⼈物思想 語⾔與政治：談⾼⾏健的書寫欲望 陳銘顯 17 

研教材料 關於「講政治」的⼀些材料與思考 俞劍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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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之⼀ 對外開放與中共國家安全戰略 陳牧民 1 

研究札記之⼆ 中共軍事思維發展取向之觀察 辜晉安 5 

研教觀點 「⼈」、「國」之禮──憲政主義與中國政治傳統思想的對話 李念祖 6 

研教材料之⼀ 中國⼤陸公共⾏政的政黨監督有關材料 王  偉 8 

研教材料之⼆ 中國歷史上諸羌部 楊明偉 14 

學術會議概況之⼀ 北京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辦民族區域⾃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之瑜 17 

學術會議概況之⼆ 「全球化：中國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的⼀些會外話 包淳亮 20 

研教資訊 ⼋⼗九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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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物研究 胡適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讀《胡適傳論》 孫乃修 1 

研究札記之⼀ ⼤陸農村村民⾃治制度運作與產權所有制的關係初探 柳⾦財 4 

研究札記之⼆ 羌族諺語哲學意義初探──僅以此⽂獻給我的母親 楊明偉 8 

研究材料之⼀ “永做⼈民公僕”有關講話編略 王  偉 10 

研究材料之⼆ ⽂⾰受難者列傳之⼆──左奶奶和⾺⼤娘之死 王友琴 12 

研究資訊之⼀ 曹思源對國企改⾰的看法──破產派引介 邱振淼 15 

研究資訊之⼆ 亞太國家對「中國挑戰」的看法 曾復⽣ 20 

研究資訊之三 ⼋⼗九學年度第⼀學期各校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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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之⼀ 全球化與中國國家安全 陳牧民 1 

研究札記之⼆ 中國、中亞諸國與新疆穆斯林 張錫模 4 

研教⽅法 「私⽴」、「民辦」、「社會⼒量辦」──⼤陸私⽴學校稱呼的探討 邱潤銀 7 

研教觀點之⼀ 路徑依賴與社會主義體制轉型 王信賢 10 

研教觀點之⼆ 中國⼤陸西部開發中貫徹民族區域⾃治制度的問題分析和對策 都  淦 13 

研教觀點之三 評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俞劍鴻 15 

理論動態 厲以寧對國企改⾰的看法──股份派引介 邱振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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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中國⼤陸民族⾃治地⽅⽴法問題研究 

從杭州號成軍看中共國防戰略觀 

都  淦 

曾復⽣ 
1 

訪談⼼得 庚⾠臺灣絕句五⾸特選 思  逸 6 

原始材料 ⽂⾰受難者列傳之⼀:詩⼈和考古學家陳夢家之死 王友琴 7 

理論動態 吳敬達對國有企業改⾰的看法市—場派引介 丘振森 9 

⼈物資訊 諾⾙爾⽂學獎與中國作家 孫乃修 13 

研教資訊 從⾳義同構⾓度說羌 楊明偉 18 

研教資訊 ⼋⼗九年度第⼀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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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計畫 

教育部⼈⽂社會科學教育整合型課程改進計畫 

中國⼤陸問題探究──跨院科所系科際整合型系列通識教育課程研究報告

書 

凌林煌 1 

學術動態 何清漣⼥⼠的主張與分析 邱振淼 5 

研究⾓度之⼀ 台灣地區與⽇本在江澤民的內⼼世界 俞劍鴻 10 

研究⾓度之⼆ 中共政體的新⽅向：半總統制 包淳亮 12 

研究爭議 關於⽂⾰中林彪“設國家主席”問題再議（下） 
王年⼀、何  

蜀 
13 

研教資訊之⼀ 中國⼤陸研究學會第四屆會員⼤會會議紀錄  16 

研教資訊之⼆ ⼋⼗⼋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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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華⼈政治學家論壇 “接軌”還是“拿來”：政治學本⼟化的思考（節錄） 王紹光 1 

研教資訊 
援救全世界危險中的學者──美國芝加哥⼤學新成⽴的“危險中的學者

援救網絡”（節錄） 
宋永毅 8 

研教資訊 ⼈的解放與⼈權思考：援救網絡之商榷 楊開煌 11 

學術動態 李慎之教授的主張與分析（節錄） 邱振淼 14 

研究爭議 關於⽂⾰中林彪“設國家主席”問題再議（中） 王年⼀、何  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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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爭議 關於⽂⾰中林彪“設國家主席”問題再議（上） 王年⼀、何  蜀 1 

研究札記 ⼤陸農村宗族組織的興起與對鄉村政治的影響 柳⾦財 7 

研教觀念 中國⼤陸⾏政管理價值觀中的廉政與勤政（節錄） 王  偉 11 

研教資訊 ⼀個古⽼⽽⼜強⼤的民族─羌 楊明偉 13 

研究機構 上海台灣研究所簡介 張茜紅 17 

華⼈政治學家論壇 中國企業家群體的形成、分類及其意義 李  成 18 

研教資訊 ⼋⼗⼋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之碩博⼠論⽂及⼤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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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之⼀ 開展憲政主義思潮與中國政治思想的對話 李念祖 1 

研究札記之⼆ 關於《郭店楚簡》的幾個反省 林俊宏 3 

書評 《社會差異研究》導讀 房思宏 6 

研討會資訊 
從後殖民到東⽅主義的跨學⾨交鋒──「跨科際政治學研究研討會」記

實 
林沛熙 9 

考察⼼得 關於畬族⽂化的體察──麗⽔訪談⼩記 ⿈競涓 12 

研教資訊之⼀ 台北─北京─華盛頓的戰略互動趨勢備忘錄（續） 曾復⽣ 15 

研教資訊之⼆ ⼋⼗⼋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17 

 

  



 101 

第 3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陸國企改⾰中的職⼯分流問題 邱振淼 1 

研教資訊 台北─北京─華盛頓的戰略互動趨勢備忘錄 曾復⽣ 4 

研教概念探討 南海 U型線及其它基本海洋概念之分析 俞劍鴻 10 

研教⽅法之⼀ 論翻譯 孫乃修 12 

研教⽅法之⼆ 兩岸關係與⼤陸研究論⽂指導的幾個困境（下） ⽯之瑜 20 

 

  



 102 

第 3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教資訊之⼀ 
⼀個精⼼剪裁出來的⽂⾰周恩來形象──兼評⼤陸近年來的“周恩來

熱” 
宋永毅 1 

研教資訊之⼆ ⼋⼗⼋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8 

研究⼼得 中國傳統政治⽂化基本特徵探析 都  淦 9 

研教⽅法 兩岸關係與⼤陸研究論⽂指導的幾個困境（上） ⽯之瑜 12 

研究札記之⼀ 中國⼤陸『鄉政』與『村治』關係爭論的探討 柳⾦財 17 

研究札記之⼆ 中國⼤陸主體教育提出的背景與意義（下）：國內⽅⾯ 王冬樺 21 

 

  



 103 

第 3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之⼀ 中國⼤陸主體教育提出的背景與意義（上）：國際⽅⾯ 王冬樺 1 

研究札記之⼆ 中國當代“新寫實”⼩說：藝術特質與評價 孫乃修 4 

⼤陸形勢之⼀ 當前⼤陸政經發展的不確定性 曾復⽣ 10 

⼤陸形勢之⼆ 江澤民與「中國⼈民解放軍」 俞劍鴻 13 

研教資訊之⼀ 福建村民⾃治近況 王  偉 15 

研教資訊之⼆ ⼋⼗七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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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

（下）：國際政治與政策科

學之⼀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現狀和困境 鄭世平 1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

（下）：國際政治與政策科

學之⼆ 

冷戰後的中國世界戰略思想和外交政策 譚青⼭ 4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

（下）：國際政治與政策科

學之三 

⾯向 21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基本需求及其協調 王逸⾈ 7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

（下）：國際政治與政策科

學之四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現狀 秦亞青 11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

（下）：國際政治與政策科

學之五 

⾯向⼆⼗⼀世紀的中國政策科學 徐湘林 15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 中西⽂化與公共⽣活：華⼈政策科學的新課題 曹俊漢 20 



 105 

（下）：國際政治與政策科

學之六 

學術活動簡介 「展望跨世紀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陳銘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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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上）：

政治理論與⽐較政治之⼀ 
為誰推動政治學的本⼟化 ⽯之瑜 1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上）：

政治理論與⽐較政治之⼆ 
對於社會科學本⼟化的基本要求 朱雲漢 3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上）：

政治理論與⽐較政治之三 
關於政治理論本⼟化的⼀些思考 蕭⾼彥 6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上）：

政治理論與⽐較政治之四 

政治學與中國研究 

──現實囿限觀念應⽤與典範建⽴ 
周陽⼭ 10 

政治科學本⼟化專輯（上）：

政治理論與⽐較政治之五 
以法治為導向、以吏治為核⼼的政治體制改⾰ 潘  維 14 

研教資訊 
⼋⼗七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

⼤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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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瘋狂歲⽉中不尋常的常識 宋永毅 1 

研究札記 有關中國⼤陸修正憲法的背景及其意義 鈴⽊ 賢 5 

⼤陸形勢 中國政府機構改⾰ 王偉 9 

研教材料 ⼤理⽂物古蹟博覽 李東紅 14 

新書介紹 戰國策⽂新論 鄭杰⽂ 17 

研教資訊 Taiwan Security Research 臺灣安全研究網站簡介 楊永明 19 

研教資訊 ⼋⼗七學年度第⼀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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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兩岸資訊 
兩岸於⼀九九九年加⼊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前景 
曾復⽣ 1 

交流⼼得 
新聞⼯作者的異鄉 

――記北京採訪的⼀些觀感 
羅嘉薇 4 

新書評介之⼀ 
《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 

作者：凌志軍、⾺⽴誠 出版：台北，天下⽂化，民 88 
⽯之瑜 6 

新書評介之⼆ 
《租借台灣》 

作者：⼗⾵五⾬ 出版：台北，爾能⽂化，民 88 
蘇宏達 9 

讀書⼼得 《包產到⼾沈浮錄》導讀 房思宏 11 

政策分析 中共國企改⾰（下）──資本營運問題 邱振淼 14 

研教資訊 兩岸關係新雜誌簡介 蔡  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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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法 在⼤陸進⾏問卷調查的經驗 劉勝驥 1 

政策分析 中共國企改⾰（上）―抓⼤放⼩問題 邱振淼 4 

時事分析之⼀ 橫著⾛的台北兩岸政策 俞劍鴻 9 

時事分析之⼆ 記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周年──派系政治與政策爭論抉擇 柳⾦財 11 

教研資訊之⼀ ⽩族 李東紅 15 

教研資訊之⼆ 
⼋⼗七學年度第⼀學期台灣⼤學新通過之「中國⼤陸研究」相關博、碩

⼠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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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之⼀ ⾏政倫理建設研究（下） 王 偉 1 

研究札記之⼆ 中國失業問題的⼼理⾛向 王樹茂 5 

政策分析 ⼤陸國企改⾰的政企分離問題 邱振淼 9 

時事分析 美國與⼤陸對「辜汪會晤」的期待及反應 曾復⽣ 12 

交流⼼得 北⼤⾏的迷思 曹俊漢 15 

研教機構 ⼩實體、⼤網絡、多功能──充滿⽣機與活⼒的瀋陽市⼼理研究所 楊怡寧 18 

教研資訊 ⼋⼗六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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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之⼀ ⾏政倫理建設研究（上） 王 偉 1 

研究札記之⼆ 弗洛伊德學說在中國的醫學實踐 孫乃修 5 

研究機構簡介 合理定位 開拓前進──雲南⼤學的⼈⽂社會科學研究（下） 施本植、李東紅 11 

交流⼼得 初謁⽩雲觀 古寺訪真⼈ 陳思賢 16 

學術活動簡介之⼀ 「兩岸關係理論研討會」記錄 廖⾼賢 18 

學術活動簡介之⼆ 「柯江會談後我國⼤陸政策的展望研討會」記實 趙淑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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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教⽅法 如何在⼤陸進⾏深⼊訪談？ ⽯之瑜 1 

研究札記 歷史上的⽂⾰與記憶中的⽂⾰──讀《吃蜘蛛者》及其他 宋永毅 4 

研究⼼得 “選擇性的記憶”之⼀：忘卻痛苦 王友琴 8 

時事分析 亞太新情勢下的⼤陸「國家安全戰略」初析 曾復⽣ 13 

研究機構簡介 合理定位 開拓前進──雲南⼤學的⼈⽂社會科學研究（上） 施本植、李東紅 15 

教研資訊 
⼋⼗六學年度第⼆學期台灣⼤學新通過之「中國⼤陸研究」相關博、碩

⼠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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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派別、史實與⽑澤東的“繼續⾰命”──再論⽂⾰中的異端思潮 宋永毅 1 

研究札記 何處是⼤陸國企改⾰的突破⼝ 邱振淼 7 

[中西⽅經濟與現代化]

學術研討會論⽂摘要

（下） 

中國經濟關的演化與形成 周建明 11 

[中西⽅經濟與現代化]

學術研討會論⽂摘要

（下） 

經濟學與中國現代化 梁⼩民 14 

[中西⽅經濟與現代化]

學術研討會論⽂摘要

（下） 

西⽅經濟學之不普遍性 ⿈紹恆 17 

新書評介 
評《兩岸基層選舉與鄭治社會變遷：哈佛⼤學東西學者的對話》──略

談對兩岸政治⽐較研究的⼀些看法 
徐斯儉 21 

教研資訊 關於中國⼤陸教科書的雜想 ⾼國⿍ 25 

 ⼋⼗六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之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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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中西⽅經濟與現代化]

學術研討會論⽂摘要

（上） 

西⽅經濟學的實證⽅法及其對中國經濟學的借鑑意義 左學⾦ 1 

[中西⽅經濟與現代化]

學術研討會論⽂摘要

（上） 

中國⼈的「經濟學」探源 葉坦 5 

研究札記 社會轉型與觀念代差──⼤陸上海市民價值觀代際⽐較（下） 孫嘉明 9 

研究⽅法 （⽂化）⼈類學研究⽅法的幾點思考 張麗劍 12 

學界動態 雲南⼤學的地⽅史、民族史研究 李東紅 14 

學術交流 第⼗⼆屆「中國政治研究學會（⼤陸）年會」觀察與建議 明居正 17 

新書評介 從《交鋒》看中國改⾰的歷程 梁⼩民 20 

研究機構簡介 上海台灣研究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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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社會轉型與觀念代差──⼤陸上海市民價值觀代際⽐較（上） 孫嘉明 1 

研究札記 王國維⼼靈之解讀：早年國民性批判與西學崇仰 孫乃修 6 

研究⼼得 「國家體制的重建」論述⼤綱 朱浤源、姚朝森 11 

時事分析 ⽬前兩岸關係相關機構的探討 邱振淼 15 

教研資訊 
台灣⼤學⼋⼗六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碩博⼠論⽂及

⼤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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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特約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 胡佛 1 

研究札記 ⼤陸史學界對⽩族源流的探究 李東紅 5 

研究⼼得 典範不可共量對中國⼤陸研究之省思 陳炳臨 7 

讀者來函 不能套⽤博理論來研究中共 俞劍鴻 10 

學術會議 ⾹港國際會議有關中國婦⼥問題之研究 ⿈競涓 11 

學術會議 兩岸關係研究課程教學研討會起源及成果 楊宗川 14 

交流經驗 對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之觀察和期望 楊開煌 16 

教研資訊 ⼋⼗五學年度關於中國⼤陸研究通過之論⽂  17 

 

  



 117 

第 2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教研⽅法 民族主義不是⼀種國家利益? ⽯之瑜 1 

教研資訊 關於中國⼤陸國際關係理論教學與研究的現況 李義虎 4 

教研資訊 中國學在紐西蘭 ⿈⼩明 6 

⽥野調查 ⼤陸農村考察之我⾒ 陳淳斌 8 

研究札記 王國維⼼靈之解讀:祖先家事與早年不幸 孫乃修 11 

交流⼼得 湘西永順⾏筆 ⿈競涓 16 

交流⼼得 訪問⼤陸⼤專學校的⾒聞與觀感 ⾼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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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教研⽅法 淺談博弈理論與兩岸關係研究 包宗和 1 

教研資訊 從公開⾺列學會到地下禁書沙⿓⽂化⼤⾰命的地下圖書運動 宋永毅 3 

研究札記 當代中國青年規範意識的實證分析 孫嘉明 10 

研究札記 中國⼤陸財產權變⾰的邏輯與意義 吳親恩 14 

原始資料 加強領導常抓不懈把村民⾃治擺在農村⼯作的重要位置上 梨樹 19 

交流⼼得 ⼋⼗六學年度第⼆學期中國⼤陸研究通過之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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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重讀三個世界論—研究札記 明居正 1 

研究札記 股份合作制作企業:⼤不成⾹企業產權⾏事的新發展 吳親恩 4 

時事評論 由鄧⼩平到江澤明—科技官僚時代的來臨 吳⽟⼭ 8 

教研資訊 Internet 上的中國⼤陸⼈權 楊永明 10 

研究中⼼簡介 復⼤⼤學美國研究中⼼簡介 倪世雄 12 

研究⽣論壇 ⾹港政制爭論:北京/倫敦和⾹港觀點⼀九⼋⼆∼⼀九九⼆ 左正東 14 

交流⼼得 ⼀九九七研究⽣港澳訪問團交流感⾔ 呂盈良 21 

教研資訊 ⼋⼗五學年度第⼀學期中國⼤陸研究通過之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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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政策分析 當前我國民防政策的窘境與改善途徑芻議 林吉郎 1 

研究札記 中國當代新寫實⼩說概觀 郭乃修 5 

教研資訊 ⽂化⼤⾰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 宋永毅 10 

教研資訊 兩漢全書開始編纂  17 

時事評論 中共的南海戰略與策略 余劍鴻 18 

讀書⼼得 書評:The Taiwan-China Connection ⾺振坤 20 

研究中⼼簡介 掀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智囊⾯紗 楊念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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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佛洛伊德與⼆⼗世紀中國作家 郭乃修 1 

教研資訊 西⽅關於東亞民主的研究 ⽯之瑜、凌煥銘 4 

時事評論 鄧後中國⼤陸⼤結構⾛勢宏觀估計 ⾼宣揚 7 

時事評論 誰能⾧期擔任中共領導⼈ 俞劍鴻 13 

學術活動簡介 中國⼤陸與兩岸關係課程教學研討會紀實 張登及 14 

研究機構簡介 南華管理學院雅探研究所簡介 張亞中 16 

教研資訊 ⼋⼗五學年度第⼀學期中國⼤陸研究通過之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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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中國的⼈⽂精神重建 蒙培元 1 

研究札記 關於中西關係幾個問題的討論 周桂鈿 3 

教研資訊 事紀之交的中西哲學與⽂化交往 姚介厚 8 

教研資訊 制度⽂化與東亞經濟發展 朱雲漢 11 

時事評論 中華⽂化認同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作⽤ 江宜樺 14 

教研資訊 ⼋⼗四學年度第⼆學期中國⼤陸研究通過之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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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法 ⽂字⽂明與⽂化語⾔相對論的再議 曾志朗 1 

研究札記 中國當代先鋒⼩說 郭乃修 3 

研究札記 探索未被報告的⽂⾰歷史 王友琴 8 

時事評論 ⼤陸京九鐵路沿線經濟帶發展前景之研析 顏建發 13 

研究中⼼簡介 天主教輔仁⼤學中國社會⽂化研究中⼼簡介 關秉寅 16 

原始⽂件 
湖北省民政廳廳⾧張軍⽣在全省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暨村民⾃治規範⼯

作會議上的講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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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五四前後中國傳統⽂化的轉化與調適 張⽟法 1 

研究札記 中國傳統⽂化中之資源保育觀初探 於幼華 3 

教研⽅法 論傳統範疇的現代詮釋—關於傳統⽂化研究中的若⼲⽅法問題 李  申 6 

教研⽅法 ⼤陸⽐較正治學研究的歷史取向及⽅法 嚴  強 8 

讀書⼼得 魯迅與佛洛伊德 孫乃修 12 

讀者回響 ⽂化⼤⾰命的⾎淚⾒證 從  容 16 

交流⼼得 ⼀九九六年研究⽣港澳研究研習會之回顧與前瞻 王如芬 19 

交流⼼得 中流⽂教基⾦會⼤陸研究訪問團活動紀要 左正東 22 

教研資訊 ⼋⼗四學年度第⼆學期中國⼤陸研究通過之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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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陸研究中的 Type I Error和 Type II Error ⽯之瑜 1 

教研⽅法 ⼤陸⽐較政治學研究的歷史、取向及⽅法(中) 嚴強 3 

教研⽅法 中國社會學的本⼟化和當前⾯臨的“熱點”(下) 童星 7 

讀書⼼得 余秋⾬的《⼭居筆記》與中國⼈的⽂化情感 李念祖 12 

時事評析 中共九六年經濟⾛勢與宏觀調控成效的預估 顏建發 16 

交流⼼得 兩岸⽂教交流之經驗談 包宗和 19 

教研資訊 ⾏政院⼤陸委員會專案研究項⽬表(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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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減少交易成本不是產權改⾰的唯⼀意義 吳⽟⼭ 1 

教研⽅法 ⼤陸⽐較政治學研究的歷史、取向與⽅法(上) 嚴強 3 

教研⽅法 中國社會學的本⼟化和當前⾯臨的“熱點”(上) 童星 6 

教研⽅法 公共政策學在中國的現狀與展望 王德寶 12 

時事評析 中國農村村民⾃治現狀評估和問題探討 張厚安 15 

時事評析 民主進步黨如何管理中國事務 謝淑媛 17 

教研資訊 ⾏政院⼤陸委員會專案研究項⽬表(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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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中共對國際戰略形勢評估的三次轉折 明居正 1 

研究札記 對研究⼤陸環保問題的基本認識 傅志⼭ 4 

教研⽅法 我如何開授「共黨理論專題研究」 姜新⽴ 7 

教研資料 
⼋⼗四年度第⼀學期政治學研究所暨三民主義研究所關於中國⼤陸研究

新通過之論⽂及論⽂⼤綱⼀覽表 
 10 

時事短評 兩岸關係何處去？──國際協⼒，外交休兵 張麟徵 11 

學術交流 淡江⼤學中國⼤陸研究所畢業實習之回顧與展望 林宜養 14 

交流⼼得 破冰之旅 張志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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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從制度經濟學研究中國的經濟改⾰──交易成本，制度，與組織 曲祉寧 1 

教研⽅法 「中共軍事研究」的課程設計 丁樹範 5 

教研⽅法 ⼤陸經濟的研究⽅法 徐東海  

教研資訊 ⼋⼗三學年度第⼆學期關於中國⼤陸研究新通過之論⽂(⼤綱)⼀覽表  10 

⼤陸論壇 「中共中央與地⽅的關係」摘要 王紹光 14 

原始資料 我們對修訂法的思考與建議──《村委會組織法》調查報告之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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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學界動態 中國⼤陸研究學會第三屆會員⼤會  1 

會議紀錄 蘇聯的中國研究 Peter Ivenov 2 

研究札記 決定經改表現的不是速度，⽽是產權配置 吳⽟⼭ 6 

讀書⼼得 《誰來養活中國？》──中國未來的糧⾷危機 王良能 9 

教研⽅法 似曾相識的挑戰 李念祖 12 

交流⼼得 ⼤陸計程⾞⽂化⾒聞 張甄薇 15 

研究機構 江蘇省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會簡介 朱江聲 17 

原始資料 來⾃農村⼯作者和村民的意⾒──《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調查報告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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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中國研究中的⼥性主義後殖民觀點 ⽯之瑜 1 

學術活動 記⾹港「抗戰勝利學術研討會」 
中國⼤陸研究學

會 
4 

學術活動 第⼀屆「兩岸研究⽣學術論⽂研討會」紀要 周繼祥 7 

教研⽅法 今⽇從事「中國⼤陸問題研究」教學資料及內容的選取 鄧中堅 8 

教研⽅法 ⼤陸研究⼼得瑣談 王信賢 11 

研究機構 華中師範⼤學農村問題研究中⼼組織簡介 
華中師範⼤學農

村問題研究中⼼ 
14 

原始⽂件 〈⼤陸〉村委會已顯⽰出其⽣命⼒──《村委會組織法》調查報告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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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研究札記 中共抗⽇據地研究幾個⾯向的認識 孫若怡 1 

研究札記 對⽴的統⼀──改⾰開放與反和平演變 游重光 3 

學術交流 村⾃治訪談紀要 楊開煌 5 

學術交流 ⼤學遊學經驗談 ⾼輝 9 

中國⼤陸教學實務 ⼤陸研究的⼈⽂關懷 歐陽新宜 11 

中國⼤陸教學實務 中共與美國談判模擬 林美呈、陳華⽟ 13 

研究機構簡介 ⼤陸重點學府台灣研究與教學之粗略概視 楊超 14 

研究機構簡介 調查局「共黨問題研究中⼼」簡介 
調查局「共黨問題研究

中⼼」公稿 
16 

原始⽂件 ⼤陸全國農村村委會建設情況 ⼤陸國務院民政部提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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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時事評論 
淺論中國⼤陸軍事發展上的兩個趨勢與潮流──軍轉民與海洋威懾

(下) 
丘⽴崗 1 

學術交流 社科院李家泉等三⼈來台進⾏參訪  3 

研究札記 談兩岸貿易「統計」問題 ⾼⾧ 4 

研究札記 ⼤陸經濟研究札記 陳德昇 7 

研究札記 民⽣思想與⼤陸改⾰ 周⽟⼭ 9 

⼤陸論壇 我聽楊⼩凱教授談「如何了解⼤陸經濟」 曲祉寧 11 

⼤陸論壇 從⼤陸觀點看兩岸交流 本刊編輯室 14 

研究社團簡介 台⼤法學院「中共與⼤陸事務學會」簡介 唐貞觀 16 

新書評介 評《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俞劍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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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時事評論 
淺論中國⼤陸軍事發展上的兩個趨勢與潮流──軍轉民與海楊威懾

(上) 
丘⽴崗 1 

時事評論 展望後鄧時代⼤陸局勢 王良能 4 

教研資訊 本系⼤陸研究論⽂暨⼤綱進度表 編輯室 7 

教研資訊 由意識形態迷思到⾮意識形態化 姜新⽴ 8 

研究札記 民族思想與⼤陸改⾰ 周⽟⼭ 10 

研究中⼼簡介 聯合報⼤陸新聞中⼼資料簡介 徐東海 12 

研究中⼼簡介 中華戰略學會簡介 ⿑茂吉 13 

研究中⼼簡介 ⾏政院⼤陸委員會⼤陸資訊及研究中⼼簡介 張亞中 14 

政策分析 由兩岸直航政策發展看亞太營運中⼼前途 杜震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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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學界評論 泛論美國學術政治與中國研究 ⽯之瑜 1 

研究札記 海峽兩岸統⼀模式蠡測 盧瑞鍾 4 

教研⽅法 ⼤陸⽂學的教與學 唐翼明 6 

教研⽅法 「⼤陸研究」教學經驗 羅曉南 8 

⼤陸論壇 ⼤陸學界的⾺克思情節──三次赴⼤陸講學的觀感 洪鐮德 10 

⼤陸論壇 海峽兩岸的溝通與談判 焦仁和 12 

⼤陸論壇 當代⼤陸中國近代史研究 
耿雲志、 

歐楊哲⽣ 
14 

⼤陸論壇 與北⼤教授張漢青、⿈宗良、李義虎對談 本刊編輯室 16 

新書評介 評《第三隻眼睛看中國》 蘇永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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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時事評論 九七過渡對台港關係的影響 朱雲漢 1 

時事評論 鄧死後⼤陸權⼒結構的可能變化 周陽⼭ 5 

研究札記 跨世紀的⾺克思主義何去何從 洪鐮德 7 

研究札記 民權思想與⼤陸改⾰ 周⽟⼭ 10 

研究札記 透視中國⼤陸的反不正當競爭法 李永然 12 

交流⼼得 兩岸在⽇本的孫中⼭之爭 楊開煌 16 

交流⼼得 兩岸互諒乎？⼤陸訪察錄 楊志誠 18 

新書評介 評《中國「左」禍》 明居正 21 

 

  



 136 

第 4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時事評論 兩岸南海諸島法制政策之⽐較分析 俞寬賜 1 

時事評論 台灣海峽潛艇事件的處理與啟⽰ 林郁芳 4 

教研⽅法 中共派系模擬教學法試驗 ⽯之瑜 7 

研究札記 中國政治學會對分裂國家的⽐較研究 何思因 10 

研究札記 
「經濟結構變遷下中國⽂化地區婦⼥⾓⾊認同」研究──⾹港⼯作會

議紀實 
單昭琪 11 

新書評介 費正清與他的遺著《費正清論中國》 王良能 13 

教研資訊 海基會「資料室」簡介 張國寶 16 

教研資訊 注⾳符號、威妥瑪式、及漢語拼⾳對照表 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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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教研⽅法 從訪談看影響中國⼤陸政局穩定性的因素 吳安家 1 

教研⽅法 還要搞中西⽂化論爭？──關於⼤陸研究⽅法的遐想 ⽯之瑜 3 

研究札記 民眾對兩岸間政治問題的看法 包宗和 6 

研究札記 「港澳關係條例」和⾹港基本法的⽐較 蕭全政 8 

中國⼤陸論壇 ⼀個⽼研究員對⼤陸研究的省思 林理建 10 

新書評介 評《理性與瘋狂：⽂化⼤⾰命中的群眾》 王良能 13 

活動簡介 務實外交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本刊編輯室 16 

讀者回響 中國⼤陸研究的感性思索 程念慈 17 

 

  



 138 

第 2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陸課程設計 「中共政治專題研究」課程設計 明居正 1 

研究計畫介紹 「中國⽂化地區的政治⽂化與政治參與」研究計畫簡介 朱雲漢 7 

中國⼤陸論壇 從新聞從業⼈員的⾓度臺看臺灣的中國⼤陸研究 俞⾬霖 11 

中國⼤陸論壇 和何漢理對談「當代中國研究」 本刊編輯室 12 

中國⼤陸論壇 中國⼤陸民主化的展望 蘇紹智，阮  銘 15 

中國⼤陸論壇 當前中共封鎖臺灣⽣存空間之策略 蔡政⽂ 17 

學術活動簡訊 臺⼤政治系將舉辦「務實外交與兩岸關係研討會」  18 

每⽉新書評介 評⽯之瑜「中國⼤陸的國家與社會」 吳鯤魯 19 

研究機構介紹 國策中⼼的中國⼤陸研究 顏建發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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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 

類型 ⽂章標題 作者 ⾴數 

發刊辭  許慶復 1 

活動簡訊   2 

教研⽅法 中國⼤陸研究與⽐較政治 吳⽟⼭ 4 

教研⽅法 在⼤陸從事經驗研究之經驗 楊開煌 6 

教研⽅法 到⼤陸訪談的⼀些⼼得 葉明德 9 

研究札記 我⾬中共建交競賽近況分析 ⾼朗 11 

學界動態 斐魯洵退休後研究不輟 鄭⼜平 14 

教研資訊 臺⼤三民主義研究所⼤陸組簡介 周繼祥 17 

 
 


